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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雪 本报记者 刘大泳

漂亮的城，喧闹的市，扑面而来的是浓浓的烟火
气。在商贩盈盈的笑脸和百姓的欢声笑语中，桦南县

“夜市经济”持续火爆，县城的别样魅力在舌尖绽放。
夜色降临，在桦南县文化旅游广场，街巷人家的烟火

气、浓浓的地域文化，正在逐渐重塑桦南市民的夜生活。
彩虹大滑梯、凌空飞机、海洋球、网红照相墙……

众多的娱乐项目，不仅让孩子们玩得开心，也吸引了许
多大人参与其中，体会到久违的童年快乐。

走进美食区域，100多家餐饮摊位争奇斗艳，各地
美食应有尽有。滋滋冒油的烤串，蒜香味十足的生蚝，
香气弥漫的鱿鱼，让人忍不住掏腰包。花个二三十元
钱，既能吃好又能吃饱，市民品味着美食，哼着小曲卸
下了一天的疲惫。

随着音乐响起，桦南县雪花演艺广场上，各网络直
播纷纷登场，开启了一场音乐狂欢派对，现场歌声阵阵
掌声不绝。美食加演艺，让在场的观众视觉味觉有了
双重享受。

据了解，桦南县旅游文化广场“以政府为引导，社
会群体参与”，经过深挖地域文化内涵，引入体验式、娱
乐式、互动式等多元业态，促进夜间经济蓬勃发展。

为了提高城市的竞争力和吸引力、拓展游客的消费
空间、拉动经济快速增长，桦南县商务局积极扶持夜间消费
市场，加快搭建夜间消费平台，丰富文明城市的内涵和魅
力，给“以城留人”创造基础条件，让城市的夜晚“亮”起来、让
人气“聚”起来、让商市“火”起来、让财气“旺”起来。

夜晚街头餐饮摊点。

广场之夜“亮”经济

本报讯（杨雪 记者刘大泳）近日，桦南
县集中开展转作风提能力“行走桦南、丈量
文明”专项行动启动仪式，推动能力作风建
设工作走深走实，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
创建成果。

启动仪式结束后，县处级领导、各创城
责任部门、各志愿服务队纷纷深入包保小
区、包保路段和创城点位，开展徒步巡查活
动。

以“脚步”丈量文明，用“行走”见证创
建。县级领导带头到包保小区、包保路段
徒步巡查，对日常管理薄弱区域、重点区域

进行拉网式排查、整治，切实帮助解决创城
工作中的实际问题，一步一个脚印，将创城
落到实处。

各创城责任部门下沉一线，深入创城
点位，查缺补漏、全面对标。市场监督管理
局深入家乐购超市，对公益广告、消防设
施、投诉机制、食品安全等设置进行了实地
察看。房产局到百盛、福顺等小区实地察
看环境卫生、小区绿化、活动广场和垃圾中
转站等场所设施。卫生健康局到县中医医
院对学雷锋志愿服务站、母婴室、无障碍设
施等建设情况进行察看。各创城责任部门

将发现的问题逐一向负责人面对面指出，
并要求即刻整改，落实到位。

各志愿服务队组织志愿者们身穿红马
甲，带着铁锹、扫帚、垃圾袋等工具，深入所
包保小区、路段，清扫垃圾杂物和小广告，
确保小区无卫生死角，公共设施及院内干
净整洁，为广大居民营造一个干净整洁、优
美舒适、文明和谐的人居环境。同时，全县
各乡镇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志愿者们同步
启动志愿服务活动，集中清理主次干道、集
贸市场、沟渠等地的积存垃圾，营造整洁、
舒畅的出行环境。

“行走桦南 丈量文明”活动启动

本报讯（杨雪 记者刘大泳）为构建凉亭议事平台，
延伸社区网格触角，搭建起与居民群众的连心桥，桦南
县前进社区、奥林社区开展“凉亭夜话”活动。利用茶
余饭后时间，围绕社区治理、城市建设等民生问题，向
居民们征求意见，列出问题清单，打通服务群众“最后
一公里”。

“小区空地能否加些健身器材？”
“去年修了供热管线后很多路面修补不平，能不能

也把路面修一修，压上沥青？”
“院子里就这一个凉亭，老年人多，能不能再建个

凉亭？凉亭里要是有个灯就更好了。”
在“凉亭夜话”现场，居民们你一言我一语，对社区内

发生的大事小情提问题、谈想法，面对社区改造、道路修
理等多方面话题，大家沟通探讨；针对居民提出的问题，
社区网格员逐个做好记录，然后分类整理，协调上报。

在征求意见后，网格员们向居民们发放了创城宣传
手册、疫情防控宣传政策等资料，重点围绕文明行为、文
明小区创建、疫情防控宣传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宣传。

小区网格是社会治理中最基本的单元，是面向居
民群众的最前沿。“凉亭夜话”，意在探索矛盾纠纷调解
前移的创新方式，社区干部与居民面对面交流，让居民人
人拥有“麦克风”，畅所欲言，化单向传递为双向交流，实
现观念有提升、作风有转变、问题有解决、群众有感知。

社区居民在凉亭里交流。

“凉亭夜话”解民忧

□杨雪 本报记者 刘大泳

近年来，桦南县农业农村局坚持以科技为
先导，以农民为主体，依托当地的地缘优势、资
源优势发展适合当地种植的特色作物、经济作
物，在全县农村地区广泛开展“菜园经济”示范
村创建活动。目前全县12个乡镇全部落实“菜
园经济”，实现 192个行政村全覆盖，重点创建

“菜园经济”示范村12个，打造“菜园经济”精品
示范街12条。

桦南县梨树乡为谋划“菜园经济”发展方
向，发动50余农户，统一选种、统一种植，统一
围栅栏、统一挂标牌，示范种植东北油豆角等
30亩以上，结合各村庭院基础设施条件，以科
技服务为支撑，推广应用优质品种，推行绿色、
有机种养标准，提升产品质量，打造绿色、有机、
高端农产品。

驼腰子镇鼓励农民把闲置的庭院充分利用
起来，发展各类蔬菜种植，不仅绿化了乡村生态
环境，更为农民增收开辟了新途径。驼腰子镇
金山村创新“党建+产业+农户”的模式，发展错
峰种植黏玉米，鼓励农户抛撒有机肥代替化肥，
既带来经济效益，更带来了生态效益。

石头河子镇着重在菜园中推广绿色有机东
北油豆角种植栽培技术，发展红辣椒、黏玉米、
果树、花卉等多种经济作物种植，落实菜园种植
户 1565户。打造“闻得到鸟语花香、吃得到放
心食品、赚得到绿色经济”的全新模式。

小菜园打“有机”牌

本报讯（杨雪 记者刘大泳）近日，桦南县闫
家镇组织开展辣椒产业项目拉练观摩活动，引
导各行政村在现场比拼中相互学习，共同提高，
为实现产业兴旺奋斗目标再加压力，再鼓干劲。

“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此次拉练观摩活
动由镇党委书记带队，带领各村产业项目发展
负责人分别深入丰基村、北安村、大张家村、公
平村辣椒种植基地进行现场观摩。大家一路
走、一路看，一路思、一路学，详细了解辣椒产业
项目发展、田间管理和预估收益情况，并针对管
理防治病虫害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因地制宜研
究个性化解决办法。

活动结束后，组织召开了辣椒产业发展座
谈会，对拉练观摩结果进行深入点评，并针对产
业项目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进行深入
交流，为后续扩大项目发展规模、辐射带动更多
脱贫户就业增收奠定坚实基础。

闫家镇
观摩研究辣椒产业

本报讯（杨雪 记者刘大泳）近日，桦南县孟
家岗镇第一届“振兴杯”篮球邀请赛在楼山村火
热开场。

此次邀请赛由黑龙江省纪委监委驻孟家岗
镇楼山村工作队承办，孟家岗镇26个党支部、2
个驻扎部队及2个特邀企业热情参赛，200多名
运动员组成 19支队伍展开了为期 5天的角逐，
历经29场激烈对决。

本次“振兴杯”篮球邀请赛，为孟家岗镇群
众提供了一个交流合作的平台，展现了孟家岗
镇人民群众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激发了广大
干部干事创业的昂扬斗志，实现了比赛成绩和
精神文明双丰收。

孟家岗
篮球赛火热开场

本报讯（杨雪 记者刘大泳）近日，佳木斯市
中医院妇科、儿科、口腔科等5名专家来桦南县
进行义诊。

这次义诊活动，是桦南县社工站在县民政
局和城市社区党工委的支持下，联合富强社区
共同举行的。

居民们在微信群内报名，义诊现场为居民
发放体检号牌，前来体检的居民秩序井然。专
家们为居民做了中医诊脉、测血压、测血糖、骨
科诊断（推拿）、康复指导及保健养生知识分
享、口腔疾病诊断，还做了儿童免费口腔疾病检
查和适龄儿童窝沟封闭等项目。

此次义诊活动为期一天，共为辖区 125名
老人进行了免费体检，为22名适龄儿童进行了
免费口腔检查和窝沟封闭。

中医义诊进社区

桦南 强县富民握紧紫色黄金

2021 年，桦南县举办了首届“中
国·桦南紫苏节”，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和
企业为桦南紫苏产业发展把脉定向，深
入挖掘了“药食同源”的紫苏文化，推动
紫苏产业融合发展，进一步提升了桦南
紫苏的品牌知名度和产地影响力，吸引
数家企业成功签约。

“我觉得我们的春天来了，20年的
发展，都没有这 3年有成效，桦南的中
药材产业前景十分可观。”在当地从事
中药材产业 20 余年的辛会亮十分感
慨。

当地久仙草中药材种植示范基地
的工作人员也纷纷表示：“种紫苏我们
积极性很高，见效快，行情也越来越看
好。政府办紫苏节，办到了我们心坎
里，我们愿意为家乡紫苏代言。”

桦南县委书记徐永刚向记者介绍，
紫苏种植已经成为桦南种植结构调整
的当家品种,10万亩的紫苏种植基地已

经成为桦南百姓发家致富的“聚宝盆”，
紫苏也无愧为助推龙江县域经济发展
的“紫色黄金”。桦南县也将坚持“一主
多元，富民强县”特色经济发展思路，以

“紫苏经济”发动桦南发展“新引擎”，以
紫苏产业重点突破带动其他产业整体
提升，全力构建特色经济高质量发展新
格局。

据了解，今年 8月 23日，第二届桦
南紫苏节将如期开展，桦南紫苏产业
即将迎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桦南人相信，只要依托资源优势，持
续发力，坚持中药材产业“六强化六
抓”的发展路线，加快建设以紫苏为
主的中药材种植、加工、旅游全产业
链深度融合发展，把以紫苏为主的中
药材产业培育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新增长点，“让桦南紫苏飘香世
界，让世界爱上桦南紫苏”的愿景定
会在不远的将来实现。

办起紫苏节 加快融合发展

□王振宇 纪世强
本报记者 刘大泳

“风景如‘桦’应如是，美赛江
南正此时”。桦南县地处长白山
余脉之侧、三江灌流之地，森林广
袤、土地肥沃，幅员面积4417.9平
方公里。桦南县位于北纬45度，
这里有世界稀有的黄金黑土带，
优越的自然环境也为桦南发展现
代农业经济、推动新时代乡村振
兴战略奠定了坚实基础。紫苏，
因其优越的食用药用价值和显著
的经济效益，近年来成为桦南县
推动农业现代化、实现强县富民
目标的重要抓手和产业引擎。

在桦南，紫苏种植的历史可
以上溯至上世纪五十年代。1953
年，当地民众就已经在房前屋后
零星栽种紫苏，作为日常饮食的
重要补充。但那时的紫苏种植，
仅仅是满足农户自家的食用需
求，并未形成规模化产业。

改革开放后，驼腰子镇新合
村开始有组织地栽种紫苏，开启
了桦南大面积种植紫苏的先
河。凭借优越的自然环境和有
力的政策支持，桦南县的紫苏产
业逐步由少变多、由弱到强，一
跃成为当地发展速度最快、最具
经济价值与社会效益的品牌产
业，也为桦南县赢得了“中国紫
苏之乡”的美名。

如今，成片的紫苏种植园基
地如雨后春笋般在三江汇聚的肥
沃平原上拔地而起。桦南县的紫
苏种植面积多年保持在 10 万亩
以上，年产量 8000余吨，始终位
居全省第一，形成了完善的种植
体系。桦南县同东北农大、江南
大学、修正药业、多多药业等科
研院校和企业有着深度的合作，
使桦南成为全省紫苏产业大县、
全省集中种植面积最大的紫苏
种植基地、全省最大的紫苏产品
供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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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看到我的可观收益后，都
开始种植紫苏了。”

高玉财是桦南县玉财紫苏专业种
植合作社的理事长，他从 2007年开始
从事紫苏种植，如今合作社种植的紫苏
每亩纯收入已达700元，越来越多的桦
南人通过小小紫苏走上了致富路。

走进桦南县驼腰子镇紫苏种植基
地，一望无际的紫苏连片种植、随风摇
曳。时值农忙时节，农户们正在悉心培
育逐渐成熟的片片紫苏。

桦南县驼腰子镇上华村村委委员
滕范江，从小面积种植开始算起，已经
从事紫苏种植行业 10余年，对于紫苏
的经济效益，他直言是“种植玉米、大豆
的两倍”。

据了解，桦南紫苏之所以能够拥有
如此好的经济价值，一方面离不开紫苏
首屈一指的品质功效。紫苏是国家首
批药食两用植物，在降脂降压、解毒护
肝、改善记忆等方面有着良好的功效，
更享有着“植物脑黄金”和“陆地上的深
海鱼油”等美誉；另一方面，桦南县优渥

的自然条件，使得桦南紫苏有着全国第
一的α -亚麻酸含量，这使得桦南紫苏
拥有强劲的市场竞争力。

产业集聚、政策先行，桦南紫苏产业
的蓬勃发展与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与大
力扶持密不可分。据了解，桦南县政府
科学谋划、集中统筹，将紫苏产业发展作
为全县重点突破性工作，有力推动紫苏
产业发展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落实。

在短短 10余年间，桦南县成立了
紫苏产业发展协会和紫苏品种研究所，
为全县紫苏产业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同时建立了紫苏种植示范园、紫苏产业
园、紫苏科技园，形成了种植、加工、研
发完整的产业链条，推出桦南紫苏油系
列产品和紫苏代餐粉、紫苏化妆品等
10个系列 120余种产品，远销国内外，
形成良好的市场反响。

桦南县还创新形成“龙头企业+高
校+基地”“企业+合作社+农户”“保
底+分红”等多种利益联结方式，让紫
苏种植户年均增收 2.5万元，为产业发
展助力。

从作物到产业 产品成规模

紫苏种
植试验示范
基地。

紫苏月饼生产现场。

大叶紫苏。

紫苏深加工产业项目奠基仪式。

紫苏种植示范园。

农家小菜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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