
曲德村位于石渠县正科乡，在金沙江东岸，省道215公路沿线，是川藏两省区交界处的咽喉要道，也是曾经邓柯县的辖区。据资料记载，1950年5月6日，先遣部队在154
团政委杨军的率领下，从甘孜向西进发，经过260公里的路程后，于5月16日抵达邓柯县，并作为部队的前进基地。部队严格执行民族宗教政策、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
意”，积极争取当地头人、土司以及上层贵族的支持和帮助，同时联系和帮助广大穷苦农牧民，为他们看病、背水劈柴拾牛粪等，与当地老百姓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

为打开和平解放西藏的大门，154团率先于1950年10月发起了“以打促和”著名的昌都战役。154团和156团战役迂回，和兄弟部队一起，粉碎了帝国主义和分裂势力
的企图，促使当时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上北京和谈代表，并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的17条建议，加速了西藏和平解放的步伐。

曲德村距县城90公里，平均海拔3300米，属高原河谷气候。全村占地面积46654亩，以种植业为支柱产业，盛产青稞、豌豆、冬麦等粮食，是石渠县粮食产量较高的村。
曲德村村地处金沙江边，以天然草地生态系统为主要生态屏障，构成了草原生态环境的广泛发育基础，更是野生动物的栖息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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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名片】

乡村故事

果蔬飘香产业兴
除草、打枝、授粉、采摘……这些蔬

菜种植管理技术，40 岁的泽仁措曾经
听都没听过，如今经过培训已经熟练掌
握。泽仁措是石渠县正科乡曲德村的村
民，她已在石渠邓玛观光生态农业科技
示范园里工作3年多了。

“我从2019年就开始在园区工作，
在家门口就可以上班，还能学技术，每
天可以拿到130元的工资，加班有加班
费，年底还有分红，我很满意现在的生
活。”泽仁措说。

2018年4月，石渠邓玛观光生态农
业科技示范园项目在曲德村启动，园区
总占地面积为 18749 亩，以“支部+园
区+基地+合作社+家庭农场+农（牧）户”
的运营模式，按照种养结合循环农业和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思路，集结了多
方项目帮扶资金，通过土地流转、就业帮
扶等系列措施，让包括曲德村在内的周
边三个村庄旧貌换新颜，该园区也成为
了全州的高科技农业观光园区的标杆。

园区产业覆盖范围包括设施农业种
植、中藏药基地、人参果种植、牦牛现代
牧场、石渠藏系绵羊选育保种场、畜产品
加工中心、生态餐厅、休闲观光旅游等。
目前，园区已经引进和培育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 12 家，其中，省级农民示范社 1
家，州级龙头企业4家，县级家庭农场3
家，先后获得“州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区”

“石渠县科普示范基地”等称号。
在智能冬暖式大棚和连栋式大棚，

石渠邓玛生态农业园区董事长丁永鸿向

记者介绍，“放置在这里的传感器能准确
捕捉棚内的温度、湿度、光照度等。设施物
联网控制系统还可对这些蔬菜生长环境
因子实时进行调整，保证蔬菜正常生长。”

“真正有科技含量的是观光休闲农
业展示厅，成都平原有的菜这里都有。展
示厅里的蔬菜采用了液体基质和固体基
质两种无土栽培方式。而固体基质无土
栽培方式则利用锯木屑、炭化谷壳、椰
糠、砂、蛭石等来种植蔬菜。”丁永鸿说。

苦苣、油麦菜、观赏辣椒……在观
光休闲农业展示厅，记者又看到了不少
种类的蔬菜。

“以前我们这里就种土豆、青稞，蔬
菜水果都是从成都运来，有时候好多天
都吃不上新鲜蔬菜，冬天就更难了。现
在，我们不仅将土地出租给园区，收取
租金，还可以免费学到大棚种植技术，
按月领取工资。”村民降拥然沙是园区
生产部的员工，他告诉记者，现在每月
有 4500 元的工资，家里 4 亩土地流转
给园区每年有 1120 元的收入，入股分
红每年600元左右。

近年来，园区逐步让蔬菜产业成为
推动曲德村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
富的支柱产业，为乡村振兴蓄势赋能。

◎甘孜日报记者 周燕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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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风景

◎甘孜日报记者 周燕 文/图

曲德村：生态农业大花园旅游观光好去处

石渠县正科乡曲德村的扎西郎加每天
早上收拾完家务后，和爱人西绕一道来到
在家门口附近的邓玛观光生态农业科技示
范园上班。

地处四川、青海、西藏三省区交界的石
渠县正科乡，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地理
位置，为农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石渠邓
玛观光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园始建于 2018
年4月，运营公司为石渠太阳部落生态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近日，记者在智能冬暖式
大棚和连栋式大棚里看到，绿色的青椒、黄
色的番茄、紫色的茄子等各种应季蔬菜已
经成熟，正被工人分批采摘后推向市场。

扎西郎加在库房上班，每天的任务就
是按照蔬菜品质分拣装箱上车。作为园区
的正式员工，扎西郎加每个月有 5000 元
的工资收入，他的爱人做清洁卫生，一个月
有3000元的收入。

无土栽培种植蔬菜每亩年产量在8000
公斤左右，大棚产量更高，这让扎西郎加大
开眼界。“我做梦都没有想到，我和老婆会成
为园区正式员工，每个月按时领工资。”扎西
郎加一脸喜色。园区2017年开建的时候，扎
西郎加就开着拖拉机过来打工，每天可以挣
200元。园区建成后，不仅让他家有了稳定的
收入，还过上了小康生活。

扎西郎加的童年遭遇是不幸的，父母
早亡，他没有念书，四处流浪。到了结婚的
年龄，他到曲德村当了上门女婿。当时，他
的身上仅有 300 元钱。“我们连住房也没
有，借住在岳父家里。”回忆往事，扎西郎加
黯然神伤。过去的苦日子不堪回首。“几辈
人住在土坯房里，出门一脚泥，一眼望到
头！”扎西郎加提及过往的苦日子，总结为
几个“没”，“没钱、没技术、没未来，可能娃
娃长大后也和自己一样，放一辈子的牛。”
穷则思变，扎西郎加一心谋划着将来有一
天能够有一栋自己的住房。

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扎西郎加和西绕
在村集体开办的养猪场当饲养员，两个人一
月仅2000元的收入，只能解决日常生活开
支。扎西郎加虽然没有文化，但头脑聪明，他
学会了开车。拖拉机、小汽车、挖挖机、装载
机等他都会开。一技在手，就业不愁。在农业
园区上班4年，扎西郎加积攒了40多万元。
去年，他利用积蓄，在乡亲们的帮助下修建
了一栋新房。在扎西郎加新居旁，入户道路
干净整洁、独栋小院整齐划一、绿草鲜花点
缀其间，到处都是新生活的气息。

扎西郎加患有严重的腰椎病，不能干
重活。由于没有钱医治，他吃尽了苦头。
2020 年，他去成都通过手术治好了腰椎
病，花销4万多元，通过医保报销后，自己
只负担了数千元。“我享受到了党的好政
策，不仅解决了看病难、看病贵，我的孩子
在学校读书，一天三顿饭都是免费的，我和
爱人在园区上班，还要管伙食，家里基本上
没有什么开支。”扎西郎加乐呵呵地说，园
区还给他们买了养老保险。

发展生态农业，让扎西郎加看到了希
望。邓玛观光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园保底分
红比例 5%，截止今年，已经兑现分红 378
万余元。园区承诺优先保证聘用附近的村
民，特别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到园区务工，解
决了 286 人就业。工资收入在 3000 元—
4500 元/月，本地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大幅增加；已支付土地流转费400万元。

扎西郎加高兴地说，以前，村民只能吃
土豆、萝卜和白菜，现在，一年四季都能吃
上新鲜蔬菜，园区产的各种蔬菜还销售到
相邻的青海、西藏部分地区，石渠成了远近
闻名的高原蔬菜产地，石渠县蔬菜现代农
业园区创建成省级四星级园区。

扎西郎加有 9 亩土地，为不影响他和
爱人在园区上班，在农忙季节，他就请人帮
忙。“我的孩子从幼儿园到初中都不需要花
钱，但上大学就需要花钱了，我要把他们读
大学的钱攒足，他们赶上了好时代，一定比
我们这一辈强。”扎西郎加开心地说，县上
办的农业生态园，让他们一家有了新房，他
也买了小汽车，日子越来越好，他要感党
恩、听党话、跟党走。

石渠县往西南 90 公里，层峦叠嶂
的群山脚下，斗折蛇行的金沙江畔，黄
墙红瓦的藏房整齐排列，成片的果蔬大
棚点缀其间，这里便是石渠县正科乡曲
德村。清晨，整个村庄笼罩在烟雾之中，
美丽宛若仙境。

在石渠县邓玛观光生态农业科技
示范园的观光休闲农业展示厅里，百花
竞相绽放，瓜果结满枝头，漫步厅内小
道，空气清新，弥漫着阵阵花香。在智能
冬暖式大棚和连栋式大棚里一片繁忙
景象，绿色的青椒、红色的番茄、紫色的
茄子等各种蔬菜已经成熟了，工人们正
抓紧采摘，确保蔬菜如期供应市场。

“智能温室拥有集环境智能监控、
生产智慧管理、科技教育展示、示范应
用推广于一体的现代化智慧连栋温
室。”园区综合部经理何亚军说，园区核
心示范区总面积 5049 亩，采用先进的
无土栽培技术、现代通信技术和无线传
感器网络技术，应用展示了品种组织培
养、无土栽培、智慧农业等现代农业科
学技术成果，实现了智能灌溉、精准施
肥等种植环境自动化控制，做到了生产
环境可控、管理效率高效、产品品质安
全的设施蔬菜工厂化生产。

坐着观光车，记者来到种植辣椒的
大棚，只见淡黄色的辣椒挂满了枝头。

“这是我们引进的科研成果——降糖辣
椒，个头比普通辣椒大、水分足、辣味
低，口感类似水果，可以直接生吃凉拌
或炒、烧。”何亚军向记者介绍，“降糖辣
椒原产地在韩国，由韩国育种专家培育
出世界首个健康功能性降糖辣椒新品
种。我们园区2018年引进开始种植。”

“我们主要把国内先进的农业科学
技术及优良种子在园区推广和输出，共
同带动周边村民致富。”何亚军表示，园
区每年可以带动就业200余人次，保底
分红可带动脱贫户持续增收，稳定脱贫
成果。同时，还将有效促进曲德村一二

三产业的融合发展，不仅能够开展花
卉、果蔬种植，就地加工，还可以为游客
提供观赏、采摘、体验等服务，为石渠县
及周边旅游增添好去处。

据了解，石渠县邓玛观光生态农业
科技示范园致力于打造以自然生态资源
为依托，以智慧农业、休闲观光、度假康
养、户外营地、团建研学为主要内容的综
合性园区，更是“三季有花、四季有景、季
季有欢乐”的乐园。园区紧邻青海玉树机
场，位于国道215旁，交通便捷。园区所
处的金沙江河谷地带，海拔3200多米，
自然风光秀丽，这里有四川唯一的野生
枸杞林，野生沙棘、野生苹果遍布。附近
有白唇鹿保护区功能区、4A景区邓玛湿

地旅游景区、赵尔丰行辕遗址和“照阿娜
姆”石刻雕像等旅游资源。

“以前，当地村民主要种植冬小麦
和青稞，技术比较粗放。”何亚军介绍
说，以冬小麦为例，最高的亩产八九百
斤，除去劳动力投入后所剩无几。园区
启动后，2021 年总产值达到 7337.1 万
元，今年兑现分红378余万元，2018至
2021年共支付土地流转费400万元。

曲德村村民拉姆如今是生态园里
负责种植西葫芦的工人。她告诉记者，
现在自己每月工资 4500 元，加上土地
流转的收益，每年可以收入六、七万元。

何亚军说，通过发展产业带动就
业，一方面使得农牧民和集体经济收入

大幅增加，另一方面帮助农牧民转变为
现代农牧业产业工人。此外，在生态园
里还专门建设了 23 个大棚，提供给有
意愿、有能力的农牧民，免费给他们提
供种苗、化肥、农药，手把手教技术，培
养懂技术、懂市场的致富带头人。

深耕多年，精心孕育。石渠县邓玛观
光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园把现代农业科学
技术向园区周边村镇进行推广和输出，种
植高附加值农作物，带动周边村民增收致
富。园区每年雇佣当地村民158人，并对其
进行农业专业技能培训，使传统农民向现
代农业技术工人转变，每人每月增收
4000余元，为实现产业兴、生态美、农民
富的乡村振兴发展格局打下了良好基础。

村民参观园区。

邓玛观光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园。

扎西郎加正在园区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