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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望慧的微信名字叫「玫瑰姐
姐」。當香港文匯報記者問她名字由
來時，她開心地笑了。「現在種植玫
瑰的村子多了，有些老百姓不曉得我
姓啥子，老的小的都喊我『玫瑰姐

姐』。」和「金山玫瑰」一樣，陳望慧把「玫瑰姐
姐」也註冊成了品牌。

陳望慧很忙，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前，剛接待
了文旅融合及文旅扶貧專題採訪報

道團，而前一天則一直在拍攝
央視的公益廣告。她希望

能通過這些採訪，讓更
多 人 知 道 「 金 山 玫

瑰」。
曾有人說，「玫

瑰姐姐」用「瘋
子 」 的 想 法 、
「 傻 子 」 的 做
法，成就了小金
縣從無到有的玫

瑰產業，如今小金已成為全世界海
拔最高、花期最長，國內面積最大
的大馬士革玫瑰種植基地。陳望慧
笑言，去年的全國脫貧攻堅先進事
跡報告會上，大家都對「瘋子」
「傻子」的說法印象很深，說只有
這樣才能把脫貧攻堅工作做得實實
在在。

如今，最讓陳望慧感到自豪的
是「用一朵玫瑰花，致富了千萬
家」。更讓她高興的是，種植玫
瑰不僅是扶貧，更是扶志：通過
努力，年年增收的村民找回了自
信，再沒有「等靠要」的想法，
想的是怎麼把玫瑰種得更多更
好。「這幾天我到村裏去，大家
都要求給玫瑰編點歌舞，明年開
個玫瑰節，他們要唱歌跳舞，來
表達對國家好政策的感謝和脫貧
致富後的自信喜悅。」

「瘋子」想法 「傻子」做法

■■玫瑰純露玫瑰純露、、玫瑰精油等產品皆為就玫瑰精油等產品皆為就
地加工地加工。。 香港文匯報記者向芸香港文匯報記者向芸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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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征萬里險，最憶夾金山。」

位於夾金山北麓的四川阿壩州小金

縣達維鎮，曾見證過長征時紅軍

一、四方面軍的勝利會師，而現在

則見證了一場脫貧致富的新蛻變。

2011年，為解決野豬拱糧食的問

題，時任小金縣達維鎮冒水村村

主任陳望慧將目光投向玫瑰種

植。如今，高原玫瑰已成為當地

老百姓的「致富花」。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向芸 四川阿壩羌族自治州報道

收
官
故
事

脫
貧
攻
堅

香港文匯報記者來到距離小金縣城
約15公里的新橋鄉共和村時，田銀玖
正在家裏等着老伴兒回來一起吃飯。
田銀玖老兩口原先住在高山上，以
種胡豆、豌豆、麥子為生，2014年被

確定為貧困戶時年人均純收入只有不到2,200
元。2017年，他們易地搬遷，住進了100平
方米的新房。
說起種植玫瑰，66歲的田銀玖笑了。「當
時的老村長讓我們種玫瑰，我們還是有點不
相信，也不曉得一年究竟有幾多錢。」雖然
不相信，但田銀玖還是把花苗種下了，誰知

第二年賣花就收入2,000多元，第三年達到2
萬多元。
「看到玫瑰花真能換來錢，大家心就落
了，我們更加用心地經由（四川話，意為照
顧），第四年收入5萬，去年有7萬。」田銀
玖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他們一共種了6畝
約1,500株玫瑰，今年採摘時請了4個人來幫
忙，共摘了1.1萬多斤，前幾天剛拿到7.3萬
多元的收購款。「收入好了，生活也一天比
一天好，孫孫要讀書，還給他存了點錢。」
「玫瑰種植投入少、見效快，每株種苗國

家補貼6.4元，農戶只出1.6元，種下後很多

年不用更換玫瑰苗。」新橋鄉共和村第一書
記楊小勇說，過去老百姓種豌豆、土豆等，
每畝地收入可能就幾百元，現在種玫瑰，每
畝能收入8,000元到1萬元。「種得特別好
的，每畝能收入1.8萬元，2017年村裏的貧
困戶已經全部脫貧。」
如今，共和村已種植玫瑰800畝，今年全
村種植玫瑰收入了180多萬元。同時，依託
浙川東西部扶貧協作項目，共和村新建了100
畝的玫瑰園區，通過統一組織經營、農旅結
合的新模式，既幫助貧困戶脫貧，又壯大農
村集體經濟精準扶貧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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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各個村種植的玫瑰花進入盛花期，2016年起擔
任冒水村村支部書記的陳望慧，開始在玫瑰精深加工上
動心思：僅僅停留在原材料或初加工階段，難以把玫瑰
產業做大，而把玫瑰運到省外加工，成本又太高。
為延伸產業鏈，2017年，她拿出所有積蓄，賣掉城

裏的房子和商舖，並向朋友籌措和銀行貸款，最終投
入3,000多萬元，建成了4,000多平方米的玫瑰精深加
工廠房，玫瑰精油、玫瑰花冠茶、玫瑰露、玫瑰醬等
產品實現就地加工。
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和雨季災情，讓陳望慧壓力倍

增，也開始探索更多發展路徑。「原本出口的玫瑰純
露、玫瑰精油、玫瑰花茶等產品全部被退單，當時我
是真傻了。要是玫瑰花變不成錢，我用什麼付給老百
姓。」

貨款如期發 心頭釋重負
心裏一急，陳望慧病倒了，但想到鄉親們，她逼自己

堅強起來。通過「川妹帶川貨」「縣長帶貨」和進
商超等線上線下銷售平台，開拓國內市場、建立
零售渠道。同時，她還找專家和高校合作，開

發如化妝品等更多玫瑰高端產品。「我們已經有15種
『金山玫瑰』系列產品，還在研發升級版產品。將原材
料生產成產品，產業附加值也得到提升。」
11月17日，陳望慧來到小金縣新橋鄉發放今年的玫

瑰花收購款，看到如期拿到錢的老百姓露出笑臉，她
終於鬆了一口氣。「後面還有幾個大訂單，目前估算
今年的產值有望達到2,000萬元左右。」
去年獲得「全國脫貧攻堅先進個人」榮譽稱號後，

陳望慧一直在思考如何將玫瑰致富的路走得更寬廣，
今年有了新進展：把玫瑰花田和旅遊結合起來。「縣
上出台了全域旅遊方案、修了高山玫瑰博覽園，遊客
不僅可以體驗玫瑰的生長、採摘、加工，還可以帶走
各種玫瑰產品。文旅結合，讓一二三產業融合，這是
我們正在做的事。」

小金縣──這個有着藏羌回
漢等各族群眾8.2萬餘人

的縣城，曾是國家級貧困縣和
阿壩州貧困村最多的貧困縣。
而陳望慧所在的冒水村，就是
88個貧困村中的一個。這裏山
高坡陡、土壤貧瘠、資源匱
乏，村民們以種土豆、豌豆、
小麥等傳統農作物為生，不僅
收入微薄，而且辛苦種植的糧
食，還經常被野豬糟蹋，日子
過得捉襟見肘。

野豬毀莊稼 反因禍得福
然而，野豬受保護不能打，莊
稼被毀壞沒收成。2011年的一
天，陳望慧和村民又到地裏察看
被野豬拱壞的莊稼時，無意發現
地邊一株野生玫瑰完好無損。
小金縣野地裏一直生長有玫
瑰，「當時我也沒多想，就覺
得玫瑰全身都是刺，要是野豬
不拱的話，能不能用玫瑰代替
傳統的糧食種植？」有了這個
想法，陳望慧一晚上沒睡着。
第二天她請朋友上網一查，發
現玫瑰精油有廣闊市場，被稱
為「液體黃金」。這讓陳望慧
激動起來，「我在桌上拍了一
巴掌，說不用比黃金貴，比土
豆、豌豆貴就好了。」

精選七種苗 免費派村民
但冒水村到底適不適合種植玫
瑰，陳望慧心裏也沒底。於是她
第一次單槍匹馬出遠門，到甘肅
省考察學習，隨後又去了山東、
雲南、貴州等幾個省，最辛苦的
時候7天竟然跑了5個省。
2012年，陳望慧將精心挑選
的7個品種玫瑰種苗帶回家鄉，
免費分發給村民試種。她每天
就待在田裏精心打理，拍照、
做觀察筆記。翌年9月，她收集
好1,000多斤玫瑰花，駕車兩天
兩夜趕到甘肅永登縣苦水鎮。
經過5個小時的提煉，她拿到
了一小瓶精油。專家檢測鑒定後
給予充分肯定：「冒水村由於日
照充足，晝夜溫差大，純綠色生
態的玫瑰出油率高、香氣純正。
高原玫瑰種植大有可為！」
「專家實地考察後告訴我
們，小金縣是少有的適合種植
大馬士革玫瑰的地方。」陳望
慧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小金
早晚溫差大，一株花樹可以開
30朵花，一畝地產量相當於其

他地方種植兩畝的產量；其他
地方只有20多天的花期，而小
金海拔高，從海拔2,600米開
到3,400米，花期有3個半月。
有了適合的品種，如何讓種

了大半輩子莊稼的村民們接受
玫瑰，是陳望慧遇到的另一個
難題。「老百姓初時不相信玫
瑰花可以變錢，我把玫瑰種苗
發給大家，他們光是種但不管
理，每年成活率很低。」

設保底收購 種花無農藥
2012年，陳望慧牽頭成立了

清多香玫瑰種植專業合作社，
探索「公司+合作社+農戶+基
地」的模式。「合作社還與村
民簽訂種植協議，約定保底收
購價和市場波動收購價，村民
們也承諾玫瑰種植不噴農藥、
只施用農家肥。這樣一來，老
百姓沒有後顧之憂，也保證了
玫瑰花的原生態。」
但大馬士革玫瑰主要適合

2,800米以下的地區種植，為了
帶動高半山農戶增收，陳望慧
先後考察了20多個省，引進適
合小金縣不同海拔、不同環境
的多種玫瑰。同時，她還將平
原玫瑰與當地的野玫瑰進行嫁
接，開發出小金獨有的品種
─「金山玫瑰」。
從冒水村50畝試種起步，如

今小金玫瑰種植已輻射至13個
鄉鎮45個村，種植面積達1.32
萬畝，並建成玫瑰精深加工廠
1個、玫瑰博覽園1個、玫瑰溫
室育苗大棚1個，實現年產值
2,800萬元（人民幣，下同），
帶動近2,400戶10,000餘人增
收和807戶貧困戶、98戶
殘疾人脫貧，貧困群眾戶
均年增收3,800餘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採

訪陳望慧的當天，剛
好有幾個鄰村的老
百姓來基地培訓，
大家都笑得像花兒
一樣美。陳望慧告
訴香港文匯報記
者，種植玫瑰的這
些年，有酸有苦有
甜，也經歷了老百姓
的不信任和家人的不理
解。「現在看到大家脫
貧奔康的笑臉和發自肺腑
的幸福感，就覺得自己付出
的一切，都有了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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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少回本快 三年遷居新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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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經濟數據

2019年，小金縣實現地
區生產總值23.96億元，
增長6.4%

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4,856元，增長8.52%

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4,165元，增長10.61%

■■田銀玖和老伴兒搬進新家田銀玖和老伴兒搬進新家，，種植玫瑰的收入可種植玫瑰的收入可
觀觀，，生活越來越好生活越來越好。。 香港文匯報記者向芸香港文匯報記者向芸 攝攝

■■陳望慧陳望慧（（中中））指導玫瑰種植指導玫瑰種植。。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55月中旬至月中旬至88月下旬是小金玫瑰的盛開期月下旬是小金玫瑰的盛開期，，工人們工人們
對現摘的玫瑰花進行挑選對現摘的玫瑰花進行挑選、、加工加工。。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小金縣數據小金縣數據
核定貧困村：88個

貧困戶：3,248戶

貧困人口：11,695人

貧困村阿壩州第一，貧困人口阿壩州第二

2018-2020年脫貧攻堅累計投入81,868.95
萬元，2019年4月四川省政府批准退出貧
困縣序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