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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诗人唱出一个节日
春深农家耕未足，源头叱叱两

黄犊。泥融无块水初浑，雨细有痕
秧正绿。绿秧分时风日美，时平未
有差科起。买花西舍喜成婚，持酒
东邻贺生子。谁言农家不入时？
小姑画得城中眉。一双素手无人
识，空村相唤看缫丝。农家农家乐
复乐，不比市朝争夺恶。宦游所得
真几何？我已三年废东作。

这是 800 多年前，陆游游历
岳池时所作的田园诗《岳池农家》
原文。该诗表达了诗人对岳池农
家生活由衷的羡慕和眷恋之情。
而“农家农家乐复乐，不比市朝争
夺恶”则成为歌咏农家和乐生活
的千古佳句，岳池因此有“中国农
家乐之源”之美誉。

伴随经济飞速发展，城市化
进程加快，古朴宁静、农味十足的

农家美景正在成为历史。为此，
2002年，岳池县委、县政府决定：
每两年举办一届岳池农家文化旅
游 节（当 时 叫“ 川 东 农 家 文 化
节”），庆祝五谷丰登、弘扬农耕文
化、发展乡村旅游。2002年9月27
日至29日，第一届岳池农家文化旅
游节在岳池乡村隆重举行。从此岳
池农民有了属于自己的节日。

截至目前，岳池县农民过了8
个“丰收节”——成功举办了8届
农家文化旅游节。“岳池农家”已
成为一个乡村游的知名品牌，岳
池农家文化旅游节还成为四川十
大节日之一。

一个节日催生一个园区
“没有《岳池农家》，就没有农

家文化节。”岳池人对陆游心存感
念之情。近几年来，岳池县建起
的农家文化主题公园、《陆游与岳

池农家》青铜群像、《中国历代名人
咏农家》诗歌广场、《魏明伦·岳池
农家赋》墙等纪念陆游的建筑。陆
游成为岳池农家文化的代言人。

最近几年，党中央吹响“精准
扶贫”号角。岳池县又有一个新
动作：发挥“岳池农家文化旅游节”
和“中国农家乐之源”品牌优势，结
合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计划投资
42亿元打造旅游扶贫示范区、乡村
振兴示范区——岳池农家生态文
化旅游园区。园区跨九龙、白庙、
北城3个乡镇、29个村、52平方公
里，包括郑家村旅游示范带和中国
曲艺百花园两个核心区。

郑家村旅游示范带按照核心景
区+农业园区+公园+田园+特色景
点和现行景带的定位进行规划。中
国曲艺百花园尚在规划之中。

2017年年底，郑家村旅游示
范带开始建设。郑家村旅游示范
带设计、建设理念当然离不开《岳
池农家》。如按照“买花西舍喜成
婚，持酒东邻贺生子”诗句，建设
了西舍婚俗园（280 亩）、东邻贺
子园（150 亩），展示川东农家婚
俗、生子文化。依托白庙镇郑家
村的一处老院落，打造为“缫丝文
化博览馆”，再现“一双素手无人
识，空村相唤看缫丝”场景。其它

《岳池农家》场景还在复原中。
园区也融入了现代理念。如

建起了房车营地，满足都市达人
露营需要。

目前，西舍婚俗园、东邻贺子
园、“缫丝文化博览馆”以及房车

营地已经建成，并可接待游客。

一个园区送走一个穷鬼
园区党工委副书记兰诗成介

绍，园区内29个村中，有10个村
是贫困村，“穷鬼”在那一带徘
徊。经过精准扶贫，到 2017 年
底，已有8个村脱贫摘帽，还有两
个村未脱贫，白庙镇郑家村就是
其中之一。

送走“穷鬼”，要靠产业园
区。郑家村是一个省级建档立卡
贫困村。几年前因为交通不便等
原因，贫困户多达 75 户、贫困人
口 278 人。园区进驻该村后，郑
家村发展起藤椒、中药材等产业，
成立了旅游开发有限公司，2018
年年底脱贫摘帽不成问题。

巩固扶贫成果，让“穷鬼”永
离乡村，更需要产业园区。目前
园区旅游主干道完成路基工程
11 公里、次干道 23.6 公里，完成
便道 5.8 公里；千亩桃树种植项
目、千亩藤椒种植项目、珍稀苗木
林基地、山体公园彩林带已完成，
种植芍药、桔梗、吴茱萸等中药材
近 1000 亩；新村农户集中住房、
旅游综合体、郑家村游客接待中
心以及水利基础设施等项目有序
推进，农民有望走上可持续发展
之路，永远送走“穷鬼”。

兰诗成称，今年年底，园区内
29个村将全部脱贫摘帽，园区明年
创4A，后年建成新时代最美乡村。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汪仁洪 摄影张启富 张凯

两百“丈量员”

双脚量江河
“要用双脚丈量每一条河

流！”8月27日，广安市委书记李
建勤调研督导广安河长制工作
时提出这样的要求。8月28日，
岳池县委书记郑鹏程、县长谭云
等200多名干部当上“丈量员”，
兵分数路，用双脚“丈量”岳池的
每一条河流。

这200多名干部中，包含每
一个县领导、每一个局领导、每
一个乡镇领导，也有普通干部。
为何派出这么多人？赵广介绍，
岳池有大大小小的河流139条，
还有75座水库。其中，嘉陵江岳
池段长 18.6 公里，渠江岳池段

33.4 公里，西溪河岳池段 36.37
公里，“‘丈量’如此多的江河，显
然需要大量‘丈量员’。”

岳 池 规 定 ：工 业 园 区（企
业）、支流入河口、取水口、排污
口、污水处理厂（站）、洗车场、屠
宰场、散排点等29个项，都属于

“丈量”的内容。
如何“丈量”？岳池的“丈量

员”八仙过海各显神通，“123 丈
量法”值得一提。“123丈量法”即
一看二嗅三摸，“丈量员”用眼睛
观察江河、排污口颜色、违建、堆
码场等情况，用鼻子嗅企业、养
殖场、屠宰场等场所的味道，用
手或棍棒等器械触摸可能造成
污染的东西。

郑鹏程等“丈量员”“丈量”

嘉陵江、谭云等“丈量员”“丈量”渠
江……8 月 31 日，岳池 139 条江
河，都经过了地毯式无缝“丈量”。

上百“绘图员”

绘出环境图
8月31日晚上，“丈量员”们

加班加点进行盘点：“丈量”了嘉
陵江160多个点位，查出41处环
境敏感点；“丈量”了渠江200多
个点位，查出47处环境敏感点；

“丈量”了新民河58个点位，查出
33 处环境敏感点……岳池县
139条江河的环境敏感点都被一
一 找 出 来 。 何 为“ 环 境 敏 感
点”？赵广称，重点监控的、有污
染或有潜在污染场镇、企业、污
水处理厂、屠宰场等点位。

摸清了嘉陵江、渠江等江河
的主要污染源、环境敏感点后，
上百“绘图员”，按照“一江一图”
的方式，绘制“环境敏感图”。

挑灯夜战，马不停蹄。9月1
日，《嘉陵江（岳池段）环境敏感
图》（草图）完工。在该图上，有
嘉陵江岳池段的基本情况，41处
环境敏感点都标注在图上。哪
儿有养殖场、排污口，一目了
然。据悉。这是广安市的第一
张江河环境敏感图。

9 月 10 日，《渠江（岳池段）
环境敏感图》绘制完毕。渠江流
经赛龙、罗渡、中和、伏龙等4个
乡镇。在渠江罗渡一带，上图的
有污水处理厂排污口、屠宰场、
支流罗渡河入河口、楼房湾村码
头、华达医药公司等。赵广解释

道：“屠宰场可能产生污染，故上
图；楼房湾村码头船舶生活污水
可能直排，上图；罗渡河被污染，
就会污染渠江，上图；华达医药
公司虽然达标排放，但一旦出问
题后果严重，属于重点监控对
象，上图。”

全体“指战员”

按图战污染
139 条河、139 幅图。《江河

环境敏感图》绘制完毕后，将大
有用处。

赵广介绍，该县将把《江河
环境敏感图》（电子版）传上级单
位，便于上级单位了解岳池境内
河流存在的、潜在的污染源，为

“指挥员”决策提供参考，“例如把
《嘉陵江（岳池段）环境敏感图》传
广安市水务局等单位，广安在制
定《嘉陵江（广安段）环境敏感图》
时，可以参考岳池的内容。”

水清、岸绿、河畅、景美……
人人都是受益者。在推行河长
制工作中，人人都是“战斗员”。
而领导干部既是“指挥员”，也是

“战斗员”。没有作战图，“指战
员”如何指挥和作战？对此，赵
广说，《江河环境敏感图》就是作
战图，“摸清污染源，就是摸清

‘敌情’，便于对症下药、‘点杀’
污染源。”

国庆节后，岳池各级河长、
每个联络员单位领导办公室都
将陆续挂上《江河环境敏感图》。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汪仁洪摄影 张秋林

2018 年 9 月 23 日
（农历秋分），是“中国农
民丰收节”，这是第一个
在国家层面专门为农民
设立的节日。这一天，
在广安市岳池农家生态
文化旅游园区内，当地
农民载歌载舞喜迎“中
国农民丰收节”，同时庆
祝蕴含《岳池农家》元
素的“东邻贺子园”、

“西舍婚俗园”、“缫丝
文化博览馆”等建成并
投入试运行。

早在2002年，为庆
祝五谷丰登、弘扬农耕
文化、发展乡村旅游，
岳池县委、县政府就设
立了一个属于岳池农
民 的 地 方 性 丰 收 节
——川东农家文化节
（后演变为“岳池农家
文化旅游节”）。岳池
的这个节与南宋爱国
诗人陆游所作的田园
诗《岳池农家》有关。
陆游没想到，在他去世
800多年后还能为岳池
的扶贫工作作贡献。

岳池复原《岳池农家》陆游助力精准扶贫

按图作战 岳池绘出嘉陵江渠江“环境敏感图”

西舍婚俗园。

9月 1日，《嘉陵江
（岳池段）环境敏感图》
绘完；9月10日，《渠江
（岳池段）环境敏感图》
出笼；9月15日，《新民
河（岳池段）环境敏感
图》出台；9月 30日前，
广安市岳池县境内所有
河流的环境敏感图均将
绘 制 完 成 ……9 月 26
日，广安市岳池县水务
局副局长、河长制办公
室副主任赵广称：该县
派出 200 多名干部，用
双脚丈量每一条河流，
查清每条河流环境敏感
点，并以“一河一图”的
方式，把环境敏感点标
注在图中，“环境敏感图
将为江河污染的防和治
提供更为直观的作战
图。”

广安市岳池县河长制办公室副主任赵广介绍环境敏感图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