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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峰围嶂，双水如琉。见人悠然，物悠久，鲤悠游……”
清新赤溪，生态资源得天独厚。正是立足这些禀赋，加上牙赤
等旅游通道的打通，生态旅游产业引领，赤溪走出了一条富有
特色的扶贫开发之路，其作为“全国旅游扶贫试点村”的样板
作用也逐渐显现。百尺竿头，持续放大旅游产业的拉动效应，
赤溪再发力——

杜家堡畲寨文化大观园项目，便是当下赤溪推进旅游产
业的一个新亮点。

杜家堡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康熙时期始筑，格局宏大，占
地面积两万多平方米，距今已有 400 多年的历史。堡内现保
留较为完整的传统古民居群木构建筑七座，古朴凝重的明清
风格，具有深厚的古村落文化、杜氏家族文化、建筑文化内涵
和景观资源的历史底蕴。由于年久失修，这座古堡一度荒废、
藏在深闺。

为赤溪这片生态山水及杜家堡的深厚历史文化所吸引，
一直在外创业的黄德美返乡，于今年 6 月牵头组建赤文峰民
俗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开启了百年古堡的重生之路。

据介绍，杜家堡畲寨文化大观园项目占地 200亩，计划总
投资约 2亿元，分五年三期进行开发建设。其中，项目第一期
建设杜家堡核心保护区，主要对原有的建筑和构筑物采取保
护和修缮为主，规划建设扶贫展示馆、畲族文化博物馆、国学
文化展示馆、福鼎白茶展示馆、福鼎非物质文化馆、杜家堡民
俗文化馆、名家书画展示馆等七大展示厅。通过规划和设计，
运用文化创意与产业发展相结合的经营策略，升华杜家堡传
统外貌景观的品质和特色。

目前，一期杜家堡修缮工作已进行两个多月。复原新建

的仿古门楼、修旧如旧的古堡总厅、同步在建的畲族文化表演
舞台、昔日破败不堪的古堡民居，在工匠们的精心修缮下，往
昔的辉宏与光彩正一点点恢复，有望在明年“五一”对外开
放。黄德美告诉记者，随着整体项目建成运营，这里将开启赤
溪旅游产业发展的又一片新天地，同时预计可带动村民就业
五六百人，助力扶贫开发。

杜家堡外、九鲤溪畔，蝴蝶谷、七彩农场、CS野战区、竹筏
漂流、香来瀑布、热气球、生态（峡谷）运动乐园……万博华公
司开发的旅游项目也愈加丰富精彩。动静相宜，生态休闲，让
八方游客尽享“中国养生运动第一溪”的快乐之旅。

由太姥山旅游经济开发公司牵头实施的下山溪溪谷度假区
项目，也已完成项目现场勘察，设计等前期工作正加紧推进。该
项目将开发建设下山溪至天洲溪观光步道、小溪民宿、野宿露
营、溯溪游、农事体验等旅游项目，昔日闭塞山岭将重焕生机。

同时，为进一步加强乡村旅游发展，赤溪村坚持“1+N”模
式，抓好农渔茶果竹、种养加文娱等“N”个产业来支持旅游业
发展：农业观光采摘园项目，已种植百香果 40亩，四季柚和弥
猴桃40亩，20亩草莓大棚架已搭设完毕，30亩葡萄进入整地；
生态有机茶园提升项目，已完成游览步道近 1000 米，观光亭
基座已完工，10月初完成木结构安装，400株美国红枫也顺利

“安家”，秋色迷人；投资 2000万元的赤溪旅游集散中心项目，
施工队已进场施工，完成土方回填和停车场结构层施工。

旅游产业引领，赤溪村还鼓励村民自主创业，发展特色种
养殖、农家乐、民宿等，并成立烹饪协会赤溪分会，制定相关行
业标准，通过村规民约、诚信经营规则等营造旅游发展良好环
境，农家乐、民宿业日渐红火。

10月17日是我国第三个“扶贫日”。在“中国扶贫
第一村”——福鼎赤溪，《扶贫日》纪念邮票揭幕、全国
首发。这是对30多年扶贫工作的致敬，对中国扶贫工
作辉煌成就的礼赞。赤溪村科学扶贫、精准扶贫的实
践经验，也再次引发全国聚集。

赤溪村，中国扶贫政策出台源发地，历经 32 年的
扶贫攻坚，探索出一条从“输血”到“造血”的科学扶贫、
精准扶贫之路。今年2月19日，习总书记通过人民网
视频连线赤溪村村民，关心、肯定赤溪扶贫工作，并希
望赤溪村再接再厉，在现有取得很好成绩的基础上，自
强不息，继续努力，祝愿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好！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化殷切希望为发展动力，赤溪
村根据市委、市政府的部署，根据“1+N”发展思路，在
各级党委、部门的悉心帮扶下，全力实施“提升一批基
础设施、建设一批民生项目、实施一批美丽乡村项目”
等“十六个一”典型提升项目，致力打造“畲族特色旅游
小康村”。目前，“十六个一”的 36 个项目，已完成 18
个，动工14个，正在开展前期工作4个。昔日赤溪，正
焕发着新的生机和活力！

青山环野立，双水抱村流。一片片茶园和果树绵
延在村道两侧，一幢幢四层徽派民居从街头延伸至街
尾，九鲤溪和下山溪绕村而过，溪水清洌透澈。

走进赤溪，学校、文化中心、公园、卫生所等一座
座崭新设施拔地而起，路灯、垃圾箱、指示牌、停车位，
井然有序，生活服务功能日臻完善，一派欣欣向荣的
景象。

村夜景灯光照明工程、五保幸福园改造提升工
程、溪东景观步游道、污水处理厂、自来水改造工程、
旅游集散中心、磻溪卫生院赤溪分院……一个个民
生工程相继完工，一项项“十六个一”具体项目逐步
落实。

在村中心，一幢 3 层建筑已经初见规模，这是村
委在完成“十六个一”项目基础上，根据实际需要，增
加的基础设施——村民活动中心。该中心占地面积
2650 平方米，建筑面积 1934 平方米，整合了村警务

室、综治维稳工作站、计生服务站、村劳动工作站、法
官工作室等服务窗口单位和老年活动中心等，方便群
众集中办事，提供一站式服务。

在长安新街两侧，两排四层新房已经落成，镌刻
着“全国扶贫第一村”字样的高大石碑耸立一旁。时
隔 20 年，当年的赤溪村第一批造福工程整村搬迁农
户——下山溪村22户畲族村民又一次住进了新房。

据赤溪村“第一书记”王纯华介绍，1995 年，在宁
德、福鼎、磻溪三级党委政府的支持帮助下，下山溪22
户畲族群众成为全省第一批整村搬迁造福工程的农
户，从破旧的茅草屋住进了宽敞明亮的砖瓦房，人均
住房面积也从 1984 年的 8.5 平方米提高到 21.6 平方
米，彻底告别了穷山恶水。

20 年过去了，随着这些住户家庭人口的增加，原
来的 2 层楼房居住环境已经十分拥挤。为此，在镇党
委、村两委的协调帮助下，在原址上重建新房。

新落成的院子里，有几户心急的人家已经率先搬
进了新房。“安居乐业阖家欢 人兴财旺幸福长”，一户
居民大门上贴着的春联，道出了所有住户的心声。

“坐坐坐，今年中秋节才刚搬进来，有点乱，别介
意。”一进门，村民李先如就热情招呼着。

“这比以前住的房子，敞亮多了，等过些日子，再
添点简单的家具，就像样子了。”从新房建设第一天
起，李先如就盼着早日住进新房，他也是第二个搬进
来的住户。

“一楼是店面，二楼是大厅、厨房，三楼是卧室，四
楼是阳台，门前是长街，屋后是公园，环境都快赶上城
关了。”李先如一脸幸福地带着我们参观他的新居。

从破旧的茅草屋到两层砖瓦房再到四层小洋楼，
李先如说，回顾几十年的生活，幸福来之不易，需要品
味，也要珍惜。

造福安居，兴产乐业。多年来，赤溪村通过实施
人口聚集凝内力、抢抓政策优势增动力、引进项目企
业借外力，全方位改善基础设施建设，推进美丽乡村
建设，加快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增加群众收入，把赤溪
建成群众宜居又宜业的幸福家园。

清香的白茶在加工厂生产线上包装，肥美的康鱼
时不时跃出水面……

历经十年“输血”就地帮扶、十年“换血”整村搬
迁、十年“造血”旅游扶贫的探索实践，赤溪村财收入
从负债 10 多万元到收入 32 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从
166 元到如今超过 13000 元，随着山门的不断打开，依
托旅游产业发展，村民办起农家乐、开杂货铺、养鱼、
种茶叶、植苗木……赤溪人的日子变得甘甜起来。

“今年已经跑了 10 多个省了，刚从成都回来，过
两天还要去深圳参加一次茶展，今年茶叶的销路不
错。”坐在自家门店内的茶商杜赢正侃侃而谈，3 年过
去了，当年的赤溪村首位回乡创业大学生已经褪去了
学生的青涩，取而代之的是商场打磨的干练和稳健。

2013年从广西玉林师范学院毕业的杜赢，瞅准了
商机，再加上政府的“大学生回乡创业”扶持项目，于
是，杜赢放弃在城市工作的机会，回村当起了茶商，并
创办了福鼎市赤溪茶业有限公司，这是赤溪村唯一的
茶叶加工厂。

这几年，随着赤溪的发展，杜赢的茶叶不仅找到
了新的销路，生意也越做越大。

为了拓宽销售渠道，杜赢又把生意做到外省去，
一年跑遍了全国 20 多个省会城市，频繁参加茶叶展
会，与经销商探讨深度合作事宜。2015 年，“杨赤公

路”和“太姥山-霞浦龙亭-赤溪”旅游公路建成通车，
赤溪村大力发展乡村生态休闲旅游，随着来村里景区
游玩的游客增多，杜赢的茶叶生意也水涨船高，茶叶
店月收入达2万元。

虽然茶叶生意越做越好，但杜赢并不满足现状。
今年三月，杜赢一口气投入 30 多万元，建起了 600 平
方米的厂房，添置了数台萎凋机、压饼机、烘干机等设
备，扩大了生产规模。

对于未来发展方向，杜赢充满了信心，除了销售茶
叶外，他还准备与当地的旅游政策相配合，采购微型茶
叶制造设备，让游客亲自参与采茶，晒茶，烘焙茶，压茶
饼等环节，更好的体验当地的茶文化、生态文化。

在村里的康鱼养殖塘边，村民吴伏淡一边撒饲
料，一边接客户电话，“好，好，下午我就把鱼送过去。”
有 20 年康鱼养殖经验的吴伏淡曾是一名村干部，自
从卸任之后，就承包了村里鱼塘，去年仅康鱼项目就
收入达10万元。

“去年我承包了村里 8 亩的鱼塘，投入很大，资金
十分紧张，多亏了福鼎农信社给了 10 万元的低息贷
款，助我渡过了难关，真是雪中送炭。”吴伏淡说。

赤溪村溪水清澈洁净，特别适合养殖康鱼，这样
的水质也让康鱼肉质鲜嫩，品质远胜市面上其他地方
的康鱼。吴伏淡的鱼也因此逐渐有了知名度，周边村

子办婚宴、祭祀都向他买鱼。2015 年，随着杨赤公路
通车，赤溪村的游客量激增，鲜美的康鱼成了不少游
客钟爱的伴手礼，去年以来，光是游客的销售量已经
达到4万元。

不久前，吴伏淡又学会了玩微信，通过朋友圈推
销起自己的康鱼。老吴经常拿起手机对着鱼塘拍几
张照片，甚至连他怎么喂鱼、捞鱼都拍了下来，再通过
手机发出去，朋友、客户都帮他转发，大大提高了康鱼
的知名度和销量。

除了养鱼的本职工作外，吴伏淡还在旅游公司兼
职，负责管理村里的蝴蝶园，一年也能收入 3 万元，全
家住上了宽敞的洋楼，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连日来，在赤溪村的田园里，农户们正忙着搭建
钢架大棚，准备进行实用菌香菇栽培，这片占地 10 亩
的大棚，以“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方式进行香菇试种
助农增收。

据赤溪村主任吴贻国介绍，10 亩大棚的香菇种
植按每亩 1500 根菌棒计算需投入 50 万元，合作社由
农户和乡贤组成，香菇栽培由乡贤出资农户投工投
劳。吴贻国说，今年香菇每斤 8 元，一根菌棒收入达 7
元，10亩大棚香菇增收达30万元。

除发展大棚香菇，林下种养也是该村秋冬季发展
生态农业的一大亮点，赤溪村乡源种养合作社承包利
用村里丰富的竹、林资源养殖本土鸡 3800 羽，林下栽
培落地香菇 1000条，林下种植中药材黄精 15亩，谢干
5 亩，竹林复垦 200 亩。通过生态农业项目实施，许多
赤溪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

□ 本报记者 王东东 王志凌 通讯员 蔡雪玲 蓝家喜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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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幸福福鼎》
采编室组织策划

杜家古堡杜家古堡 重获新生重获新生新亮点

新落成的步行长廊，让村民多了
个休闲好去处。

赤溪长安新街。

流动银行进村服务。

——福鼎赤溪新变

与总书记连线之后与总书记连线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