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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旗村的狗年春节
迎来十万游客送出万张“福”字

战旗村的游客来自全国各地战旗村的游客来自全国各地。。除了大量的四川游客除了大量的四川游客，，
还有北京的还有北京的、、吉林的吉林的、、新疆的新疆的、、湖北的湖北的、、云南的……云南的……““很想来很想来
体验一下新农村是什么样的生活体验一下新农村是什么样的生活，，过什么样的春节过什么样的春节。”。”

这个狗年的
新春，战旗村村
民过得比往年都
要热闹。

7天假日，
小小的村庄迎来
了近十万的游
客，这让村里的
每家每户都忙碌
了起来。不仅村
委会每天十多人
在岗，连全村老
小都纷纷将煮汤
圆、做麻饼的祖
传绝活儿亮了出
来。招待来客，成
为了全村人共同
的光荣任务。

位于郫都区
唐昌镇的战旗
村，不到 3000
亩，500来户人。
却因率先推行农
村集体产权制度
改革，推进农业
产业化，得以致
富。成为乡村振
兴战略中的一个
样本。

就在春节前
的2月12日，习近
平总书记还来到
了战旗村考察。
这让战旗村村民
们备受鼓舞。

当 春 节 来
临，这个距离成
都市区数十公里
的小村庄，一下
子成为了旅游参
观的热门“景
点”。这不单单是
因为战旗村的景
致风光，更是因
为“大家都想看
看，振兴后的乡
村，过上了城里
人羡慕生活的现
代化新农村，究
竟啥模样？”

战旗村的年味儿，浓得快要溢出
来了。

正月初六，“春节七天乐”的最后
一天。记者来到战旗村探访，刚进村
口，就看到了广场上、街道上，满满的
人群。

“今天游客大多都返程啦。”战旗
村党总支书记高德敏这几日一直嘴角
上扬，他告诉记者，春节期间平均每天
有一万多游客来到战旗村。初六返程
高峰，游客已经“没多少了，比往日少
了三分之二。”尽管如此，村中几条干
道，还是熙熙攘攘。

战旗村也为迎接八方来客，做了
充足的准备。

村口的小广场张灯结彩，广场上
特意摆放了十几张竹桌藤椅，供游客
们喝茶歇脚。从小广场走进村中的主
干道，可以看到依次设置的互动点位。

首先经过的，是以福字为背景的
全家福合影点位。习总书记前来战旗

村考察时，就曾有四世同堂的战旗村
村民在此拍摄全家福。这几日，更是几
乎每位游客，都要在此驻足，拍上一张
全家福照片。

第二个必经之处颇有书香气。一
张大桌，铺着笔墨纸砚。善于书法的
村民杨慧，每日在此赠与游客书法

“福”字，递上书法时，还要道一句“新
春快乐”。

接下来就要路过一处香气四溢的
街角，透过一群围成半圆的游客，能看
到里面正上演着“舌尖上的战旗”——
煮汤圆。四五位笑吟吟的村民分工明
确，有的包，有的煮，有的端碗盛汤。路
过的游客，几乎都要在此尝上一碗。

再向前走就更热闹了。那个昔日静谧
的十字路口，如今是一条人气火爆的小吃
街。“战旗麻饼”、“战旗豆花”、“棉花糖”、

“有机草莓”……这些摊位用统一的棕色
木质专用推车，整整齐齐地沿途排列。游客
穿行其中，就像赶集一样喜庆热闹。

战旗村的年味儿和待客之道，
让游客们过足了瘾。

村主任杨勇告诉记者，这几
日，战旗村的游客来自全国各地。
除了大量的四川游客，还有北京
的、吉林的、新疆的、湖北的、云南
的……

“体验了战旗村的狗年春节，
心里满满的红火。”来自乐山的凌
雨潇女士一边向杨慧求“福”字，
一边说。她告诉记者，自己全家4
人，是前日自驾来到成都的，特意
来战旗村看看。

“不看不知道，一看，真的太
吃惊了。”凌雨潇称，其实每年春
节，除了走亲戚，家里人都会找个
近郊景区自驾游。今年从新闻中
得知了战旗村，对这个“振兴的乡
村”十分感兴趣，就很想来体验一
下“新农村是什么样的生活，过什
么样的春节。”在战旗村逛了一整
天，凌雨潇觉得“来得太值了”。

“这才是正宗的年味儿。”凌
雨潇说，在城市生活久了，孩子们
从未像今年在战旗村这样真切感
受过新年的红火。更重要的是，

“原来我们国家的乡村已经发展
得这么快，建设得这么美，真让我
们羡慕！”

杨勇告诉记者，这每日上万的
游客们，大多和凌雨潇一家是同样
的目的，就是想看看现在的新农村
啥模样。许多游客甚至游览后感慨
万千地找到杨勇，握着他的手称
赞：“羡慕！真想来你们这里生活！”

昨日是春节假期的最后一日。
不过，杨勇表示，村里组织的这些互
动点位，不会随着春节假期结束而
结束。

“我们会将许多互动和服务常
态化。”他称，为接待来客，村里还
将进一步丰富文化展示和互动点
位，下一步还将开发美食街、特色
商品街、休闲一条街，以及亲子乐
园等。

成都商报记者 王垚
摄影记者 王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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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乡村振兴的样本 待客真周到
赠“福”字、煮汤圆、做特色美食

游客：
亲眼来看看
现代化新农村啥模样

看着街上的熙攘人群，高德敏始
终挂着笑。其实这个春节，他过得和往
年都不太一样。

靠着农家乐和水果采摘，战旗村
平日里也常有游客，“平均两千人左
右”。但是今年春节近十万游客来访，
这让高德敏意外又兴奋。

为了招待好这些客人，村委会每
天十多人值班，统筹点位人员、管理车
辆、保障卫生和治安，以及为游客提供
讲解、拍照服务等等。

里面最忙的，要数高德敏了。除了
日常统筹管理和监督外，他平均每日
要迎来十来场的参观考察队伍，同大
家分享交流。尽管整个春节都几乎没
有闲暇，“但这是我过得最充实最有意
义的春节。”高德敏说，看到这么多客
人，自己高兴都来不及。

其实不光是高德敏，也不仅是村
委会这些天天在岗的人员，整个战旗
村的村民们，都在为迎接和招待这些
来客而乐此不疲地忙碌着。

专门写毛笔“福”字赠与游客的杨
慧，这个春节就哪都没去，专门赠

“福”。这是村委会安排的与游客互动
的固定点位。从小练习书法的杨慧是
村里一家集体企业的职工，就是因为
临时接到了给游客赠“福”的任务，她
一连七天在点位上执笔，平均每日要
送出1000多幅字。

“我心里可荣幸了”，杨慧告诉成
都商报记者，这个年过得“特别难忘”，
因为自己承担了代表战旗村为八方来
客送新年祝福的光荣任务。“比起自己
出去耍，迎接全国各地的人来我的家
乡耍，心里更满足！”

小吃街上卖“战旗麻饼”的蒋春
雷，这个春节更是收获满满。这个十
字路口的小吃街，是为了迎接春节来
客，村里临时组织的。一来丰富游客
们的互动体验，二来，也把村里这些
有生意有手艺的村民，从城里召回了
村里。他们一边在家团圆过年，一边
在家门口摆起生意。蒋春雷告诉记
者，不仅这个春节自家麻饼的销量翻
了几倍，还通过游客们，把战旗麻饼
的味道带到了全国各地，“这比去哪
耍都开心！”

全村总动员
招待八方来客 比自己出门耍更满足

一个热闹的狗年春节

一群热情的全国游客

游客光顾唐昌布鞋摊位，男鞋早已断货，只剩部分女式布鞋

战旗村村民包汤圆招待游客

村民杨慧免费写福字送给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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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国家质检总局、
国家标准委近日发布新修订的

《快递封装用品》系列国家标准，
根据减量化、绿色化、可循环的要
求，对快递包装减量提出新要求。

《快递封装用品》系列国家标

准要求，快递包装袋宜采用生物降
解塑料，减少白色污染。降低了快
递封套用纸的定量要求，降低了塑
料薄膜类快递包装袋的厚度要求
以及气垫膜类快递包装袋、塑料编
织布类快递包装袋的定量要求。对

于快递包装箱单双瓦楞材料的选
择不再作出规定，只要材料符合耐
破、边压和戳穿强度等指标即可。
明确提出快递包装箱的基础模数
尺寸，以包装标准化推动包装的减
量化和循环利用。

快递包装袋有了国家标准：减量化、绿色化、可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