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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全域景区化”，让“营地+”在乡村多元素融合

发展乡村休闲旅游“共富链”

记者 骆晓飞 通讯员 金庆松 项轶帆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
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
展。”这为文旅融合发展指明
了方向。
富阳自古以来自然禀赋
优越，人文脉络深厚，是文化
与旅游融合发展的宝地。当
下文旅已经进入了新时代，富
阳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理念，根据“全域大景
区、全省大花园”的发展目标，
打造“旅游+”多产业融合的文
章，建设绘制一幅现代版富春

三溪村

山居图。2022 年，富阳区以
全域旅游示范区、城区省 5A
级景区城、富春江湾国家 4A
级景区创建为目标，进一步推

百姓期待

章月琴：为营地之乡的共富图景添砖加瓦

进景城、景镇、景村体系的构
建，协同发展，推进全域景区
化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曾借《富春
山居图》这幅千古名画，表达
对乡村振兴的期待：要注重地
域特色，体现乡土风情，特别
要 保 护 好 传 统 村 落 、民 族 村
寨、传统建筑，以多样化为美，
打造各具特色的现代版的“富
春山居图”。
传世名画照进现实，富阳
作为重要原创地和实景地，近
年来城乡并举，
“全域大花园”
轮廓渐显，富阳的乡村旅游更
是异军突起，大放异彩，一幅
现代版富春山居图诗意舒卷，
洞桥镇的“营地之乡”可见一
斑。

富阳实践
村 庄 景 区 化 ：富 阳 区 自
2017 年开始，至 2021 年，共创
建完成省 A 级景区村庄 166 个，
其中省 3A 级景区村庄 49 个，省
2A 级景区村庄 7 个 1，省 A 级景
区村庄 46 个。
富春山居行旅图：富春山
居行旅图包含了宾馆酒店、运
动休闲、优质景区、文博场馆、
山乡味道五大板块，每个板块
内容都有丰富的图文介绍，重
要景区完成了景区级导览的接
入，让游客用一部手机，一个系
统，在富阳实现吃住游购娱。
山居图景：2022 年，富阳区
启动富春·山居图景国家 5A 级
旅游景区创建。
旅游数据：2021 年全区接
待游客人数 441.1 万人，旅游收

入 84.2 亿元。
富春山居水上游：富春山
居号游船开始试运营，航行区
域主要为富春江富阳段，航线
为两山（鹳山、鹿山）两桥（富春
江第一大桥、富阳大桥）之间，
全程约 12 公里，航行时间约为
1 小时。
全域旅游：2022 年，富阳区
全力创建省级全域旅游示范
区。
景区城：根据浙江省大花
园建设要求，富阳区 2021 年完
成城区省 4A 级景区城创建。
景 区 镇（乡 、街 道）：截 至
2021 年，富阳区已完成省 A 级
景区镇（乡、街道）12 个，完成率
50%。

车子经过山青水碧的岩岭湖畔，在一片
水光山色里折弯向前就来到了洞桥镇三溪
村，这里三面环山，屋舍俨然，田野在这峡谷
里向内延伸。作为“营地之乡”的主要营地
之一——少年军国防教育训练营地（以下简
称少年军营地）就在这一片山坳里拓展延
伸。这天营地又迎来了一批“少年军”，几辆
载着小营员的大巴车停在营地入口处，开启
了他们的军事研学之旅。
洞桥镇是富阳西北部的山乡镇，近年来
洞桥镇立足于自身环境优势和产业优势，以
全域景区化为目标，突出美丽产业建设，围
绕“洞桥花开、营地之乡”定位，全面推进“营
地之乡”
“ 研学小镇”建设，发展“营地+”特
色产业，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乡村致富
路。三溪村的少年军营地就是其中重要营
地之一：2019 年三溪村成功引进少年军营
地，
“ 少年军”主打国防军事教育，与洞桥镇
的其他营地形成了一种差异化的运营模
式。村党委副书记章月琴见证并参与了少
年军营地落地三溪村的前前后后，也让她深
切地感受到在“营地+”这个浪潮中，三溪村
所发生的奇妙“化学反应”，这个人气很旺的
少年军营地让村民找到了方向，尝到致富奔
小康的甜头。

迎来“少年军”
让三溪村搭上“营地+”
军舰
“应该是我们这里的好山好水被他们相

中了吧，因为我们这里原本就像一个大景
区，需要的是好好拾掇拾掇。”说到少年军营
地的落户，章月琴很是自信，她说，作为“营
地之乡”的一分子，三溪村有着特有的风貌，
山水资源丰富，地理位置也有着先天优势，
三溪村毗邻岩岭湖，自古又是菖溪、葛溪、佘
溪的交汇处，尤其是菖溪穿越村庄，村里一
半人家依溪而建。
章月琴说，三溪村四周环境优美，景色
宜人。如三溪枫林坞有一处被称为“江南第
一奇泉”的“枫林咽泉”，是古新登县的八景
之一；有 400 多年历史的天雷寺；还有一座
建于康熙年间的天赐桥，历史人文古迹遍
地。近年来建成的三溪口湿地公园保留了
原生态的湿地，
也是村里的一大景观。
引进的少年军营地紧邻湿地公园，目前
是洞桥境内第二大营地，拥有 761 富阳艇、
军用卡车等大型退役武器装备，设有 31 个
军事训练项目等，可容纳 400 人食宿和 1000
名学员训练。
在营地初建之初，因为涉及土地出让等
政策性问题，总会遇到一些困难。作为村干
部，章月琴与村委其他干部一起，上门耐心
地做工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后相关的
村民也都会积极配合。如营地中有一块坟
地是一户人家的祖坟，在农村祖坟是不允
许轻易迁移的，所以一开始总归有一些情
绪，在村干部们几次劝解后，最终同意迁
坟 ，如今这 两 夫 妻 也 成 了 营 地的获益者，
夫妻双双在营地上班工作；还有一户村民
本在营地口子上有个猪场，是他们家的主
要经济来源，为了营地的总体环境，也配合
拆除，如今已经在此处规划建 设“ 家 宴 中
心”。
营地建成后，三溪村可是搭上了这艘
“军舰”的顺风车，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
处。
“ 我们三溪村通过盘活山乡资源，以物
业、土地双向入股营地项目，营地每年给我
们村集体 65 万元，再加营业额 1%的浮动收
益。”章月琴介绍，三溪村以资产资源入股的
形式参与少年军营地落户运营，村集体经营
性收入从 2018 年的不足 7 万元增长到 2021
年的 110 万元。
具体做法是搭建“营地+集体”模式，
村集体企业承接营地配套服务，参与营地
产业运营；搭建“营地+农户”模式，挑选出
符合“庭院整洁、信誉良好、意愿强烈、技能
达标”要求的农户，让其积极参与营地产业

发展联动。

把营地变成民宿、农户的后花园
迈向共同富裕，村民实打实的好处更是
少不了。在营地之乡产业联盟的推动下，洞
桥镇凭借“营地+”
“ +营地”的创新模式，形
成了一条营地经济“共富链”。
“该模式一方面为青少年提供更真实的
农事体验场景，带动学农教育的发展；另一
方面也带动了农户增收致富，农户每接待一
名孩子，可获 40 元补助，同时村集体也有 8
元每人的补助。”显而易见的经济账大家都
会算，章月琴算了一笔账：三溪村深入和营
地合作，增加了学农和学工课程，每 10 人一
组走进农户家中，学习烧菜做饭及农耕作
业，每位农户将获得 400 元的补贴，村集体
也会收入 80 元，而主要成本是农家自有的
蔬菜瓜果和“美丽庭院”，折算成本大约 200
元，那一次的收入就是 200 元，
“ 同时，我们
村民也在推进学工、学农、学兵的齐步发展
呀”
。
章月琴介绍，为了配套少年军营地，三
溪村自 2019 年起就鼓励村民进行樱桃种
植，形成了一片樱桃采摘园。2021 年迎来了
三溪樱桃园的首次采摘，通过营地的带动、
镇村两级的积极宣传，樱桃园种植农户实现
了 20 余万元的收入。近两年的时间，三溪
村注册了 8 家民宿，通过和营地的合作，为
当地民宿带来成千上万的客人，实现了民宿
的增收。
“ 少年军营地不仅把客人带出来还
把农产品带进去，放到少年军营地进行寄
卖，实现了农户在家增收的目的。”章月琴
说，这样在营地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村集体
经济创收和全村村民的收入，使全村农户的
农副产品有了和很好的销售渠道，也带动三
溪村就业村民 200 多人。
“ 营地+农户”
“营
地+民宿”
“营地+采摘”
“营地+农产品”等多
元素的乡村元素融合，形成了一条营地经济
的“共富链”
。
“相信我们三溪村会越来越美，越来越
富裕。”章月琴说，今后村里还将加强综合管
理，注重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突出地域
特色。导入互联网销售、互联网交通、线上
营销等智慧旅游服务内容，把村民的土特产
销往全国各地。打造“灵动咽泉、韵美三溪”
的美丽山村，创建古韵新村提高三溪村知名
度，
发展乡村休闲旅游。

学习参考
着力推进更高水平城乡一体化。深入
实施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乡村
振兴战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一要推进
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加强县
城补短板强弱项，提升发展中心镇、特色小
镇，推动千年古城复兴，重塑县域活力，培育
现代化城市。
——摘自省第十五次党代会报告
全域景区化，组团协同发展，推进乡村
美丽振兴。强化区域联动。围绕“大片区发

展、大景区覆盖”，坚持美丽城乡、美丽经济、
美丽治理“新三美”联动，深入推进大龙门、
大壶源、大葛溪、大安顶等组团发展，推动一
批景村、景乡、景区串珠成链，走出一条优势
互补、共建共享的区域协同发展新路子。建
设美丽城镇。加强小城市培育，突出抓好新
登千年古城复兴、场口艺美小镇建设，巩固
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成果，培育特色产业、
塑造经典小镇。打造未来乡村。统筹“五化
十场景”，通过设计改变乡村，持续推出一批
浙派民居、杭派民居，引领村居建设新风

尚。坚持“最清洁、最有序、最生态、最美丽”
标准，全域构建乡土气息、田园风光、地域特
色、美丽宜居、富阳品牌的乡村精美画卷。
发展美丽经济。持续打响“味道山乡”特色
品牌，深化“两进两回”，大力培育一批具有
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农创客、农夫乐园等农
业经营主体，擦亮“富春山居”区域公共品
牌，壮大村集体经济，争创全国“两山”理念
转化实践示范区。
——摘自区第二次党代会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