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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哈尔滨 7 月 30 日电（记者李凤双、
管建涛、王建）乡村振兴，要靠好的带头人。对于
正在全力推进东北振兴的农业大省黑龙江来
说，强化能人兴村，选优配强村党组织书记尤为
重要。去年末今年初换届后，来自黑龙江省的十
位村支书，用他们的创新理念和实际行动，展现
出新一批农村带头人的新气象。

新作为

“靠带头干转变农民传统观念”

盛夏时节，走进黑龙江省嘉荫县红光乡辽
原村，一字排开的 8 栋楼房格外显眼。一些村民
正忙着晾晒木耳，脸上挂着汗珠，心里也和这天
气一样热乎。

辽原村是远近闻名的木耳村，不断发展的
木耳产业鼓起了农民的腰包。去年全村农民人
均纯收入 16219 元，一些培育木耳的农民一年
能赚二三十万元。

木耳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村党支部书记王景
全的带动。“农民富不富，全看党支部。”王景全
说，辽原村党支部领着农民干合作社、栽培木
耳、发展棚室，靠带头干转变了一些农民因循守
旧、不敢闯不敢干的理念。

“要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必须改变人们
传统的思维方式。”黑龙江省绥滨县忠仁镇长
发村党支部书记侯金豹一上任就开始推进“三
治”：一治因懒导致的贫困，二治严重的随礼
风，三治脏乱的村容村貌。时间不长，长发村
就大变样。

返乡创业的能人带动作用也很明显。
曾在北京打工十多年的洪明锦，现在是黑
龙江省萝北县东明朝鲜族乡红光村党支部
书记，她给这个村子带来了经营农业的新
理念。

红光村种水稻历史长，但一直种的都是普
通品种，大都是按照水稻最低收购价卖给粮库，
卖价始终不太高。

“现在减肥、控药的绿色水稻效益高，我就
向大家推荐这种种植模式，但第一年很多农民
都不认。后来我发动家里人种，水稻卖价高出一
半多。”洪明锦说，第二年好多人主动来问种法。
全村去年种了 275 公顷绿色水稻，今年面积更
大。

换届后，黑龙江省越来越多的能人成为村
级党组织带头人。这次换届中，全省 3000 多名
致富带头人当选村党组织书记，占总数的三成
以上。

新规划

“用特色资源撬动农村发展杠杆”

走进黑龙江省同江市八岔赫哲族乡八岔
村党支部书记尤明国的家，一进门就能看到
星级党员户的标志牌。在这个村，每个党员家
门前都挂起这样的标志牌。“这是时刻提醒党
员，要给群众做表率，党员要有党员的样。”尤
明国说。

“我们正同北京一家旅游企业洽谈，计划
引进两艘游艇，利用好当地赫哲族文化和界
江旅游这些有特色的资源，撬动农村发展的
杠杆。”尤明国相信，农民腰包会越来越鼓。

很多有经验、有能力的村支书，对村里的
发展都有长远规划。从 20 年前全县“最差
村”，到如今的“打头村”，黑龙江省绥滨县忠
仁镇建边村很多村民将功劳归在村党支部书
记何广强身上。

“何小子”是村里人对何广强的昵称。受
此启发，何广强注册了“建边屯何小子”品牌，
咸鸭蛋、鱼松、白酒等产品都很畅销。他的下
一个目标是让村里更多农产品在网上销售，
通过电商富裕农民。

相比何广强，黑龙江省密山市白鱼湾镇
胜利村党支部书记段君义的规划更有针对
性。“为了避免秸秆焚烧产生环境污染，村里
准备建一个秸秆压块厂，既解决秸秆禁烧难
题，又解决村集体增收问题。”段君义说，这也
是“蓝天保卫战”。

“一个人富不算富，全村人富了才是真的
富。”黑龙江省虎林市虎头镇虎头村党支部书
记刘润钦说，自从参加了优秀村支书培训班，
了解到一些市场信息，村里不少农产品卖上
了好价钱。

新企盼

“让村干部收入高于打工收入”

黑龙江省呼玛县鸥浦乡三合村党组织正
面临党员年龄结构老化难题。三合村党支部
书记张大成说，全村 13 名党员，50 岁以上的
6 名，40 岁以下的只有两名。

“应及时补充更多年轻能人进入村级党组
织，把那些政治过硬、有责任心的年轻人，特别
是返乡创业人员及时吸收进来。”张大成说。

办好农村的事，要靠好的带头人。黑龙江
省逊克县奇克镇边疆村党支部书记苗建华认
为，在保障基本工资情况下，可适当通过评
优、奖补等措施提高村支书、村主任、村会计
待遇，尽量高于一般农民的打工收入。

2015 年，黑龙江省漠河县北极镇洛古河
村党组织被认定“软弱涣散”。漠河县专门派第
一书记进驻。“第一书记到村后，帮着熟悉政
策、跑项目，帮农民对接低保、帮支部规范组
织生活……”洛古河村党支部书记李志宏说，
党支部的威信越来越高，战斗力也增强了。

李志宏希望，支持更多优秀干部下基层，

充分发挥他们能力强、水平高的作用，给基层
党组织注入更多活力。

选优配强干部，推进能人兴村
换届后，黑龙江十位村支书的新气象

办酒席的流动“五彩大棚”
消失了，乡村小路上，婉转悠扬
的马头琴声在空中回荡……内蒙
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
如今正奏响乡村振兴的美丽乐
章。

“五彩大棚”消失了，

移风易俗育出文明乡风

佟志辉拿出自己的“随礼账
本”给记者看，小小的牛皮本上
记满了密密麻麻的“礼单”：老
孙家孩子升学 200 元，老李家乔
迁 200 元，老王头儿子结婚 500
元……佟志辉是散都苏木敖包嘎
查的会计，前几天他对着账本拢
了拢，吃惊地发现，过去十年自
己花出的 “份子钱” 居然有
21 . 3 万元。

佟志辉说，过去村里升学、
红白喜事都兴大操大办，村民们
互相攀比，看谁家排场大、礼金
多，有的贫困户甚至贷款去随
礼，“份子钱”成了村民沉重的
负担。

“大家心里都反对，但碍于
面子，没人捅破这层窗户纸。”
散都苏木党委副书记吉如和说，
近几年科左后旗大力开展农村移
风易俗，成立“红白理事会”，

制定“红白喜事简办、升学宴不
办”等村规民约，有效刹住了大
操大办、铺张浪费之风。今年各
嘎查村更是挨家挨户做思想工
作，不少村民都签订了拒办升学
宴承诺书。

“往年这时候早就‘随’
出去好几千了，今年到现在为
止，一份儿都没有，减轻很大
负担。”佟志辉说，自己的女
儿今年也考上了大学，他没有
为女儿办升学宴。老乡们到村
部坐在一起喝茶 、嗑瓜子 、拉
家常，以“茶话会”的形式代替升学宴。

据当地村民介绍，过去每年一到七八月份，办酒席
的流动“五彩大棚”就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各嘎查
村，而今年几乎没有看到一顶“五彩大棚”。

“除了不办升学宴，旗里还通过提倡‘零彩礼’婚
礼、组织孝老爱亲评比等举措，开展农村移风易俗，让
文明乡风在每个村民心中生根发芽。”旗委宣传部长李
凌芬说。

“民俗馆”“宣传队”搞起来，聚住乡情

留住乡愁

饸饹床子、奶食品模具、蒙古袍……走进常胜镇地
河村民俗馆，承载着民俗文化和浓浓乡情的老物件映入
眼帘，每个展柜旁都配有一段文字，向人们讲述老物件
背后的乡村记忆。

“这些民俗物件都是从当地村民家收集的，把它们
放到民俗馆集中展示，传承乡村文化，留住乡愁，记住乡
情。”常胜镇党委书记蔡树郡说，镇里定期组织中小学生
参观民俗馆，让青少年了解家乡的历史和文化。

在科左后旗，提起茂道吐苏木高井嘎查，人人竖起
大拇指。近几年，高井嘎查落实中央精神，大力开展农
村公共文化建设，目前已成为全旗最具“文艺范儿”的
嘎查村。这里的百姓吹拉弹唱、“舞文弄墨”样样精
通。去年，村里请来两位书法老师免费教村民写毛笔
字，如今高井嘎查已经有了十几名“乡土书法家”，文
化活动室的墙上挂满了村民们写的蒙古文书法作品，村
里还为村民们举办了“故乡情”主题书画展。

除了蒙古文书法，四胡、马头琴、好来宝、广场舞
也都是高井嘎查村民的拿手项目，村里成立了文艺宣传
队，经常去周边文艺展演。每年春节，村民还会自己编
排节目，上演一场充满乡土特色的“农牧民春晚”。

高井嘎查党支部书记文光说，村民们每天在一起排
节目，相互间的感情越来越深厚，通过开展乡村文化建
设，不仅留住了美丽乡愁，还凝聚了浓浓乡情。

“马文化”产业兴起来，助力村民“既

富口袋又富脑袋”

茂道吐苏木巴首嘎查的马头琴制作车间里，工人们
正细致地给马头琴打磨、雕刻、上漆，一把把精美的手
工制作马头琴跃然眼前。

科左后旗被称为“马王之乡”和“英雄上马的地
方”。近几年全旗依托“马文化”打造民族特色文化产
业， 2017 年，巴首嘎查与通辽市一家民族乐器公司合
作，成立村办企业“阿吉奈马头琴制作有限公司”，培
训当地村民马头琴制作技艺，为他们提供马头琴车间工
人的岗位。由于制作工艺精美，巴首生产的马头琴在市
场上一直供不应求。

35 岁的张翠莲是巴首嘎查建档立卡贫困户，弟弟
有严重智力障碍，公公又得了脑血栓，两个病人都需要
她照顾。去年年底，张翠莲来到村里的马头琴制作车间
做打磨工作，每月工资 2400 元。“就在家门口打工，
不耽误照顾病人，又不耽误种地，这么称心的工作上哪
儿找去？”张翠莲说。在巴首嘎查，和张翠莲一样在这
个车间工作的贫困户还有 3 人。

工作之余，村民们经常三三两两地凑到一起学习拉
马头琴，车间不时传出悠扬的琴声。

巴首嘎查党支部书记高兴嘎说，为了更好地传承民
族文化，巴首嘎查在乌兰敖道中心学校设立了马头琴特
色艺术班，教学生们演奏马头琴，还在村里建起蒙古族
民俗馆和演艺大厅，定期举办“乡村马头琴音乐会”。

“下一步我们打算整合旅游资源，把巴首打造成‘马头
琴文化特色旅游村’，带动全体村民致富奔小康。”

据通辽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奎介绍，目前通辽市已
有多个嘎查村打造马头琴等民族特色文化产业，与旅游
资源结合，创造经济效益。“乡村振兴不能只富‘口袋’，不
富‘脑袋’。发展文化产业，一方面能带动村民脱贫致富，更
重要的是弘扬和传承中华文化，培育百姓文明的生活风
尚，对助力乡村振兴具有深远的意义。”

(记者王雨萧)新华社呼和浩特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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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5 公里的河段，一
河两岸，一天两次……每
天，甘立林骑着电动车，带
着自制的皮划艇，沿着河
岸巡查，看到有漂浮物就
立马下河打捞。

今年 50 多岁的甘立
林是江西省靖安县双溪镇
大桥村村民，同时也是村
旁北潦河河段的“认领河
长”。为保护好当地生态，
靖安县在全县实施河长认
领制。甘立林说，这份工作
报酬微薄，但自己不是图
钱，就是想要管好自家门
口的河。

乡村振兴，生态宜居
是关键。记者在农业大省
江西采访发现，在乡村振
兴中，随着各地对生态环
境的重视，广袤的乡村催
生出许多像“认领河长”这
样的新行当。

走进江西省高安市祥
符镇南山村，时常看见路
边摆放着绿蓝红橙四色的
分类垃圾桶，村庄内外，道
路两旁，难寻垃圾的踪影。
祥符镇党委书记施志翔
说，祥符镇 14 个行政村
129 个村小组共聘请了保
洁员 136 个，每年镇里会
评选出 10 个“最美保洁
员”，67 岁的南山村保洁
员顾光荣就是其中之一。

“那些只有在城里才
能见到的分类垃圾箱、保
洁员，如今在我们村里也

有了！”顾光荣说，以前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
泥，垃圾臭，道路脏，现在村村配了保洁员，户户
都有垃圾桶，保洁员负责公共区域，每两天进行
一次垃圾集中清运。

这些新行当的背后，是农村生态治理和管
理模式的不断创新。

江西省德兴市龙头山乡清洁办主任董维维
如今有了新头衔：暖水村“垃圾兑换银行”行长。

为了改善人居环境，暖水村成立了当地第
一家“垃圾兑换银行”，村民将可回收或可焚烧
的垃圾送到“银行”，可以兑换许多日常生活用
品。

村民王秀英开始并不相信，她抱着试试看
的心态送去了在自家和路边收集的 160 个废旧
塑料袋，结果兑了两块肥皂。她说：“没想到垃圾
也能换东西，以后再也不乱扔了！”

“垃圾兑换银行”成立以后，塑料袋、旧电
池、易拉罐等过去随手丢弃的垃圾成了村民眼
中的“宝贝”。董维维说，以前几乎天天都要到河
里去捞垃圾，现在只需坐等村民拎着垃圾上门。

在靖安县水口乡周家村，一棵有着 1100 余
年树龄的古罗汉松参天而立，繁茂的枝叶遮蔽
了天空。42 岁的漆家春是周家村党支部书记，
他的另外一个身份，是这棵古罗汉松的“树保
姆”。

“每天都会来树下转转，一旦发现问题要及
时向林业部门反馈。”漆家春告诉记者。他还经
常向村民们普及环保知识和生态意识，号召大
家保护森林资源。

“为了厚植绿色生态优势，我们面向社会招
募了 100 多名‘树保姆’，开展日常巡护、复壮管
护、宣传推介等工作，让他们成为古树名木防盗
防火的安全员、防病防虫的保健员、生态环境保
护的宣讲员。”靖安县林业局副局长胡清国说。

(记者陈毓珊、郭强)新华社南昌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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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成都(记者陈地)四川是我国民族
大省，境内有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第二
大藏区和唯一的羌族聚居区。近年来，四川
大力挖掘民族优秀文化，在为乡村振兴提供
坚实精神动力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相关产
业的发展，成为乡村振兴战略中一颗耀眼的
新星。

当记者日前来到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茂县凤仪镇小学的时候， 9岁的卢晨曦身着粉
红色羌服，正勾勒自己的羌绣图案。当天她正
和班上的 22位同学一道，学习羌绣里“齐针
绣”的绣法。

旁边的教室里，当了 32 年数学老师的
李淑君正在给学生们教授羌笛吹奏技巧，
“我不仅教孩子们如何吹奏，还会给他们讲
每首曲子的创作背景，这可以更好地帮助他
们了解羌族文化。”李淑君说。

凤仪镇小学大队辅导员王明美告诉记
者，该校是全省首批开展羌文化进校园的试
点学校，至今已有 6 年。羌文化课程是学校
的兴趣班，每周两堂课，学生可以根据兴趣
爱好选择羌语、萨朗操、羊皮鼓舞等 10 多
个羌族非遗项目。

“文化是乡村振兴的源泉，对于我们少数
民族地区来说，只有让孩子们从小懂自己民

族的文化，爱民族的文化，传播民族的文化，
乡村振兴才有持久的生命力。”王明美说。

2013 年正式对外开放的茂县古羌城，

不仅浓缩了羌族的建筑文化、历史文化等，

更对羌族非遗文化进行活态展示。目前，每
天在古羌城有民间艺人、非遗传承人、羌族
百姓近 400 人，对羌族传统的转山会、羌
年、瓦尔俄足等节日进行展演，举办传统羌
族舞蹈萨朗舞、羌族体育项目推杆等活动与
游客互动。

来自永和乡纳普村 54 岁的杨中香正和
七八位羌族大婶，在广场上跳着欢快的萨朗
舞蹈，一旁来自贵阳的几个女游客饶有兴致
地加入舞蹈行列，杨中香耐心指导着，众人
将圈子越围越大，好不热闹。

“游客看到的每天在古羌城进行活态展
演的‘演员’，都是来自附近羌寨的群众，

每人每月有近 2000 元的收入。”杨中香
说，“我们一方面可以传播自己的民族文
化，一方面有了稳定的收入可以让村子更好
发展，多好啊！”

阿坝州壤塘县是四川最偏远、最贫困的
国家级贫困县之一。近年来，当地依托丰富
的民族文化资源，逐渐走出了一条“文化强
县”“以文化育产业”的道路。据了解，在

壤塘县当地，现已命名传习所 26 个，涵盖
藏香、藏茶、藏药、唐卡、石刻、服饰等非
遗文化。 26 个传习所的建立，使一大批民
间技艺传承人重振信心、重拾技艺，许多被
搁置和遗忘的民间艺术，重新回到农牧民群
众身边，促进 1400 多人从事非遗文化生产
性保护，带动上千户贫困户就业创业。

当你行走在 2146 公里的川藏公路南
线，或许会看到一群身材高大、长相英武、
目光深沉的男子。这群男人有着古铜色的皮
肤，长发长须，野性十足，因其主要生活在
康巴藏区，被称为“康巴汉子”。去年 4
月，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杰珠村正式
打造康巴汉子文化，成立了“康巴汉子农村
观光旅游合作社”，主要经营马帮、康巴汉
子服饰、歌舞、马术表演和特色藏餐饮食
等。游客只要在节假日来这里，都能享受到
骑马、观看康巴汉子歌舞表演等服务。统计
显示，合作社自成立以来，已吸引数千中外
游客前来观光旅游，经济收入近百万元。

“乡村文化、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也是农村的发展动力。”四川
省文化厅厅长周思源说，“四川作为民族大
省，坚持打好民族文化这张牌，乡村振兴必
将大有可为。”

农村大婶跳跳舞，每月就有近 2000 元收入
四川挖掘民族优秀文化，推动乡村振兴

▲ 7 月 30 日，农户在贵州省
岑巩县思旸镇国家级杂交水稻制种基
地对杂交水稻进行人工授粉。

近日，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
族自治州岑巩县的国家级杂交水稻制
种基地进入水稻授粉期，农户们趁晴
好天气深入田间“赶花”，让杂交水
稻充分得到人工授粉。据了解，岑巩
县杂交水稻制种生产已有 40 余年历
史，目前常年制种面积 4 万余亩，
每年可向市场提供优质水稻良种 800
万公斤。

新华社发（杨文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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