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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嫁人不嫁金大田”时的“垃圾满村”，到
“水榭风亭朱明景”勾勒的“高颜值村”，再到“晴
耕雨读、宜居宜业”的“梦想之地”，浙江台州市
路桥区新桥镇金大田村近年来实现了“以景怡
人、以文化人、以业聚人”的三次跨越。

金大田的今昔之变，是当地干部群众以“千
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为指引，久久为功、接续
奋斗的结果。近年来，这个村荣获全国民主法治
村、省级美丽乡村精品村、省休闲农业与乡村旅
游示范点、省体育休闲公园、省旅游特色村、省
森林村等诸多荣誉，成为乡村振兴中由乱到治、
由弱到强的一个样本。

垃圾堆里崛起“生态公园”

“我们这个叫田园式生态公园，兼具了城市
公园和乡村田园的双重风格。”站在廊桥上，金
大田党支部书记金士桥充满自豪。

金士桥脚下的土地，十几年前却是塑料拆
解后堆积而成的“垃圾山”。这里原为废金属拆
解配套产业村，外来人口众多，集体经济薄弱，
村容村貌脏乱不堪，社会治安矛盾突出。

美丽乡村，环境先行。2010 年，金大田在周
边村中率先开展了环境综合整治。金士桥说：
“当时的镇党委书记杜年胜，在我们村首创了田
园式生态公园的做法。”据介绍，生态公园最大
的特色就是“用地不占地、建园不费田、果蔬代
绿化、田园当公园”。

田园式生态公园的美丽乡村新理念，扮靓
了金大田的“高颜值”。在清理了 500 多吨的垃
圾后，结合“三改一拆”“五水共治”，金大田村在
原有的老宅基础上，建起了占地 20 多亩的田园

式生态公园。
看着日渐成型的田园式生态公园，久居

于此的村民第一次有了“惊艳”之感：明清时
期的破败古建筑得到了修复，“房前屋后清泉
水，亭台楼阁巧安排”，这种质朴的村落园林
景观，让农民对人居环境改善充满了获得感。

乡村美景引来不少美术学院师生来此写
生。循着他们的画笔所向，村民评出了“龙溪九
曲”“潭水千寻”等“金田九景”，一时口口相传。

金大田进一步打造别具风味的农村文化
礼堂，努力实现“田园变百姓舞台、礼堂成精
神家园”的生活新变化。新桥镇党委书记罗雄
文说：“田园式生态公园重在生态、胜在文化，
形、神兼具的发展定位，为金大田的乡村振兴
打下了坚实基础。”

据介绍，以田园式生态公园为基点，金大
田进一步做好生态大文章，引入百花园林、森
源园林等两家大型园林公司。与此同时，统一
村庄建筑的水墨江南风格，最大程度保留原
汁原味的乡村风格，让人见得到乡景、记得住
乡情、留得住乡愁。

“扶雅书院”树起乡村文化地标

金大田因明初临海大田金氏迁入得名，
历来尊儒重农，有“耕读传家金大田”美誉。
1865 年，当时新桥管的举人管作霖在当地设
立扶雅书院。一个半世纪后，扶雅书院在金大
田得以“重生”。

别致的插花 ，精巧的布艺 ，错落的书
架……走进扶雅书院，一些看似随意的陈设
韵味十足。在散发着淡淡樟木香的书院内，几
位读者正认真地看书。

日历翻过 5 月，这家书院已满“三周岁”。

书院主人许艳从小就有一个开书店的梦
想。除了“情怀”，她也有自己的小心思：身边
不少小孩沉湎于各种屏幕，她想让幼年的儿
子有一个书香童年。

书院开张不久，时任的新桥镇党委书记
车洁琼就成了“常客”，为扶雅书院扎根乡村
做了不少“穿针引线”的工作，书院逐渐成为
当地百姓心目中的“文化地标”。

三年来，书院以“扶雅时光”读书会为核
心项目，邀请各类专家学者、文创达人、文学
爱好者，举办了 80 余场现代文学、文化信仰
等方面的讨论会；开设“45 元读书计划”“读
书漂流”等线上活动；开设“绘读妈妈”亲子绘
本阅读公益课……

与书院相得益彰的，是乡村民宿带来的
“慢生活”。几年前，建筑设计师张小燕来到金
大田，将 10 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老房子改
造成为乡村民宿。她说：“我想为城市和乡村
搭建一个平台，用自己微小的力量，改变乡村
的生活美学和生活方式。”

这几年，金大田的“文艺范”越来越浓：以
文化礼堂为核心打造的“花田市集”，也成为
一张金名片，吸纳了东篱茶叙、凤梨沙画、盼
盼手作等 20 余家手作项目入驻礼堂……

罗雄文说，接下来金大田还计划打造一
个乡贤文化工作室，定期开展“乡村十礼”的
礼仪活动以及每月一次的主题乡村文化活
动，让乡风文明成为乡村振兴的助推器。

打造金色田野上的“聚宝盆”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于金大田
“土灶头休闲农庄”的老板金小良来说，这番
话讲到了心坎里。

2015 年，金小良看到来村里游客日益增
多，就将在生态公园附近的老房子进行了改
造，办起了农家乐。“现在游客越来越多，每到
周末，想吃饭都得提前一天预订。”他说，现在
生意一年比一年好，每个月收入能达到三四
十万元。

如何涌现越来越多的“金小良”？是去年
9 月份接任镇党委书记的罗雄文考虑的重
点。他说：“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
重。我们必须要全力打造新业态，全面激活金
大田的发展动能，发挥对周边区块的辐射带
动作用。”

美丽经济，正在成为金大田发展的新方
向。日前，新桥镇在金大田举行了田园综合体
的启动仪式。据介绍，这个计划于 2020 年建
成的田园综合体，总规模达 980 亩，一个乡村
“聚宝盆”即将出现在这片金色田野。

走在乡村振兴大路上的金大田，总是不
断地给村民带来“意外和惊喜”。罗雄文
说：“今年年底， 400 亩区块有望项目落
地，届时桃花岛及康家里区块两个会务中心
将落成，预计形成 200 人左右的会议接待能
力。”

据介绍，目前新桥镇正以金大田为基础，
倾力打造会务商务为核心的新田园美丽经
济。在做优会务会展产业的基础上，拓展专机
智造、产品展览、行业交流、企业年会、文创展
示、婚庆酒宴等乡村发展新动能。

翻开新桥镇的田园综合体规划图，蓝图
描绘的培育“3 个市级‘美丽乡村’精品村”“7
个‘美丽乡村’重点村”“1 条覆盖 8 个村居的
精品旅游路线”等图景鼓舞人心。金大田村燃
起的星星点火已成燎原之势，一个覆盖面更
广的美丽乡村画卷正徐徐铺展……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民是主体。为
顺应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各地
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要牢固树立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农民乐于参
与、共建共享，身有所栖、心有所寄，收获
更多获得感、幸福感。

中央提出的“生态宜居”“更多获得
感、幸福感”等导向，体现了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是从百姓视角提出的“软
指标”，更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不可或缺
的“硬任务”。

与人交往，崇尚“如沐春风”；栖居乡
村，追求“心旷神怡”。行走江南，风格各
异的田园诗画扑面而来。丽水古堰画乡，
村民生息劳作的家园，是中国美院师生
画笔下的风景；“网红”富阳文村，薄雾中
隐现白墙黛瓦，宛如富春山居图人间再
现；竹乡安吉，浙北大峡谷青山叠翠、古
木葱茏，游客探寻野趣，村民乐享闲适，
各得其美……

当鲜花摆上农户的窗台，折射的是时
代变幻的光影。进入新时代，广大农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不仅是富起来，还要美
丽起来、时尚起来、生动起来，这其实是一
次生活方式的变革。让农村人居环境“留得
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直接关系到广
大农民切身福祉、农村社会的发展进程。

对美好事物的不懈追求是人类文明
进步的动力。从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

工程 15 年的实践看，正因为顺应了民心民
意，广大农民积极响应，始终是建设主力。

由此，一大批乡村正实现从美丽生态，到
美丽经济，再到美丽生活的演进，“三美”互
相融合又相得益彰。

将美丽乡村“进行到底”，让农民群众
“心旷神怡”，必须以良好的生态为前提。环
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
福。随着党的十九大一系列重大部署的有
序推进，加快生态文明建设进入新阶段，
一个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看得见星星、
听得见鸟鸣的美丽中国，正渐行渐近。

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让万千栖
居乡村的农民“身心愉悦”，不仅要创建
“美丽”，更要善于经营“美丽”；不仅要打
造景观，更要打造产业，优化公共服务；不仅要生态美、生活
富，更要乡风美、人和谐，让广大农民成为乡村振兴进程中
“最美的风景”。 （本报记者王俊禄）

“垃圾山”上崛起“生态公园”
浙江台州金大田村由乱到治、由弱到强的乡村振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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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石板路旁的苔藓爬满墙根，木质窗雕的
花纹精致典雅， 18 栋百年老宅被纵横交错的
巷道分隔，流露出岁月的底色……行走在江西
省永新县高市乡的洲塘古村，处处散发着古朴
而又厚重的历史气息。

上个月“五一”假期，这个有着 600 多年
历史的古村落，每天都吸引着近千名游客前来
观光游玩。

“一个中午要接待十几桌客人，忙到连电
话都没工夫接了！”今年年初，村委会主任刘
建平在村口开了一家“农家乐”，游客纷至沓
来，让他的一手好厨艺在家门口找到了“用武
之地”。

远方的客人在幽深巷陌中寻寻觅觅，打捞
失落的乡愁，而生于斯长于斯的刘建平眼里看
到的，则是古村重新焕发的勃勃生机。

刘建平向记者介绍，因为村里的年轻人大

量外出务工，经济条件稍微好些的，还在县
城里买了房，偌大一个村庄，只留下了独居
的老人、空荡的房屋，还有成片撂荒的土
地，就算是大白天也见不着几个人影。

曾经人丁兴旺的古村陷入了人走村空、
凋敝荒芜的窘境，作为村委会主任的刘建平
整日忧心忡忡，“再这样下去，老祖宗留下
的历史遗产我们守得住吗？村庄未来又何去
何从？”

洲塘的改变发生在去年年底。为了保护
具有地方特色的历史文化资源，永新县开始
对洲塘进行美丽乡村建设，在充分征求当地
村民意见的前提下，按照“修旧如旧”的改
造原则，沿河修建木质栈道、提升村内绿化
景观 、收集反映民俗和农耕文化的老物
件……曾经破败的洲塘古村逐渐重现活力。

“与此同时，我们还从村民手中租用了

7 栋古宅，邀请中国美术学院的设计团队进
行高标准设计和打造，根据不同房屋的结构
特点，在不破坏原有面貌的基础上运用光影
元素，营造出独特的氛围。”高市乡党委书
记尹育文告诉记者。

“留住古村，就是留下乡愁。不仅要触摸
到青砖灰瓦，更要让大家感受到古村所承载
的文化内核。”在永新县委书记肖兵看来，在
进行修缮改造的同时，还得为古村彰显文化
内涵，才能让它获得真正的“重生”。

原来，洲塘古村是著名画家、徐悲鸿关
门弟子刘勃舒的家乡，也是当地远近闻名的
传统书画村，有着深厚的书画文化底蕴，村
民历来就有在农闲时舞文弄墨的爱好。为了
传承洲塘的书画文化，政府将修葺的古宅打
造成“永新书画院”和“书画工作室”，并
邀请永新籍的书画名家入驻，建立了青少年

书画培训基地。
如今，书画名家时常相邀于此，在“书

画院”泼墨挥毫；不少家长也带着孩子来到
旁边的“陶艺工作室”，体验揉泥、做坯的
乐趣；“非遗馆”里还展示着盾牌舞、永新
小鼓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兴趣的游
客甚至可以自己学着跳上一段……

随着洲塘古村的名气日渐打响，越来越
多的游客慕名前来，让当地村民的生活也变
得更加丰富。游客多的时候，村民刘毛毛会
把自家制作的酱姜、陈皮、艾米果等农家土
特产摆在家门口销售，一天能够有近 500 元
的收入。

“看着村里逐渐热闹起来，我每天都是
乐滋滋的！”刘建平说，他期待接下来村里
再发展一些新的旅游业态，吸引更多的游客
驻足。 (记者范帆)新华社南昌电

“留住古村，就是留下乡愁”
曾经破败的江西永新洲塘古村重现活力，引来游客富了村民

新华社贵阳电(记者骆飞)入夏的贵州乌蒙山区满目郁
郁葱葱。在毕节市赫章县松林坡乡的 6000 亩香葱基地，高
山冷凉气候让地里的香葱长势喜人。放眼望去，连片铺开，
山风吹拂，“绿浪”翻滚。

迎着阳光，600多名村民在地里劳作。戴着草帽，拉开“马
扎”，花寨村 56 岁的贫困户徐明珍带着儿子在熟练地拔葱、
栽葱。“做得多就挣得多，趁最近香葱销售好，自己多赚点钱。”
她说，在家门口就业，既能保障收入，又能照顾生病的小孩。

一个月干活 20 天，徐明珍和儿子两人平均每天能收入
约 150 元，加上每年 700 元的土地流转费，一家的日常开销
基本没问题。同时，作为贫困户，她从银行贷款 5 万元扶贫
“特惠贷”入股到香葱基地，每年年底享受分红。

“年龄大了，又没文化，出门根本找不到工作，但在这里
帮忙拔葱，一个月来都能有 1600 多元收入，真是个好产业，

一天平均有七八十元。”谈到就业，64 岁的蔺毕淑高兴地说。
2016 年，被当地政府引来发展香葱产业的企业负责人

周礼贵告诉记者，赫章县香葱品质好，每天要向北京、上海、

杭州等地发葱 60 吨。现在用工需求巨大，其中大部分是贫
困群众。一连三月，每月支付的工资都超过 75 万元。

“作为扶贫产业，必须一头连着农户，一头连着市场。既
要保证农户月月有收入，也要满足市场多元需求。”周礼贵
说，只有围着市场转才能让扶贫产业更有生命力。

记者看到，在整个香葱基地里，栽种、除草、起拔、冲洗、

装车等多个环节都有村民直接参与。还有浙江园、上海园、

长沙园等，基地按照“以销定产”的思路精准对接市场。

据了解，目前，香葱基地已带动 518 户贫困户实现精准
脱贫。2017 年群众务工总收入达 1260 万元，涉及 700 户，
户均增收 1 . 8 万元。同时，香葱产业也逐渐在毕节市多个
区县铺开，并计划在全市拓展到 12000 亩，届时将带动
3000 多名贫困群众稳步脱贫。

贵州赫章县：

香葱“撑起”致富梦

新华社沈阳 6 月 3 日电(记者罗捷)从 700 亩实验稻田
到 1 . 2 万亩认养稻田，辽宁盘锦大洼区新立镇开创的“互联
网+认养农业”快速发展。小镇发展起休闲观光体验式农业，
吸引不少游客从北京、天津等地远道而来。

2015 年，新立镇开创“互联网+认养农业”模式，通过认
养方式经营以“盘锦大米”为代表的系列农产品。随着认养
农业快速发展，新立镇推进农业与旅游业融合。现在，这里
成了现实中的“开心农场”，好玩的地方越来越多，稻田慢行
系统、北旅田园、“会呼吸的米仓民宿”……米仓民宿以稻、
黍、稷、麦、菽、麻六种谷物名称命名，采用木建筑结构，用传
统的拍苫技艺搭建屋顶，保持着较高的入住率。

认养农业是订单农业的升级版，认养地块安装 360 度
可视化系统，认养客户可通过手机 App 随时监测水稻的生
长情况，新鲜农产品通过快递及时送达。新立镇党委书记李
广军说，第一年搞认养农业的实验，做了 700 亩地，刚开始
还有村民“背着手看”。第二年做了 1700 亩地，2017 年做了
1 . 2 万亩地，认养农业发展“就像竹子生长一样快”。

新立认养农业小镇采用公司化运营的管理方式，土地
流转由公司管理，聘请农业专家和生产种植团队。村民万国
才说，他家几亩地，以前老两口忙活一年收入约 1 万块钱。
现在流转到公司，不用操心就有 1 万块钱，加上在认养农业
基地打工一年挣 3 万多块钱，收入是原来的 4 倍。

最近，新立认养农业小镇入选辽宁省第一批产业特色
小镇创建名单。

辽宁新立镇：

“开心农场”引客来

面对面评议，选好带头人
初夏时节，四川省广元市青

川县木鱼村的村民们，正忙着在
地里打桩、加固。目之所及，是密
密麻麻的木耳棒，再过两个月左
右，木棒洞眼里就会长出丛丛黑
木耳。如今，青川黑木耳已经是各
大电商平台上的“网红”产品。

青川是“5·12”汶川特大地
震的重灾区，木鱼村也几乎在这
场灾难中被夷为平地。十年前，在
北京建筑工地上务工的张正华急
匆匆赶回家，被眼前满目疮痍的
场景所震惊，多年打工修建的两
层楼房也垮了。“当时我就想，今
后说什么也不和家人分开了。”

张正华留下来，一边重建住
房，一边寻找支撑家庭收入的路
子。“种庄稼收益很低，青川历来
产木耳等山货，我就想怎么做好
黑木耳的生意。”

同样想把青川黑木耳当成产
业来发展的，还有当地的青川川
珍实业有限公司。在灾后重建中，
川珍公司与张正华等本地受灾群
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在
“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下达成
合作协议：公司免费提供黑木耳
菌种，农户负责种植，成熟后公司
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进行收购。

川珍公司电商负责人莫仕林
介绍，2012年 5 月，川珍开始在电

商平台开设食品专营店，由于品质好，价格公道，
青川黑木耳很快在网上销售一空。

自那以来，川珍公司又陆续引入 60 余款青
川特产山货上线，并通过电商扶贫板块进行专
项展示，开展秒杀、拼购、众筹等活动提升销
售，公司在电商平台的销售额增长了数十倍。

搭上电商快车，从 2010 年到 2018 年，张正华
的黑木耳基地种植规模从 2 万棒发展到了 12
万棒，产量相比最初翻了 3 倍，利润翻了 4 倍。
如今，张正华又重新修起了两层楼房。

(记者胡旭)新华社成都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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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3 日，浦城县仙阳镇巽岭村党员群众对村党支部委员的履职满意度进行测评。当日，福建省浦城县仙阳镇巽岭村召开一场别开
生面的党员作风评议会。党员群众就 3 年来村党支部委员的先锋模范、廉洁自律、工作业绩等方面情况展开面对面评议。

福建省 2018 年村级组织换届选举工作近期全面展开，为选好基层党组织带头人、大力推进乡村振兴，福建各地党组织、纪检监察机关
联合对基层党员干部的作风和廉洁履职情况进行测评，把好基层党组织选人用人第一关。 新华社记者张国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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