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根 竹 子 值 多 少
钱？有人说，卖原竹，砍下

100 斤竹子运出大山卖掉只能换
回20多元钱，最多时只有30多元。

而临湘羊楼司镇，却因竹而美，因
竹而富，完美演绎着一根翠竹的价值
蜕变。翠竹破土而出、笔直生长的勇
气，更赋予羊楼司人敢于创新、坚

持生态发展理念，源源不断地
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

山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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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中国人喜
爱竹子中通外直、宁折不屈的君子气度。
而在羊楼司这个以竹子为特色的小镇里，
几乎家家户户的生活都和竹子有着千丝万
缕的联系。

“刚到这里时，满山遍野都是荆棘和荒
草，一棵树也看不到；现在树木早已成林，山
头郁郁葱葱。”羊楼司镇如斯村54岁的村民
邓小平，起初一直做竹木贩运生意，但刨去劳
力和运费，基本所挣无几。了解到楠竹不仅
能加工成小家具，还能保持水土、绿化生态，
市场前景好，他就承包了四座荒山，带动几百
户村民种楠竹。

种楠竹的过程中，邓小平还和村民联合
成立了笋竹合作社。通过荒地流转，邓小平
陆续造林5000亩，其中规划有1000亩新造楠
竹基地、1000 亩春笋冬发基地，1000 亩沙竹
混交基地。通过科学管理施肥浇水，促成春
笋冬发，一个竹农一天可扳400斤竹笋，邓小
平通过每斤竹笋一元的价格回收，这样一个
竹农20多天卖竹笋的收入就可抵得上过去
一年种竹卖竹。

目前，邓小平的“惠安林业合作社”已发
展社员58户，其中3户贫困户已脱贫。2018
年鲜笋采摘期间，惠安林业合作社收购鲜笋

31万斤，高峰期达到每天2.9万斤，带动全镇
354户竹农增收。

小小竹笋为羊楼司镇的居民找到了增
收致富的“破题之道”。“大学毕业后，我在
杭州学习了一年的电商知识。因为听说家
乡竹产品市场好，就回来做电商了。”今年
27 岁的沈园在淘宝网上开了一家名为“竹
居客生活馆”的小店，经过几年发展，已经
有了 20 多个员工，包括运营、客服、包装等
团队，成为该镇电商领域的“领头羊”。
2018 年，沈园的淘宝店销售额达到 1300 多
万元，旺季线上每天能销售近800单。沈园
说，羊楼司镇的电商行业虽说从 2014 年才
起步，但这几年发展越来越好，现在全镇每
天能有6000多个订单。

2018年，羊楼司镇大力发展“竹产品+电
商”模式，投资3.5亿元建造了中国竹艺城项
目，一个集竹木制品展销、原材料集散、竹木
仓储物流、农村电商孵化以及竹文化传播于
一体的综合性产业平台正在形成，现已入驻
120 家商户并正式营业，竹木制品线上营业
额突破10亿元。

连绵起伏的万亩竹海成为羊楼司镇旅游
发展最宝贵的资源，竹乡民宿、竹林康养、仿
古探幽等乡村旅游新业态受到游客青睐。龙

窖山村村民潘冬赐以前在龙窖山贩竹子、开
货车，2016年，在朋友的建议下，他在全村第
一个办起了农家乐“瑶乡情”。现如今，“瑶乡
情”竹楼年均给潘冬赐一家带来收入近 200
万元。在他的带动下，龙窖山村农家乐如雨
后春笋般蓬勃发展，现在已经有16户村民实
现了在家门口创业致富。

到羊楼司，必尝“全竹宴”。主食材为竹
笋、竹鸡、竹虫、“竹燕窝”……道道菜都有

“竹”。这不仅让游客大饱口福和眼福，还激
发了当地年轻人创业。他们通过众筹，创建
了原生态“十三竹酒”生产基地，酿造出“竹
筒酒”，年销量超1万筒。2018年，龙窖山村
民通过众筹，组建泉源乡村旅游服务有限公
司，入股合作创立旅游项目，一期建有 100
米极速山地滑草、生态丛林穿越等项目，集
美食餐饮、休闲娱乐于一体，带动全村人吃
上“旅游饭”。

“竹林+旅游”让万亩竹海“活”了起来。
羊楼司镇还大力开发了“观竹海、挖竹笋、住
竹屋、乘竹筏、品竹宴”等“竹主题”休闲活动，
打造了野樱花海、古瑶遗址、龙源水库、茶马
古道、老龙潭瀑布等景点，以及梅池山庄、牛
角寨2个五星级旅游区（点），年接待游客20
万人次。

汽车在羊楼司镇上穿行，107国道两旁，
一排排白墙灰瓦的建筑分列道路两旁，屋前
屋后干净整洁，树木错落有致，宽阔的马路
上不见一点垃圾，整洁的居住环境令人心旷
神怡。初春的暖阳下，不少居民在门口谈
笑，感受着阳光的温度，到处是一片其乐融
融的景象。

“这里是我们的一个集中建房点，名叫
竹情幸福小区。”羊楼司镇的工作人员介绍，
竹情幸福小区占地 7.8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8.1万平方米，容积率1.03，绿化率38%，充分
尊求群众意愿，共建一户一宅房128栋，上楼
安置房482套，入住人口2500人，配套建设了
社区居民综合服务中心、便民超市、广场、垃
圾站、停车场、幼儿园，小区规划建设品质和
公共服务配套水平达到城市水平，是岳阳市
引导农村村民规范建房试点示范工程。

记者了解到，在羊楼司镇，从事竹产业
的人员达 2.7 万多人，家住竹情幸福小区的
陈丽华就是其中一员。“以前除了砍竹子和

做点农活，没有其他收入来源，日子过
得紧巴巴的。”44 岁的陈丽华是晨星竹
业的一名员工，原本是三港村李家组的
村民，家里有五个人，以前她家住砖瓦
房，经济情况并不好，过着靠山吃山的
生活。2015年，陈丽华全家搬迁到了竹

情幸福小区。“现在我在镇里的晨星竹业找
到了工作，我丈夫也在这个公司上班，还是
管理人员，我们俩现在一年下来，收入有十
多万！”陈丽华告诉记者，白天去上班，小孩
就放在小区里的幼儿园，晚上就到小区广场
跳跳舞，生活比以前幸福多了。

像陈丽华一样，因为竹林产业发展，在
家门口找到工作的当地居民还有很多，其中
不乏库区移民、残疾人等。“回报社会、助力
公益是我们的追求，在我们公司上班的员
工，现在的月平均收入基本能达到三四千，
员工的幸福感强了，获得感足了，我们也就
欣慰了。”晨星竹业公司负责人沈峰很自豪，
他们企业已形成了集采毛竹、运输、加工、销
售等于一体的产业链，产品远销海内外。

越到基层,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越具
体。除了为百姓在家门口创造就业机会，提
高收入水平，在建设特色小镇的过程中，羊
楼司镇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乡风文明建
设也纳入了蓝图中，提高百姓的获得感和幸
福感。当前，羊楼司镇正全面开展深化农村

“空心房”整治,推进村庄清洁集中攻坚行动，
镇财政预算安排整治工作专项经费 500 万
元，通过实行“百千万”工程，派驻一百名镇
村干部，发动一千名党员，联点一万名农户，
形成了“党员带头、全民参与”的工作格局。

同时，以日历形式制作了1万份人居环境整
治工作倡议书，下发3000份工作手册，力争
打造重点中的示范，争创示范中的标杆，村
容村貌得到了明显改善和提升。

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为改善环
境，羊楼司镇还对辖区内不达标的竹木加工
企业全面停产整改，辖区5家造纸企业全部
关停退出，累计拆除违建棚亭 5.2 万平方
米，拆除“空心房”487 户 9.28 万平方米，施
行复绿复垦工作，集镇日常保洁和村级卫
生室已全覆盖。此外，还全域实行禁炮禁
塑，定期开展“十好”先进模范评选活动，每
名党员在弘扬社会正气、脱贫攻坚、环境整
治等领域争当先锋，将“党建+”的堡垒作
用发挥到极致。

“下一步，我们将以特色小镇为载体，
推进竹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全产业融合
的 4.0 时代，力争 5 年内打造竹产业百亿经
济！”对于未来，羊楼司镇党委书记夏逢响
信心满满。

勇立潮头好放歌，特色小镇再起航！在
湖南的北大门，一个产业特色鲜明、生态环
境优美、基层基础夯实的竹器小镇，已初具
雏形。当下，羊楼司正以农业产业化特色小
镇建设为抓手，奏响巴陵大地上乡村振兴的
奋进最强音！

产业聚集
挺起生态发展的“脊梁”
3 月 5 日，久雨多日的岳阳，迎来了艳阳天。

记者来到湘北重镇羊楼司时，目之所及，漫山遍野
的竹林连成竹海，在阳光的照耀下，青翠欲滴，景
色怡人。

在湖南竹海炭生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里，
生产车间机器轰鸣，工人们正忙着赶订单，将一张
张“新鲜出炉”的竹炭板材堆码整齐，一片热火朝天
的景象。“羊楼司竹资源丰富，交通便利，环境优美，
是我们公司选择来这边投资兴业的重要原因。”公
司副总经理张征告诉记者，公司去年 10 月进驻临
湘，提倡以竹子代替木材，除了制造传统的竹木家
具，还生产发热地板等竹建材。

“一棵树苗长成树木，需要十年。一根竹苗长
成竹子，只需要三年。竹子生长周期快，我们生产
的竹产品无甲醛、无污染，绿色环保。”张征说，竹林
产业是循环产业，发展潜力巨大。目前，湖南竹海
炭生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已在羊楼司镇投入1.2亿
元，新上生产线4条，年消耗原竹7.2万吨，年产值达
2.2亿元，有效打通了产业链条的痛点，提升了原竹
价格，也极大消化了当地加工企业竹制品边角料、
竹屑等材料，实现变废为宝。该企业计划三年内投
资6.6亿元，届时可为当地提供就业岗位800余个，
将有力带动竹农增收扩产。

竹制桌椅、折叠床、折叠椅、梳妆台......在湖南
大为竹业有限公司二楼展厅里，用竹子做成的休闲
竹制家具格外吸引眼球。这些家具全都以竹板、竹
编、竹丝、竹苞切皮、原竹等不同形态的竹子制成，
看得人眼花缭乱，价格也从几百到几千上万不等。

“以前我们是做竹制品小家具的，科技含量不
高，生产的产品属于低端低附加值产品。去年，我
们萌生了升级换代的想法，整合了四家企业，成立
了大为竹业，主打竹家居全屋定制、成品家具与办
公家具，还通过互联网与专业设计师合作，实现订
单式生产，把‘竹元素’带入千家万户。”湖南大为竹
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学军说，迎着全省打造千亿楠
竹产业的东风，有信心为羊楼司镇的百亿竹产业经
济贡献力量。

目前，湖南大为竹业有限公司即将投产，项目
建成后，年生产竹制品规模将达到40万件以上，新
增就业岗位200个以上，力争5年后年产值达到1.5
亿元，年创税1000万元。而该公司所在的羊楼司竹
木家居创新创业园，总面积达100万平方米，现已签
约 8 家大规模企业，5 家企业已入驻并竣工投产。
据介绍，整个园区建成后，可至少新增就业5000人，
力争在5年内将其打造成产值过50亿，税收超过3
亿的竹木家居产业示范区。

一根竹子撑起一方绿色经济。如今的羊楼司
镇，竹器厂房林立，商铺鳞次栉比，竹制品远销全
国各地，仅竹木加工企业就有 600 余家，其中规模
企业 30 家，直接从业人员 2.7 万人，产品涵盖竹家
居、竹工艺品等系列480余种。其中，竹床、竹椅等
小家具类产品占全国市场份额的 85%，竹木产品
年销售总额39.2亿元，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竹器
之乡”。

为了加快产业集群发展，羊楼司镇按照“三园
一城”的园区布局，全力推进竹木家居创新创业园、
笋竹食品冷链物流园、竹类交易物流园、中国竹艺
城项目建设。仅一年时间，9栋12.2万平方米标准
化厂房全面竣工、错落有致，成为承载临湘竹业腾
飞梦想的“航母”。

宜业宜游 擦亮特色小镇的靓丽名片

振兴乡村 美丽新农村初具雏形

图为羊楼司镇中国竹艺城

图为羊楼司竹木家居创新创业园图为羊楼司竹木家居创新创业园

图为羊楼司竹木交易物流园图为羊楼司竹木交易物流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