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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的一天，雨后初晴。一大早，吴
佐春就带着合作社的伙伴们，来到村后
的红花油茶林园中，察看油茶开花情况、
给油茶树下肥、剪病枝……望着漫山遍
野、绿叶掩映中一片片、一簇簇，红艳似
火的油茶花，吴佐春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吴佐春家住霞浦县水门畲族乡八斗
村，在他老家附近的山上，分布生长着

约 300亩的珍稀植物野生红花油茶林。
他的童年，几乎是在红花油茶林中度过
的，对这片红花油茶，有着难以割舍的情
结。

2006年，吴佐春当选村主任，这给他
提供了长期以来深藏心中保护开发红花
油茶愿望的施展平台。他开始奔走于相
关部门机构，呼吁保护开发红花油茶；对
接落实专家、技术人员保护开发红花油
茶措施。

从 2010年开始，吴佐春先后配合福
建农林大学、福建林科院、浙江农林大学
等高等院校，进行“福建省红花油茶种质
资源收集与栽培适应性研究”“油茶良种
选育、扩繁推广与加工利用课题”“浙江
红花油茶低产林改造技术熟化示范”“浙
江红花油茶天然林分改造及农家品种筛
选”等多项课题研究，开展红花油茶资源
调查、选优育种试验、扦插栽培、油茶丰
产栽培及病虫害防治、低产红花油茶嫁
接名贵茶花示范、现代农业（油茶）生产
发展等项目，获得部分科研成果。

为科学规范发展村中红花油茶产
业，吴佐春成立了“霞浦县强民油茶专业
合作社”，吸纳带动本村及周边村庄包括
贫困户在内的 80多户村民，发展红花油
茶及其他农业种植产业。

从 2010年开始，先后对村中原有的
100多亩野生红花油茶林进行垦复改造
管理、保护开发。同时流转林地 250多

亩，进行红花油茶人工培育、扦插，使红
花油茶园林面积规模增加到目前的 400
多亩。初步形成宁德市最大面积的红花
油茶主产区，年产红花油茶熟果 3万公
斤，茶油 1200公斤，产值 60多万元。红
花油茶获得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注册的

“八斗 ”商标。
近年来，离开了村干部岗位的吴佐

春，更是专心致志投身于红花油茶的开
发和其他农业产业项目的发展中。

为掌握农业科技知识，更好地为红
花油茶开发和其他农业产业发展服务，
吴佐春坚持参加各类农业科技知识进修
培训学习，不断给自己“充电”。

他先后参加了电大专科函授，省科

技厅、福建农林大学联合举办的“三区”
人才支持计划科技人员专项计划，宁德
市第二期贫困村创业致富带头人等培
训。

2020年，吴佐春被霞浦县聘为“科技
特派员”，获得乡土人才“种植能手”称
号。

担任“科技特派员”期间，吴佐春被
派往边远的山区乡柏洋乡，指导多个专
业合作社，发展林木、果树等农业种植项
目。近一年时间，他不辞辛劳，一次次前
往所指导的合作社，精心指导，将自己所
掌握的种植技艺，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对
方，为传播推广农业科技种植，起到了重
要作用。 （闽东日报）

用心履职勇担当 扎根基层献青春
——记武夷山市星村镇党委书记曾智敏

曾智敏（右1）在武夷山九曲溪上游巡河

整治“两违”，勇于担当

2016 年，武夷山成为全国首批 10 个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之一，成为目前我国唯
一一个在世界双遗产地建立的国家公
园。通过 4年多努力，武夷山国家公园摸
索出一整套可复制，可借鉴的创新经验，
打造了国家公园建设的“武夷山样本”。
去年9月，以高分通过国家验收。

此间，曾智敏被国家公园管理局任命
为星村镇管理站长和星村镇执法大队
长。此后，她以满腔热忱投入到国家公园
重点工作之中。武夷山国家公园方圆
1001平方公里，星村镇区域472平方公里，
为辖区内面积最大的乡镇，加上区内人口
众多，保护与发展的矛盾，自然不可避免，
尤为突出的是违法建筑和违法违规开垦
茶山。

整治“两违”，保护绿水青山是摆在公
园管理局面前的两大任务。2019年底，武
夷山国家公园开展了 2轮违建别墅整治。
面对困难，她不骄气，不退缩，举全镇之
力，带领干部职工，投入攻坚战，啃下一块
块硬骨头。区内桐木村有座 4层别墅，为
住宅与茶厂一体化建筑，主人及周围居民
对拆除工作不理解，一直阻拦并围攻拆迁
队伍。因该别墅建在山边，无法采用机械
作业，只能人工拆除，难度不言而喻，曾智
敏带队，住在村里10天，每天凌晨5点起，
深入现场，耐心细致做大量思想工作，调
解各种矛盾纠纷，克服常人难想象的困
难，终于使这座别墅轰然倒下，并将建筑
垃圾清理干净，平整复绿。2个月，共拆违
6000多平方米。3年来，星村镇治理“两
违”搭建9.32万平方米，期间，曾智敏迎难
而上、勇于担当，受到公园管理局领导充
分肯定。

近年来，武夷山国家公园出现不少违
法违规开垦茶山现象。作为星村镇党委
书记，曾智敏勇挑重担，对镇辖区内违法
违规开垦茶山“零容忍”，逐一排查，逐村
推进，绝不放过一个角落。3年来，共整治
9717亩“两违”茶山，全镇“两违”茶山呈逐

年递减趋势，所有整治茶山都进行补植复
绿。3年来，星村镇造林复绿 6700多亩，
生态保护成效凸现，茶农感慨：“看到辛苦
种下的茶苗被拔除实为痛心，但想到补植
阔叶树，保住了良好生态，子孙后代饭碗
有保障，心里又豁然开朗起来。”

曾智敏作为星村镇河湖制的第一责
任人，始终坚持水陆同治，注重加强九曲
溪上游生态保护，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变为现实，她积极争取资金，先后投入
4880万元，实行管网建设，治理农村生活
污水，确保九曲溪水质达一类标准，碧绿
如蓝的九曲溪，令海内外游客流连忘返，
赞不绝口。2020年，星村镇河长制工作考
评全市第一，她也荣膺全国优秀河长称
号。

茶旅融合，强村富民

星村镇拥有生态茶园 6.35万亩，大小
茶企 1600 家，SC 认证 400 家，年产茶叶
3000吨，产值 8亿元，是名副其实的“武夷
岩茶第一镇”。

近年来，曾智敏围绕茶旅业，精耕细
作茶旅融合品牌，进一步打响了武夷岩茶
第一镇名片，茶产业不断壮大，实现了“机
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目标。为
提升茶产业优势，增加村民收入，曾智敏
千方百计争取华祥苑等省级大型茶企支
持，连续7年举办星村镇茶王赛，通过斗茶
比拼，提高茶叶制作水平和产茶业影响
力，带动茶农增收致富。

她积极推广生态茶园建设，推行以有
机肥代替化肥，加强源头管控，强化认标
购茶，建立健全“从茶园到茶杯”的全过程
追溯体系，让每一片茶叶都源头可控、全
程可溯、质量可靠、价格可查，真正让老百
姓喝得起、喝得安全、喝得放心。目前，全
镇建成3500亩示范基地，并辐射带动控肥
减药茶园1.7万亩。由于加强从茶山到茶
杯全链条管理，星村镇茶叶市场竞争力明
显提高。

曾智敏发动龙头茶企参与脱贫攻坚
战，正山堂茶企连续 3年给星村镇建档立

卡贫困户 2000元帮扶，镇里也多策并举，
推行“合作社、龙头企业+贫困户”模式，因
户制宜，帮扶到位，目前，全镇 106户，269
人已全部脱贫，2018年，星村镇脱贫攻坚
工作名列全市第一。

她培育了福莲茶庄园、茶言精舍等一
批茶旅融合的茶园典型，福莲生态茶庄
园，因茶旅融合，茶山变景区，成为吃住游
一体的生态茶园，实现茶旅收入双赢。她
推动朝阳东升茶业合作社等一批骨干合
作社，与中小茶企建立帮扶机制，让他们
抱团取暖，提升市场竞争力，并使茗川世
府星村茶香合作社进入省级示范社行列，
她统筹党群力量，点绿成金，推动了全镇
茶产业高质量发展。2019年，成功创建全
国“一村一品”示范镇，并成为闽北首个乡
村振兴重点特色镇，省级商务特色镇。2
年来，星村镇“四比六促”和绿色发展考评
分获武夷山市一、二名。

联学联建，夯实基层

曾智敏工作思路清晰、善于改革、开
拓进取，她创新推行“联学联建”工作机

制，推进党建富民强村工程，通过组织联
建、支部联学、制度联抓、活动联办、产业
联推，引领强村带弱村，先进促后进，整体
提升农村基层党建工作水平。

近年来，她打造星村党建共建片，创
建金星村 2个，红星村 4个，省级圆梦村 1
个。她带队连续举办乡村拉练会、产业发
展论坛、党员讲坛等联建活动，邀请专家
教授现场教学，整合人才资源，拓宽了村
干部视野。目前，已举办20多场产业联推
活动，促进村与村交流沟通，各村差距逐
步缩小，平衡发展，基层党建焕发出前所
未有的生机活力，走活了党建推动发展，
服务百姓的“一盘棋”。

“环境整治好了，乡村振兴就实现一
半”，在全市各乡镇街道中，她首推街长
制，发挥党员示范带头作用，划片包干，扎
实改善人居环境。如今，星村镇区街面整
洁，车辆有序停放，居民和游客好评如
潮。去年，星村镇成功创建国家卫生乡
镇，成为南平市首个国家卫生乡镇，桐木
等 6个村成功创建省级卫生村。星村、黄
村被评为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

2019年 7月 9日，星村全省降雨量最
大，暴发特大洪灾，曾智敏撸起袖子、卷
着裤角，带领党员干部迅速奔赴抗洪救
灾一线，让党旗高扬在灾区。此间，安全
转移 600多人，未发生伤亡事故，镇村很
快恢复生产，重建家园有序进行。去年，
疫情防控期间，她全身心沉到镇村一线，
连续 40多天未回家，作为镇防控工作领
导小组组长，从信息核对、人员摸排、重
点管控、后勤保障等方面进行周密安排，
工作有预见，提前在镇区主干道设置 3处
防控点，充分发挥志愿者服务作用，做好
联防联控，全镇未出现一例疑似确诊病
例，镇村企业及时复工复产，村民安居乐
业。

重责敬业、勇于作为的曾智敏，系
2004年福建省选调生，经历多岗历练，年
度考核获多次优秀。作为 2个孩子的母
亲，她克服与丈夫常年两地分居，孩子年
幼的重重困难，扎根基层，奉献青春，奏响

“80后”新一辈为乡村振兴挥洒汗水的凯
歌，赢得父老乡亲由衷点赞。

（通讯员 熊慎端）

“登天游，坐竹筏，品岩茶”是武夷之旅三大精彩节目，年接待中外游客上

千万人次。在生态美景入画来的背后，凝聚着许多干群艰辛的汗水和心血，地

处武夷山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地核心区域的武夷山市星村镇党委书记曾智敏

就是其中的一员，她以“巾帼不让须眉”的拼劲，用心履职爱民，谱写了一曲新

时代基层党务工作者不懈奋进的动人赞歌。

科技特派员风采

情注家乡那片红花油茶林
——记科技特派员、乡土人才“种植能手”吴佐春

吴佐春（右1）查看油茶树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