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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浪特色种植：治沙又扶贫，
“花”下真功夫
本报记者 江金骐 文/图

随着一场冬雪的结束，地处
腾格里沙漠南缘的八步沙，天空
变 得 更 蓝 ，但 气 温 也 变 得 更 低 。
尽管如此，沙洲之上，仍有许多人
冒着严寒，为不久前种下的“沙漠
玫瑰”，一锹一土地做着压沙和保
温工作。
“8 月份，习总书记来我们这
里，亲自挥锹铲土为小树护绿，让
我们备受鼓舞。10 月份，我们决
定就在这里种下了 300 亩玫瑰，现
在幼苗已经成活，但还需要倍加
呵护。”11 月 24 日，甘肃省古浪县
林草局局长季玉有向《中国企业
报》记者介绍，以前种植红柳、沙
蒿、柠条等传统沙漠植物，仅能治
沙，但产生不了经济效益，这次引
种特种玫瑰即云朵玫瑰，目的是
将扶贫与治沙结合起来，通过“株
固沙，花致富”的模式，走出一条
生态与经济并重、治沙与治穷共
赢的“玫瑰”之路。

“倒计时”
逼出新模式
在甘肃武威市，
脱贫攻坚倒计
时牌随处可见，
古浪县也不例外。
古浪县，
地处河西走廊东端祁
连山支脉，
是甘肃 23 个深度贫困县
之一。同时，作为沙区的古浪，受
风沙危害，
既是脱贫攻坚战的主战
场，
也是生态建设的主战场。
“面对脱贫攻坚与生态治理
的双重任务，古浪县牢牢抓住产
业 是 脱 贫 的 根 基 ，按 照 沿 山 、沿
川、沿沙特色产业带总体布局，探
索发展寒旱农业、沙产业等多种
模式，走出了一条生态与经济并
重 ，治 沙 与 治 穷 共 赢 的 希 望 之
路。”县委常委、副县长赵磊告诉
《中国企业报》记者，近年来，古浪
县按照“南护水源、中保绿洲、北
治风沙”的生态建设方针，发动各
方面的力量，整合了包括江苏振
发、大漠绿洲、亿利集团、华玫科

技集团等企业资源，共同推进国
土绿化递增行动和北部沙区防沙
治沙，初步治理了含八步沙在内
的 10 多个重度危害沙丘和重点防
沙风口，沙区的前沿林草植被由
治理前的 20%恢复到 60%以上。
尽管防沙治沙工作取得了一
定成效，但干旱缺水、生态脆弱的
状况没有根本改变，
防沙治沙任务
依然艰巨。
“这次我们引种云朵玫瑰，就
是要发挥特色种植在治沙造林和
精准扶贫上的双重作用。”县委副
书记苏国波介绍，古浪县八步沙
“六老汉”
三代人治沙先进群体，
今
年被中宣部授予建国 70 周年
“时代
楷模”
荣誉称号，
下一步，
古浪县将
继续弘扬八步沙“六老汉”当代愚
公精神，
但也要积极探索产业扶贫
新模式。为此他说，引种云朵玫
瑰，
就是全县上下对新模式的一种
探索。

因地制宜搞
“特色”
据了解，
甘肃地区种植玫瑰的
历史悠久，
邻县永登种植的苦水玫
瑰，已有 200 多年的栽培历史。为
当地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然而，众所周知，玫瑰的香型
是由玫瑰品种决定的，
由于国产玫
瑰香型不符合国际标准，蜡味重，
一直难以跻身国际高端香薰、
香料
制品原材料行列，
价格仅能达到国
际一类产品的 20%—30%，且因近
些年育种科研投入有限，
新产品开
发滞后，种植品种出现退化，生产
工艺简单，同质化低端竞争明显，
市场价格起伏较大。
“此次古浪引进的云朵玫瑰，
其种苗是经专业机构由保加利亚
引进，通过国内专家提纯、脱毒、
复壮后，精心培育的玫瑰品种。”
中国农业科学院的专家吴建寨结
合大数据告诉记者，云朵玫瑰耐
干旱和贫瘠土地，种植期间对水
分需求量较少，管护比较便捷，其
根系可达 3 米，具有很好的防风固
沙、美化环境的作用，可持续采花
25—30 年。
云朵玫瑰有自身的优点，
但此
地引种，
是否具有发展玫瑰产业的
基础？专家的回答是肯定的。
全国人大代表、
甘肃省林业科
技推广总站高级工程师何丽霞曾
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
介绍，甘肃沙区，只有因地制宜发
展特色林下经济，
才能获得可持续

发展的优势。
甘肃省在国内率先推行了玫
瑰种植保险，
另外，
兰州大学、
甘肃
进出口检验检疫局等制定了苦水
玫瑰国家标准。这些都为当地发
展玫瑰产业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我们对引种云朵玫瑰充满信
心。”季玉有说，要实现发展农业、
造福农村、富裕农民的“三农梦”，
就必须把过去低端的、低效的、低
价值的农业产业，升级为高端的、
全产业链的、
高附加值的现代农业
科技产业，
云朵玫瑰正好是符合这
一特性的产业富民项目。

“花”
下见真功
通过对古浪县的土壤、气候、
海拔高度、光照、风速、降水量、冻
土层深度等综合考察，
云朵玫瑰的
种植者分析认为，
在这片沙区种植
玫瑰，
有望
“开繁花、
结硕果”
。
华玫科技集团董事长刘利群
介绍，从 2009 年开始，云朵玫瑰开
始在高寒、干旱等特殊地区试种，
分别参与了四川，
西藏、
福建、
河南
等地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项目。
至此，
四川巴山大峡谷、
西藏丁青、
西藏拉萨、
福建武夷山等地的示范

种植都已完成并获成功，其中，仅
四川小金的高寒种植面积就近万
亩。
据了解，全世界有 3 万多种玫
瑰，
只有 3 种能提取精油，
玫瑰含有
珍贵的玫瑰精油，被称为液体黄
金。其中的云朵玫瑰，
不但含稀有
玫瑰精油，
而且食用营养价值是普
通玫瑰的 3 倍，花瓣富含人体所需
的氨基酸、花青素、维生素 k、维生
素C等多种元素。
“经过谱尼检测 384 项全部达
到标准，并远超出口欧盟标准认
证。这在中国乃至世界的玫瑰产
品 中 都 是 极 其 罕 见 的 。”刘 利 群
说，根据云朵玫瑰植物特性和自
然生长规律，在种植过程中采用
大蒜素杀菌、油菜籽等混合植物
残渣制作的有机肥，不使用农药
和化肥。
种植了云朵玫瑰，
如何参与当
地的扶贫？
《中国企业报》曾对四川
小金县有过报道。
小金县作为红军长征途中的
老区县、
贫困县、
高寒县，
脱贫攻坚
压力很大，在这一背景下，云朵玫
瑰通过与当地的村集体合作社签
约，对种植户采取订单式收购，以
产品包销，
让种植户安心。参与种
植的农户，
每年集中劳作不超过两
个月，每亩收益 5000 元以上，其余
时间继续参与其他劳动和生活，
此
举直接带动小金县约 15 个村，近
1300 多户建档贫困户，
彻底脱贫奔
小康。
“在精准扶贫的事业中，云朵
玫瑰已总结和运用了一套行之有
效的、
标准化的运营管理体系。
”
刘
利群介绍，主要概括为“政府+农
户+金融+公司+订单包销”
的办法，
通过规划、
组织、
实施、
培训当地农
户和异地搬迁农户，
从事作物的种
植、
生产、
加工和三产服务，
帮助农
民获得持续稳定收入，
彻底实现脱
贫致富奔小康。云朵玫瑰由此被
推选进入
“国务院精准扶贫示范案
例”
候选名单。

小镇案例

巴蜀大地：种好文旅特色小镇
“试验田”
在巴蜀大地，文化旅游特色
小镇正成为推进文旅融合、实现
乡村振兴的“试验田”。11 月 1 日，
四川文化旅游特色小镇文旅发展
联盟交流会在四川省绵阳市江油
市青莲镇举行。会上，联盟成员
发起倡议，号召非遗走进全省文
化旅游特色小镇，让民众通过旅
游 了 解 非 遗 、爱 上 非 遗 、守 卫 非
遗。倡议明确，四川将把保护非
遗纳入当地文化旅游特色小镇建
设规划总体布局，形成非遗保护
与特色小镇相结合的良好机制；
坚持“非遗+旅游”融合发展，创新
旅游业态。在“非遗进小镇”进程
中强化宣传引导和区域合作，更
好地将非遗传承下去。

近日，在青莲李白诗歌小镇，
“一带一路”沿线非物质文化遗产
展异彩纷呈。四川省文化旅游特
色小镇展厅吸引大批观众驻足，
“小镇出品”文创产品琳琅满目。
成都市彭州市白鹿镇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代德建介绍，当地开发的
20 余款文创产品深受游客喜爱。
据了解，目前，彭州市正围绕“彭
州白瓷制作技艺”非遗项目进行
文创开发，在磁峰镇、军乐镇等地
建立白瓷文创基地，开发柴窑烧
制等非遗体验项目，供游客参观
体验。
李白故里位于江油市青莲
镇，这里因诗仙而闻名，深厚的历
史文化底蕴吸引大量海内外游客

慕名而来。如何推陈出新将这些
资源变为文旅发展优势？对此，
青莲镇党委书记李渊有自己的见
解：
“希望非遗成为小镇的活化
石，成为旅游新名片。”他说，当地
举办的有关李白的纪念活动贯穿
全年，如清明祭祀、中秋诗会和李
白文化节等。除此之外，青莲镇
还尝试让“太白长寿会”这一民俗
活动在小镇“重生”。
“太白长寿会”曾是原青莲民
间为纪念李白正月十六生辰的民
俗文化活动，于上世纪 50 年代中
断。为恢复举办此活动，当地相
关部门组织工作小组遍寻民间老
人、翻阅地方史志，并于 2018 年农
历正月十六成功举办，进一步规

范了活动仪式流程。
“太白长寿
会”一经推出就受到市民、游客欢
迎，活动举行期间吸引上万人次
参观。目前，该民俗活动已被列
入当地非遗名录。
非遗正如一条源自远古、流
向未来的丰沛河流，社会经济发
展需要它的润泽，文化旅游特色
小镇价值提升离不开它的支撑。
成都市崇州市街子镇党委书记宁
志俊对此深有体会。他说，为了
避免古镇游“千镇一面”，提升小
镇品质，街子古镇准备大做非遗
文章，除了深挖当地特色非遗，还
将“筑巢引凤”，引入各地非遗项
目联合发展。他介绍，此举既能
提升文化旅游业态的品质，也有

助于当地木器加工厂转型升级。
下一步，街子古镇还将引入民间
资金，助力非遗展演和交流活动
常态化，
建成非遗小镇。
四川于今年 5 月成立了由 50
个小镇组成的四川文化旅游特色
小镇文旅发展联盟。四川省文化
和旅游厅相关工作人员介绍，文
化旅游特色小镇以特色文化、自
然风光、文物古迹、特色建筑等资
源为依托，通过挖掘、融合、转化
和创新，整合文化元素，打造文化
旅游主题鲜明、特色产业突出、旅
游功能完善、生态生产生活融合、
宜居宜游宜业的非行政区域划分
的文化旅游目的地。
（来源：中国文化传媒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