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一段时间，65 岁的茅锦昌
遇到了一件“烦心事”——时不时会
有“不速之客”到他家附近参观游
览。“前两天，有十几个外国人突然

‘闯’到我家的黄杨园，又是跟黄杨
树合影，又是盯着我家房子一顿猛
拍，还真有点被‘吓’到！”茅锦昌笑
着说。这样“不请自来”的人还有不
少，就连隔壁村镇的一些村民，也喜
欢在吃完晚饭后往茅锦昌家这边走
走。“女儿说，我们家都快成‘网红’
景点了。”

老茅家之所以变得如此受欢
迎，全因乡村振兴带来的红利。他
家住在崇明大港公路北跃进河路
路口附近，正位于崇明港沿镇园艺
村市级乡村振兴示范村创建核心
区。去年，园艺村入围上海首批乡
村振兴示范村名单。如今，园艺村
通过整治人居环境、修复河道生
态、重塑农宅风貌、发展以“黄杨”
为主题的文旅产业，已完成 1 平方
公里核心区建设，村里有“颜值”又
有“内涵”，一幅“白墙青瓦坡屋顶，
林水相依满庭芳”的崇明村居图实
现完美蜕变。

园 艺 村 ，真 是 取 了 个 好 名 字
——不止本村人这么说，甚至是外
来的游客也都这么说。这个村子就
是为“园艺”而生的。

园艺村隶属崇明港沿镇，原属
合兴乡，村集体经济收入主要以花

卉、果树种植为主，早在 20 世纪 30 年
代就出现了负有盛名的“施家花厢”水
仙花，销往全国各地，还远销南洋。

1958年，合兴园艺场正式成立，开
始种植瓜子黄杨并探索造型技术。《上
海园林志》记载，1965年以园艺场为中
心的合兴公社有苗圃 1 个、花卉种植
面 积 300 亩 ，此 后 种 植 面 积 不 断 扩
大。凭借悠久的产业历史、较大的规
模效应和厚实的群众基础，园艺村的
花卉苗木产业在全国具有一定影响
力，也成为造型瓜子黄杨的重要原产
地，被誉为“瓜子黄杨之乡”。

2004年，园艺场与大港村合并，正
式更名为园艺村。21 世纪初，由于苏
浙沪地区加快城市绿化等基础设施建
设以及观赏苗木市场的兴起，园艺村
的瓜子黄杨日益畅销，村民们大面积
种植瓜子黄杨树，并在原有造型风格
基础之上融入江苏如皋地区的造型风
格，形成独有的“崇派”造型风格。

目 前 ，全 村 近 800 户 村 民 中 ，有
675 户种植黄杨，种植规模达到 1000
多亩，10 年以上树龄的黄杨约 2 万株，
树龄最长的超过 200 年。每年，众多
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都会慕名到村里
购买黄杨树，全村造型黄杨 2018 年销
售收入达 4000万元。

茅锦昌家种有约 3 亩的黄杨树，
和村里很多人一样，售卖黄杨是老茅
一家的主要经济来源。茅锦昌与黄杨
树已打了近 40 年交道，如今退休在家

的他终日窝在黄杨园里，除草、施肥、
修剪枝叶，呵护着“孩子们”茁壮成
长。因为园内的黄杨树都是从一棵
老树上繁衍而来，茅锦昌还给自家黄
杨园取了一个充满温情的名字：子孙
满堂园。

记者了解到，园艺村虽因黄杨而
声名远播，但其黄杨营销一直是“各
卖各家”式的，难以形成品牌效应。
同时，销售方式多以“守株待兔”或

“提篮叫卖”为主。以前，前去采购的
商贩往往把园艺村当作一个“材料基
地”，购买之后挂上自家产地的标签，
再进入市场销售。于是，崇明黄杨有
的变成了如皋黄杨，有的变成了东北
黄杨。近来，借着乡村振兴示范村建
设的东风，村里的黄杨产业也“老树
发新枝”，有了新变化。

怎么让村里的黄杨产业变“单打
独斗”为“抱团协作”？港沿镇组建成
立了黄杨协会，协助组织技术指导、
品牌培育、市场开拓等工作，已累计
吸纳园艺村及周边黄杨种植户 530多
人成为会员。协会成立后，多次邀请
本市及外省市黄杨造型专家前来授
课，提升种植户造型水平。同时，港
沿镇邀请园艺村造型黄杨“土专家”
参与编制黄杨造型技术规程，开设

“黄杨课堂”，定期为种植户授课，让
“ 崇 派 ”黄 杨 造 型 技 艺 得 到 更 好 传
承。去年以来，园艺村还探索“农户+
合作社+基地”的多元种植经营模式，
先后成立 7 家苗木种植专业合作社，
有效带动黄杨产业规模发展。为了
推进“崇明黄杨”品牌化建设，目前港
沿镇已注册崇明岛黄杨商标，并申请

崇明黄杨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此外，港沿镇还搭建黄杨交易线

上线下平台，让黄杨交易变“提篮叫
卖”为“双向对接”。线上通过搭建黄
杨交易平台、启用“最美园艺黄杨”微
信公众号，开展技术交流、盆景展示、
专业销售等，推动供需双方有效对接，
改变过往农户“提篮叫卖”的低端销售
模式；线下组织种植户参加盆景、园林
展销会，对接全国各大苗木交易平台，
及时掌握造型黄杨市场变化趋势。今
年以来，园艺村开通了线上交易平台，
己促成交易订单 25起，累计销售额 30
多万元。

在茅锦昌的黄杨园里，记者留意
到，有多棵树上都挂有二维码牌。一
问之下，原来这是镇上为便于客商第
一时间了解黄杨详情，专门为园艺村
待售黄杨树统一制作的二维码牌。记
者试着扫了其中一棵黄杨的二维码，
手机上立刻显示出这棵树的照片、高
度、树龄、参考价格、主人及联系电话
等信息。“有了这个二维码牌，商贩们
看中哪家的树，不用四处打听就能方
便联系上主人，也能第一时间对树况
进行了解。”茅锦昌说。

“崇明黄杨相比其他地方的黄杨
树，特别之处在于很有年份感，树形比
较适合做盆景。”上海植物园盆景艺术
专家赵伟认为，园艺村拥有很好的黄
杨资源，若能挖掘崇明黄杨的艺术内
涵，进一步提升其附加值，将产生更高
的经济价值，村民们也能从中受益更
多。

为了进一步拓宽园艺村黄杨产业
发展之路，港沿镇聘请中国花卉协会
盆景分会会长施勇如等 8 位专家为园
艺村黄杨专家团成员，定期到村开展
造型盆景指导；此外，还与日本盆景师
小林国雄合作，建立“艺园”盆景工作
室，带动全村园艺盆景技艺的提升。

以“黄杨”为主题的乡村旅游将是
园艺村全力打造的又一项支柱产业。
从大港公路进入，一条慢行步道“大地
艺术环”串联起黄杨驿站、紫藤水居、
黄杨课堂等景致，一旁的赵公堤、砖瓦
艺术园古色古香；经过生态治理的大
港公路东沟、跃进河清澈见底，辅以木
栈道、亲水平台，形成了一个“园在村
中、宅在园中”的全域园艺公园。

一座由闲置农宅改建而成的黄杨
馆也已落成。黄杨馆对园艺村历史、
黄杨文化和造型技艺进行了多角度展
示，为来访者提供了一个最清晰的“园
艺印象”。目前，港沿镇还在努力盘活
园艺村的闲置宅基地等“沉睡资源”，
引入旅游公司与村集体、村民合作，打
造黄杨主题民宿，带动村民就业，实现
村民致富增收。

与兴旺的黄杨产业相比，园艺
村的村容村貌一直是“短板”，环境
底子并不算好。这一年来，园艺村

“变壮”的同时，也“变美”了。
茅锦昌对记者细数过去一年他

家及周边的喜人变化：家里的房子
全部粉刷一新，白墙青瓦，辅以极富
乡村气息的墙画、竹篱笆；家门口的
跃进河通过生态治理，河水更清澈、
河坡更漂亮、河岸更整洁，河道两侧
还新建了亲水平台；家门口的出行
道路以柏油替代水泥重新铺筑，并
增添路灯，出行更便捷。“女儿平时
在上海市区工作，最近每次回来，都
夸村里环境变好了，像是搬进了新
家。”

去年 6 月下旬，一场由村委会
发起的区域环境整治行动在园艺村
展开。村域被划分成几个片区，村
里采取“逐一击破”的方式推进环境
治理。柴草乱堆、农具乱放、三棚破
损不修等问题，都是此次区域环境
治理行动的重点整治对象。

实行环境整治，必然会动到村
民“利益”。村民们虽有不情愿，但
大多数还是主动参与清理自家宅
院。“做生意看门面，大家都希望给
客户们留下好印象，正所谓‘村庄净
又美，远近客商来’嘛！”园艺村党支
部副书记黄爱兰说。

崇明区政府负责人告诉记者，
崇明的乡村振兴不是“工程振兴”，
不在于开展了多少工程项目，而是
要尊重自然生态，把握乡村定位，让
乡村更像乡村，体现田园野趣，重塑
乡村价值，打造自然生态之美、绿色
生产之美、宜居环境之美、乡风文明
之美、生活幸福之美。园艺村的河
道治理，就是一个例子——如今园
艺村的河道不止清澈，还会“呼吸”。

位于村核心区域的大港公路东
沟目前正试点开展河道生态修复。
在疏通水体、改良底质的基础上，通
过种植沉水植物吸收氮磷等，提升
水体透明度；通过种植挺水植物，净
化水质、固牢河坡；通过种植莲花等
浮水植物点缀河道景观，由此构成
了一个水生植物群落。另外，村里
还通过投放贝类、螺类、鱼虾等水生
动物构建完整的生态系统，强化水
体自净功能。

记者了解到，继园艺村后，崇明
港西镇北双村、三星镇新安村、庙镇
永乐村已入围 2019 年度上海市乡
村振兴示范村建设计划。另外，从
去年下半年起，崇明启动了区级乡
村振兴示范村建设。目前，全区已
累计启动推进 19 个市、区级乡村振
兴示范村建设。

这个黄杨村提了“颜值”更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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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园艺而生的村子

文/ 朱竞华 茅冠隽

港沿镇园艺村通过整治人居环境、修复河道生态、重塑农宅风貌、发展以“黄杨”为主题的文旅产业，已完成1平方公里核心区建设，村里有“颜值”
又有“内涵”，一幅“白墙青瓦坡屋顶，林水相依满庭芳”的崇明村居图实现完美蜕变。

黄杨产业“老树发新枝”

挖掘黄杨产业附加值

变“壮”的同时更要变“美”

▲园艺村村民茅锦昌（右一）检查黄杨长势 茅冠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