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到明年， 北京将聚力打造100
个左右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 乡风文
明、 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且具有首都
特点的乡村振兴示范村。 示范村啥样
儿？ 记者带您认识认识这些走在振兴
之路的排头兵。 在示范引领的带动下，
北京将紧扣 “大城市小农业” “大京
郊小城区” 的市情农情， 走好具有首
都特点的乡村振兴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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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艳

延庆铁炉村

曾经的泥石流易发区
要走上生态高端休闲社区之路

□本报记者 张江艳

顺义区赵全营镇北郎中村

郁金香、 风信子、 朱顶红， 各色花朵争芳斗
艳……刚刚过去的春节， 顺义区赵全营镇北郎中
村的花卉着实火了一把。 正是在这里举行的第一
届迎春花展， 吸引了大量赏花游玩的游客， 被称
为国内第一个 “花卉庙会”。

对北京人来说， 北郎中村并不陌生， 这里曾
被称为 “北京养猪第一村”。 上世纪90年代， 北
郎中村因成为北京首个实现股份合作制的村庄备
受瞩目。 近年来， 该村再次迈出大胆创新步伐，
大力发展花卉产业， 从养猪到种花美丽变身， 成
为产业融合发展、 美丽农村建设的典范。

来到村里第一站肯定是花木中心， 也就是今
年花展的举办地 。 初春时节 ， 这里正是花的海
洋。 一片花接着一片花， 一个棚连着一个棚。

北郎中村的花卉早就名声在外。 在1998年，北
郎中村花木中心以股份合作制形式组建。 据北郎
中花木中心董事长闻宝祥介绍， 花木中心从苗木
做起，又发展到时令花卉，丰富了花卉品种，2008
年奥运会时，花木中心生产草本花卉500万盆。

“用国家绿化工程带动苗木和花卉的发展，
这是我们的发展思路 。” 闻宝祥说 。 20多年来 ，
花木中心由当时的10亩地发展到现在的1000亩
（其中花卉500亩， 苗木500亩）， 总资产1.2亿元，
拥有智能化温室等设施近20万平方米。 仅蝴蝶兰
的产量已经从最初的10万株到达现在的150万株。

目前， 花木中心正大力发展蝴蝶兰种苗、 蝴
蝶兰成花、 鲜切菊等高档花卉、 园林绿化工程用
苗及观光休闲农业， 并与专业公司合作， 共同组
建智能化花卉物流配送中心，搭建网络销售平台，
打造“北郎中花卉”品牌，花木中心形成了集产品

研发、生产、繁育、示范、网络销售等于一体的产业
链条。 2018年，花木中心实现销售收入3500万元，
利润800万元 ， 成为村民就业增收的重要平台 。
据统计， 2018年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4万元。

花卉产业不仅给北郎中村带来经济效益， 也
成为 “美丽乡村” 建设的一道景观。 如今的北郎
中村， 很难与以前那个苍蝇满天飞的 “养猪村”
联系在一起。 从具有文化典故的 “四眼井”， 到
精心布置的文化街， 随处可见的“郎中文化”让北
郎中村散发出隽永的文化底蕴。 在生态环境改造
中， 除了花卉产业建设， 同时对环村路周围片林
进行整理改造， 目前村内绿化苗木及平原造林已
达2500亩， 成为名副其实的 “花园” 村庄。

让村民更欢喜的是硬件设施的改善。 村民点
赞最多的就是中水循环系统的建设以及电取暖设
备的普及 ， 家家户户不为吃水和取暖发愁 。 此
外， 为了方便村民生活， 村里增设了停车场、 修
建村民公园、 增加健身休闲设施， 完善提升了村
文体活动中心、 太阳能大众浴池、 老年驿站、 医
疗站、 便民市场、 公厕、 幼儿园等各项公益服务
设施的建设。

谈到 “美丽乡村” 建设， 北郎中村党支部书
记闻宝恒表示， 通过产业融合和乡村建设， 要不
遗余力地让北郎中村更加生态宜居， 让村民享受
城市化的社会服务， 过上更好的生活。

从养猪到种花
北郎中村变身“花之海”

这个小山村， 曾经是泥石流易发区， 穷的时
候， 村里的汉子娶不上本地媳妇， 如今， 家家住
上了城里人都羡慕的 “水岸别墅”。 经过三年时
间五期的建设， 一个全新的铁炉村呈现在世人面
前。 眼下， 全村人齐心把铁炉打造成高端休闲娱
乐的新社区， 已经铆足了劲儿。

这不， 开春了暖和了， 村民宋小清正准备在
门前小院儿种上喜爱的花草， 迎接一年当中小院
儿最美的季节。 走进宋小清的家， 早已 “春暖花
开”， 各种绿植、 花草装饰着温馨的家。 一幅幅
剪纸画是她家最亮眼的装饰， 原来宋小清是村里
出了名的 “巧手媳妇”。 打小儿爱好剪纸的她不
但自己的作品获了不少奖， 如今还带领村里的媳
妇们学习剪纸， 践行传统文化。 “过去我们这些
媳妇可没这闲工夫， 家家都忙着农活儿挣钱糊口
呢。” 从赤城嫁过来的宋小清说， 地理位置偏僻
的铁炉当年可是个穷村， 村里好多都是外地嫁过
来的媳妇， 做梦也没想到能过上这么好的日子，
城里人来了都羡慕得不得了。

眼下，气温比城区低的延庆区还在供暖期间，
站在宋小清家的地板上， 一股股暖流从脚底窜到
小腿肚……记者了解到，这个偏僻的小山村，在环
保新能源方面走在了潮流之先， 铁炉村是北京市
首例实现地源热泵集体供暖的村庄。 村党支部副
书记韩河介绍，目前，铁炉村建有两个热泵机房，
分为北区和南区。 每个区的热泵机房负责供应110
余户村民家庭的供暖任务。 两台压缩机及进水出
水的管道， 控制面板上显示着循环出水温度33.
7℃。 “自从村里用上清洁新能源， 村民家里干
净暖和了， 村里的环境也好了， 对大气的污染也

少了很多。 一个采暖季下来， 户均烧煤3至5吨。
据测算， 可减少碳排放1000余吨。” 韩河介绍。

整治河道、 清理小流域、 修建300米护村坝、
铺设全村路面、 修建停车场上百处， 村内外绿化
美化……新村建成后， 村里大小工程不断。 为了
让村民在家门口挣到钱， 村两委班子决定村里的
工程不外包， 都给村民干。 几年下来， 村民当初
建房花的钱又都挣了回来。

房子盖好了， 村庄的功能完善了， 带着村民
搞产业是大事儿。 韩河副书记介绍， 铁炉村有着
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 文化底蕴深厚。 据考证，
村内有辽代冶铁遗址及大量炼铁炉渣， 铁炉村因
此而得名。 “我们村在抗日战争时期是昌延联合
县政府后七村之一， 是兵家必争之地， 也是平北
地区最早的军地两用干部培训场所， 当时叫干训
所， 还有修械所， 遗址尚存， 是开展爱国主义和
革命传统教育的好去处。”

在推动美丽乡村建设进程中， 村两委班子把
发展旅游业作为了新村规划的方向， 连续三年组
织村里有意愿开民俗旅游的村民去外地学习经
验， 为发展民俗旅游创造条件、 奠定基础。 为大
力发展旅游观光休闲产业， 积极修建景观水面，
开展水上活动项目； 在大秦铁路沿线建设铁路文
化体验项目； 借助双秀峰景区、 炮楼遗址以及辽
代冶铁遗址等资源发展风景旅游区域……一个高
端休闲娱乐的新社区正在加快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