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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成华区：
廉洁文化融入社区活动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牛建平）4月17日，成都
成华区纪委监委、区妇联、区文明办、建设路街道
共同举办“弘扬传统文化 铸就廉洁人生”主题活
动，吸引了建设路街道培华社区广场300余名市
民参加。

“活动的目的是贯彻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川
视察重要讲话精神，推进‘全面落实年’部署落到
实处。”成华区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刘东认
为，开展社区互动活动，有助于丰富居民文化生
活，在社区营造廉洁文化建设的氛围。

作为活动特邀嘉宾，成都市锦江区国学馆馆
长施文忠利用近1个小时，为社区群众讲授《论
语》，温习中国传统文化。“深挖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蕴含的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就是继承和创新，
就是坚定文化自信。”施文忠认为，社区作为物质
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的着眼点，在社
区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意义重大。国画民俗
画家戴树良表示，活动通过歌舞表演、照片展示
等，将廉洁元素融入互动活动，群众喜闻乐见，现
场反响热烈。“成华区纪委监察委向社区群众发
放廉政‘老童谣’地铁卡，激发了市民参与廉政文
化教育活动的兴趣，效果很好。”

记者了解到，今年2月，由成都成华区纪委推
出的廉政“老童谣”地铁卡，曾在成都廉洁公益原
创作品征集展播活动中获得成都廉洁公益原创
作品征集展播活动实物类优胜奖。

“廉政‘老童谣’地铁卡，只是成华区近年来推
进本地廉洁文化建设、培育崇德尚廉好风尚的系
列举措之一。”成都成华区纪委宣传部负责人张立
佳表示，下一步，该区将继续通过文化下乡、家风
征集等活动，动员本地老百姓推荐老童谣、廉洁家
风家训，把廉洁文化厚植于每个家庭之中。

蜀绣的一针一线，羌笛的声声悠扬，青神竹
编的巧匠技艺，这些来自乡村、来自民间的非遗
技艺，产生于民间，成长于民间，繁荣于民间。
全国人大代表、民盟成都市委副主委、四川师范
大学美术学院院长蔡光洁认为，乡村非遗正是乡
村文化振兴的“火种”，将成为新农村特色文化建
设的不竭源泉和永久动力。

担忧：乡村非遗日渐式微
“各级政府一直重在非遗的保护和传承，对

创新发展的路径不明，在乡村发展动力不足。我
的建议想提给文化部，如何让乡村非遗‘燃’起
来。”蔡光洁认为，我国非遗资源丰富，大多数根
植于广袤的乡村生存和发展，是中国传统乡土文
化的重要载体。在城市化进程中，乡村非遗伴随
乡村传统文化日渐式微。近十年来，国家对非遗
的立法性基础保护已经取得一定成效，但其传承
发展大多处于缓慢、停滞和整体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的状况。非遗作为传统文化缺乏创造性转化，
无法适应现代生活需求。

蔡光洁也看到了乡村文化振兴的机遇。她
提到，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指
出“传承发展提升农村优秀传统文化。在保护传
承的基础上，加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根
据非遗（特别是技艺类）具有文化承载与产品转
化的双重属性，可以借力高校和企业走文化创新
与产业化发展之路。

建议：向现代文化产品转化
蔡光洁谈到，应该大力健全乡村非遗的协同

创新机制。由地方政府主导搭台、高校研学转化
助力、企业融投资参与、乡村主体产业实践，构建
四位一体的协同创新机制，形成创新发展合力。
同时，大力倡导文化企业与高校通融创新，实现
非遗向现代文化产品的创造性转化。并大力加
强文化企业与乡村的合作，将创新的文化产品推
向产业化实践。

“以此为基础，地方政府可以打造乡村特色
文化品牌，并进一步带动乡村文化旅游、乡村文
化节庆等衍生产业发展，提升乡村整体文化生
态。“她认为，通过创新发展乡村非遗，让其回归
乡村文化发展的本位空间，一方面更加体现了保
护、传承和发展的合理性与科学性，另一方面对
于挖掘当地乡村文化特色、重建工匠精神、建立
文化自信都具有积极意义。通过非遗的创新发
展，在实现乡村文化振兴的同时，推动乡村的组
织振兴、人才振兴、产业振兴与社会和谐。

探索：高校与农村共建新农村学院
除乡村文化的振兴，蔡光洁还提到了为农村

培育更多专项人才的路径。“我们正在探索与农村
共建新农村建设学院，为农村培育更多的人才，也
希望这种模式可以推广下去。”蔡光洁认为，乡村
振兴战略中，高校应当扮演重要角色，通过与地方
政府合作，为乡村培育和输送更多人才。

蔡光洁介绍，2017年5月，四川师范大学、成
都中医药大学、四川理工学院三校组成“校校战
略联盟”，三校达成共识：发挥优势，与地方政府
联合共建新农村建设学院，发挥精准扶贫工作中
的教育力量。根据三校达成的协议，三高校计划
在仪陇、北川、苍溪、达川四个地方建立四所新农
村建设学院。“乡村振兴的第一要素就是人才优
先，大学通过和地方政府共建，针对乡村不同的
群体，可以对他们进行系统的教育培训。”

她建议，应当构建由政府引导、高校助力、企
业参与、村民实践的协同创新机制，各自发挥优
势，形成合力助推乡村振兴走向创新性发展。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赖芳杰

在园区内，种植鲜花的工人，几
乎都来自当地农村。

园区工人麦吉几几是附近的村
民，家里的2亩地，流转给了园区，租
给企业，每亩地每年大概2000元。她
说，在园区上班，一个月算下来，能够
有2000多元的收入，而且离家只需要
10多分钟，这比种地要划算得多。

礼州镇田坝村村民周芬德，也是
一名园区工人。她家有2亩地承包给
了企业种花，自家还剩下2亩地种点
水稻和葡萄。到园区打工，每天工作
8小时，大概60元左右，加班工资另
算。她说，农忙时节比如收谷子，还
可以请几天假，如此公私都能兼顾。

土地流转后，村民每年能够得到
稳定的租金，同时，企业的入驻也给
就业创造了机遇。目前，花卉产业园
帮助当地村民1300多人实现了就近
就业，助农增收2600万元。

/乡村振兴/

全国人大代表蔡光洁：
乡村非遗是

乡村文化振兴的“火种”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徐湘东 摄影报道

4月，安宁河谷，西昌市礼州古镇，中午的温度已升至28℃，大棚内又一批鲜花将开始长途
旅行。装箱后，它们即将被运往成都和昆明进行分销，北至北京、西安，南至广州、香港，最远的
目的地为越南。

西昌是“中国花木之乡”，其鲜切花和盆花产量位居四川第一。位于礼州镇的西昌现代花
卉产业园，是全国种植规模最大的大花蕙兰生产基地，也是四川最大规模的盆花生产基地。
2017年，各类盆花卖出了2430万盆，年销售收入3.2亿元。

据介绍，目前园区入驻有14家企业，但只有一家是本地老板，另外13家分别来自北京、上
海、成都、广州、杭州等地。这些企业中，到西昌时间最长的已经有13年，最短的不过一年。如
今，他们都爱上了安宁河谷的阳光，扎根西昌忙种花。

西昌花卉产业园

一年卖出2430万盆鲜花
收入3.2亿元

外地老板扎根礼州古镇种花，打造出四川最大鲜花种植基地

何兵来自绵阳，如今，他已把自
己看作是地地道道的西昌人。

2005年，从事园林工作的何兵
准备种植大花蕙兰。这是一种较为
高档的鲜花，花色鲜艳好看，经济效
益也不错。起初，公司在北川进行实
验，但是当地气候条件并不适宜；后
又准备选择昆明，虽然气候适宜却又
太远；最终经人推荐，选择在了气候
条件与地理方位都适宜的西昌。

“我们是第一家从外地过来种大
花蕙兰的。”来到西昌后，何兵发现这
里光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而且冬
天暖和，非常适合花卉种植，优渥的
自然条件让他兴奋不已。成立了西
昌鲜绿种业公司后，起初只租了20
多亩地试水，但很快公司就赚到了在
西昌的第一桶金，此后几年，种植面
积不断增加。

2012年，西昌现代花卉产业园
启动，通过政府统一流转土地并给予
租金补贴，何兵公司投入的资金也越
来越大。13年过去，公司的种植面
积已达600多亩，比2005年增长了
30倍。

何兵说，这13年，公司始终坚持
只种大花蕙兰。从去年的数据来看，
公司年产大花蕙兰30多万盆，小兰
花20万盆，年销售额约4000万元。
从这里卖出的大花蕙兰，主要销往珠
三角、长三角地区，以及成都和部分
北方等城市，还有不少出口到了越
南。“可以说，我们是全国大花蕙兰种
植规模最大的企业了。”何兵颇为自
豪道。对此，西昌现代花卉产业园区
管委会副主任冯麟介绍说，花卉产业
园已是当仁不让的中国大花蕙兰种
植规模最大的生产基地。

“抓紧时间哦，这批打包完了就
要装车了。”4月17日下午，天喜现代
农业科技示范园内的玫瑰大棚内，十
多名工人正忙着将玫瑰盆花装箱。

来自北京的天喜农业，是花卉
产业园内的大型企业，面积约 500
亩。负责玫瑰生产的张维介绍说，
四川省内80%的玫瑰盆花，都产自
这里。除了玫瑰，公司的红掌、彩
色马蹄莲、大花蕙兰切花等花卉，
销往国内30多个城市，还出口到了
美国、新西兰、日本、韩国及东南亚
等地。

天喜农业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
除了天喜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企业
还投资6000万元，在邛海湿地六期
建设了100亩室外花卉种植展览馆
及体验馆。西昌优良的光热和气候
条件，是吸引他们来这里投资花卉的
最大因素。

成都老板李双明从事花卉行业
超过20年。2008年，他来到西昌租
下50亩地种花，年利润上百万。10
年过去，他已经投入了3000多万元，

拥有两个花卉基地，面积超过 300
亩，花卉品种有20多个。在他看来，
西昌冬暖夏凉，是四川最适宜花卉种
植的地区之一，值得长期投资。

始建于 2012 年的西昌现代花
卉产业园，以礼州镇为核心，辐射周
边的月华、新胜、琅环三个乡，规划2
万亩花卉园区。目前，共引进企业
14家，流转土地4000多亩，修建了
155万平方米的温室大棚，2017年
盆花产量2430万盆，年销售收入3.2
亿元。

“14家企业，13家的老板都来自
外地。”冯麟说，这些企业老板分别来
自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杭州等地，
还有一家来自中国台湾。

冯麟介绍说，西昌年日照时间超
过2400小时，冬天温度高且昼夜温
差很大，很适合花卉的生长。同时，
安宁河谷土地肥沃、水源充沛，空气
质量优良，出产的鲜花品质很好，并
且政府配套了一系列优惠政策——
这些因素，都是吸引外地人扎根西昌
种花的原因。

如果说何兵是早期外来户，那
30岁的林桂玉只能算是初来乍到。
作为花卉产业园内最年轻的创业者，
林桂玉是2017年才来到西昌的。

林桂玉的名字便透露了他的籍
贯，来自广西的他，戴着眼镜，像刚出
校门的大学生。

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毕业后，
林桂玉去了广州，在当地最大的一
家园艺公司工作。之后，开始创业，
在广州种植多肉。“到西昌来创业，
也是这边老板推荐过来的。”林桂玉
说，2017年3月，他来到花卉产业园
考察，便确信这里是花卉种植者的
天堂。

“首先是这里独一无二的气候条
件，再有便是政策上的优势，前几年
有租金补贴。”林桂玉说，政府已经规
划好了土地，不需要操心，只需入驻
生产。与合伙人商议后，林桂玉便开
启了入川创业之旅——租下70亩土
地种植多肉。

目前，林桂玉的“多肉工厂”，已
经完成了第一期建设。大棚内，各种
品种和颜色的多肉正静静生长，而即
将出货的一批则在晒太阳。“晒几天

太阳，它们的颜色会更好看。”林桂玉
说，目前，公司已经累计投资500万
元，部分多肉已经上市，市场主要在
成都、昆明等地。

“我坚信，在这里投资是值得
的。”对于未来，林桂玉信心满满，第
二期大棚建设也即将启动。

鲜花产业
个案

四川老板何兵
扎根西昌13年

种出全国最大大花蕙兰企业

广西老板林桂玉
初到西昌创业

投资500万开办“多肉工厂”

鲜花产业
成因

优良自然条件、优惠配套政策
吸引外地老板来扎根

冯麟说，为进一步扩大西昌花
卉的影响力，实现乡村振兴，在月
华乡，还将借助广东省佛山市对口
帮扶凉山脱贫攻坚的机遇，计划建
设1.5万亩的西昌太美花卉产业园，
目前，第一期3000亩已经达成框架
合作协议。

“我们还在寻求突破，改变目前
单纯的花卉生产基地模式。”冯麟介
绍，园区计划打造花卉产业升级版，
除了种植，还要增加观光、旅游、度假
等新元素，通过打造农业观光旅游，
让花卉产业增值，让村民增收。

冯麟说，目前，花卉产业园已成
功引进了广州、东莞、杭州、上海等地
多家企业，实现了“种苗培育、电商销
售、观光旅游”企业入驻园区零的突
破，可以预见，今后，花卉产业园将成
为集生产、研发、销售、观光为一体的
综合体。

鲜花产业
效应

鲜花产业
规划

创造就业
助农增收2600万

产业升级
将融合观光旅游

4月17日，西昌现代花卉产业园，工人在照顾红掌。 工人将玫瑰装箱。

林桂玉（右）在大棚内查看多肉长势。

全国人大代表蔡光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