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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武汉电(记者廖君、齐菲)老家湖北
省武汉市江夏区五里界小朱湾的大学生小杜发
现，这个暑假回老家，不仅村落、道路变得整齐
干净；闲暇时间，村里喝酒打牌、搬弄是非的少
了，读书看报、娱乐健身的多了；婚丧嫁娶，大操
大办的少了，喜事新办、丧事简办的多了……这
些细微的变化源于今年以来，武汉借助推进乡
村振兴战略的契机，在 7 个区的农村全面实施
“以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助推乡村振
兴战略”行动，探索创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方
法和举措，让群众在乡村振兴中拥有更多获得
感、幸福感。

位于梁子湖畔的小朱湾有 32 户 157 人，
原本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失地村”和“空心
村”，年轻人外出打工，老人和孩子留守。55 岁
的村民徐秀玲说，以前小朱湾全是泥巴路，到
处脏兮兮。土坯房和砖房混盖，门前屋后是猪
圈、牛栏，垃圾随手乱丢。留守在家的村民们闲
暇时多半喝酒打牌。遇到婚丧嫁娶，每家每户
不大办一场就是丢面子的事。

据了解，武汉有 1902 个村(大队)，农业
人口 235 . 66万人，涉及蔡甸、江夏、黄陂等 7
个区。由于远离都市、交通不畅、缺乏工业支
撑，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滞后、村容环境较差、
村民素质也不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精神文
化生活空虚、铺张浪费好攀比等现象，影响农
村精神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工作，不仅要“面子”美，更要
“里子”实。“里子”就是乡风、家风和民风。从
今年开始，武汉通过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引
导村民树立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理念，
努力营造见贤思齐、向善向上的文明乡风。

记者在现场看到，现在的小朱湾绿树掩
映青墙灰瓦，花儿点缀湾间小道，淳朴民风荡
涤尘嚣，平整洁净的道路、古色古香的仿古建
筑，让周边市民流连忘返。变美后的小朱湾还
吸引了不少市民来此安家，让群众既满“口
袋”，又富“脑袋”。

华中师范大学国学院副教授许刚租用
农房成立新民文化书院，让这里成为周末亲

子游学、国学讲演活动的好去处；武汉理工
大学教授团队落户这里，让小朱湾有了第一
家教授工作室；市民叶仙参观小朱湾后喜欢
上了这里的环境，租房两栋开设了融合咖啡
厅和民宿的“沐楚客舍”；能人曾献琴办起三
星级的梁湖农庄、五星级的汽车露营地……
目前，小朱湾有餐饮、民宿、培训等经营户
21 家，其中 12 家是市民下乡租房经营，村
民回乡创业 9 人。如今，武汉建成了一批像
小朱湾、花博汇等荆楚风韵浓厚的旅游精品
村。

为了加强环境治理，武汉还深入开展“八
边两域”垃圾治理专项行动，对河边、湖边、塘
边、沟边、林边、田边、路边、屋边，拆迁区域、
插花区域内的暴露垃圾、废弃物进行集中整
治清理，消除卫生死角，引导村民卫生观念的
转变。

如何创新传统宣传教育形式，让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生活，使农村宣
传教育活动从“要农民参加”变为“农民要参
加”，让基层群众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从“要我做到”变为“自觉做到”。武汉以“翻
牌大开奖”“青年广场周三有约”等群众喜闻
乐见的形式为载体，深入开展宣传教育，补
足人们的“精神之钙”。黄陂区委宣传部副部
长李义祥说，黄陂区目前成立了 20 支广场

宣讲队，宣讲队以青年为主体，同时吸引老
年人和儿童参与。通过这种将政治理论寓
于艺术表演中的方式提高学习的趣味性。

武汉黄陂区蔡家榨街凤凰寨村党支部书
记龚勃生带领湾子里的党员志愿服务队向村
民们承诺：“有困难莫要怕，随时给我打电
话。”他们为村民修理水电、代办证件、代缴费
用，这些微志愿、微服务，事虽小，却能解决村
民的燃眉之急。

武汉市还充分发挥党员乡贤的引领作
用，让他们成为文明乡风的带动者。在黄陂区
长轩岭街南州田村优秀共产党员王前喜的带
领下，村里每名党员与贫困户结成帮扶对子，
解决村民生活困难，为村民寻找致富门路，打
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百米”。如今，村里田
间种满了庄稼，山坡布满了茶园，“一名党员帮
三户”，富裕了老百姓的口袋，更温暖了村民的
心。

武汉市委宣传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武汉
市实施“以乡风、家风、民风助推乡村振兴战
略”行动以来，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
度保障，积极探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农
村落地生根的新举措，坚持价值引领、文化
传承、环境创新三管齐下，目前初步达到了
“以文化人、成风化俗”的效果，促进了乡村
振兴。

“三风”助推乡村振兴，农民身有栖心有寄
武汉创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方法，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新华社乌鲁木齐 11 月 12 日电(记者马锴、
高晗)与往年一入冬就闲在家里不同，新疆和田
市吉亚乡贫困户麦合皮热提·麦麦提敏正在村
里的合作社忙活着，她和姐妹们要织造一批艾
德莱斯绸，为来年新品上市做准备。

艾德莱斯，是新疆传统特色手工艺织品，
因色彩艳丽、线条明快受到人们喜爱，其手工
织染技艺也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

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吉亚乡是深
度贫困乡，全乡 28867 人中就有 16130 人是建
档立卡的贫困人口。一直以来，这里被视为艾
德莱斯发源地，不少村民世代以此为生。但受
制于家庭作坊的生产条件和市场需求的季节
性变化，每到冬天这里的织机就变得悄然无
声。

近年来，当地政府建厂房、送织机、搞培

训，村里的能人跑展会、开网店、办企业，越
来越多的村民分享到艾德莱斯产业红利，走
向脱贫致富。如今，即便在冬闲时节，织机声
也不绝于耳。

麦合皮热提·麦麦提敏织造的是为周大
福珠宝设计的新款丝带样品，为的是再签一
笔大单。今年 8 月，在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的
帮助下，她所在的依柯林丝绸合作社拿到总
价 9万余元的订单，成为全乡第一批签约知
名品牌的合作社。

在满足手工织造、无抽丝、跳丝、脱色等
严格质量要求后，丝带的出厂价高出本地市
场价数倍。这让合作社负责人阿卜来提·麦提
图尔荪认识到“只有做精品、做新品，才能让
艾德莱斯的价值得到提升。”

为此，他鼓励员工开发新纹样，并根据难
度发放奖金。曾因产品不合格挨过批评的麦

合皮热提·麦麦提敏，通过练习成为熟练工，
也承担起新纹样试织的任务，每个月能有
2000 多元的收入。

临近的永辉丝绸公司负责人巴吐尔江·
吐松同样也在质量上下起了功夫。为了让织
工耐住性子织精品，他付的计件工资要比行
业平均值高出 30%。“一分心思一分货，一分
货一分价钱，要想产品销售好就得拿质量说
话。”他说，如今公司的产品早已走出新疆，销
往北京、西安等地。

品种增多、质量提升、销路渐开，脱贫路
上越走越快的吉亚乡也将目光投向未来。今
年以来，吉亚乡政府陆续关停 133家因为印
染工序达不到环保标准的家庭染坊，并与具
有污水处理设备的毛纺企业合作，将全乡的
艾德莱斯进行集中印染。

“污染要管，村民的肚子也要管。”吉亚乡

乡长巴图尔·阿卜杜拉说。除给予关停作坊经
济补贴外，当地政府还将各家各户的劳动力
介绍到其他企业从事印染、织造、搬运等工
作，脱贫、环保两不误。

麦麦提明·努尔是全乡有名的金牌印染
师，掌握着近百种花纹的印染工艺。自家作坊
被关停并没给他带来太大影响，仅靠在几家
企业担任技术顾问和培训师，他每月就能收
入近 5000 元。

“以前那种你家织、我家染的初级产业链
要不得了，得有规范化的现代产业链。”巴图
尔说，为此，当地政府已经号召乡里的经营、
技术能手组成行业协会，为全乡的艾德莱斯
织造制定统一标准。

回顾近 30 年的从业经历，麦麦提明·努
尔说：“能在冬天听到织机响，就说明艾德莱
斯的路越走越宽了。”

织机响起来，新疆艾德莱斯之乡告别冬闲

据新华社郑州电(记者韩
朝阳)靠近大城市，如何谋发
展？瞄准城里人“乡愁”需求的
乡村旅游是融合三产、连通城
乡的突破口。近年来，郑州市结
合脱贫攻坚，因地制宜发展“乡
村游”，乡村美了，农民富了，年
轻人回乡了，乡村振兴的内生
动力更足了。

乡村旅游业态多

样 因地制宜谋发展

引入企业开发没几年，距
郑州市区约 50 公里的中牟县
雁鸣湖镇雁鸣蟹岛就成为郑州
市民周末出游的“新宠”。

“游客数量逐年递增，2017
年接待游客近百万人次，收入
约 1000 万元。”雁鸣蟹岛负责
人冉珂说。目前，雁鸣湖镇成规
模经营的休闲景区就有 6家。

雁鸣湖镇韩寨村党支部书
记韩小顺举出几条村民挣钱的
门路：“流转土地，到景区打工，
搞农家乐，办休闲农业，不仅青
壮劳力有活干，老人妇女守在
家门口也能赚钱。”如今，韩寨
村已整体搬入新建社区，生活
水平不断提高。

自 2016 年起，郑州传统工
业强镇巩义市竹林镇也在乡村
旅游上大做文章。“镇里的年轻
人不缺就业机会，但要为老弱
人群创造就业岗位，以家庭为
单位增加收入。”竹林镇党委副
书记闫龙涛说，竹林镇依托长
寿山景区，打造红叶文化节等
旅游品牌，解决了近千人的就
业问题。

目前，郑州市周边乡村旅
游业态齐全，具备了田园观光、
休闲度假、自然生态游览和民
俗文化感知体验等多种功能。

旅游与扶贫结合 惠民与富民双赢

在郑州下辖的新密市尖山风景区，盘山公路两侧的农家
院沿路排开。2016年前，尖山风景区管委会下辖的 12个村中
有 8个省级贫困村，脱贫是 11000余名山区百姓的强烈渴望。

经过近 7 年的旅游开发，山上修通了 80 多公里的旅游
环道，容纳 500 户村民的 3 个社区建了起来，自然景观、伏
羲文化、特色民宿等变为百姓的“聚宝盆”。据统计，仅农家
院就由 2012 年的 20 余家增加到 2017 年的 230 余家，旅游
带动就业 4000 余人。

受益于尖山风景区伏羲大峡谷的开发，钟沟村于 2016
年摘掉省级贫困村的帽子。钟沟村党支部书记王长有说：
“村里有 6 户农家院，每年净利润在 20万元左右，妇女在景
区打工一年能挣两万多块钱，摆个小摊位卖土特产，一家人
一年也能到手 3万块钱。”

尖山风景区管委会党委书记刘红建说：“以前尖山人都
往外迁，现在外迁的人开始回流，近几年已有近 2000 名外
迁人员重新回到山里。”

旅游引智环境化人 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距郑州不到 100 公里的登封市徐庄镇曾是工业重镇，
但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等因素制约当地发展。土生土长的徐
庄镇人刘洋抓住当地产业转型的契机在大熊山发展旅游。

“以前很多老板赚钱后就到外地定居，留给老百姓一个
‘烂摊子’，而乡村旅游能把人拉回来，人回来了，才能把家乡
建设好。”刘洋说。

柳泉村位于徐庄镇大熊山山腰处，驻村第一书记朱文说：
“景区的作用就是以点带面，吃、住、行、游、购、娱，一颗子盘活
一盘棋，旅游是服务业，客观上还为乡村发展培养了人才。”

郑州市二七区樱桃沟景区本以盛产樱桃闻名，后将创
意乡村作为发展方向，2015 年成为中国乡村旅游创客示范
基地。“仅靠樱桃采摘，淡季时沿路的商铺几乎全都要关
门。”樱桃沟景区管委会主任齐新华说，“穷则思变，背靠郑
州，市民对精神文化的需求就是我们的发展方向。”

目前，通过引智慧、引资本，近 70家文创工作室在樱桃
沟落地，樱桃沟人计划将家乡打造成一个集艺术创作、文化
推广、成果转化、产品销售于一体的创意乡村。

齐新华说：“通过旅游升级带动当地群众转变思想，培
养新技能，村民的素质提高了，自己就能造血，这是乡村振
兴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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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电影放映员的“光影世界”

▲近日，曾纪连在宽田乡山下村调试放映设备，准备为
村民们放映电影。今年 69 岁的曾纪连是江西省于都县宽田
乡的一名电影放映员。虽早已退休，他依然放不下电影放映
这份工作，平均每月为村民放映电影达 20 场（次），为当地
群众带来深山之外的“光影世界”。曾纪连说：“优质的电影
可以让人感到快乐，不仅生活多了色彩，更令百姓有了期
盼。” 新华社记者胡晨欢摄

农村“三资”网上公开

右上：
近日，福州
市仓山区仓
山镇先农村
村民在扫码
登录惠民资
金网查询农
村“三资”公
开情况。

右下：
近日，福州
市仓山区纪
委监委 、农
林水局等部
门工作人员
借助惠民资
金网在仓山
镇先农村实
地核对林地
资源情况。

近 年
来，福建省
福州市积极
推进民生领
域“互联网
+”监督，通
过转变“线
下公开”为
“ 线 上 公
开”，将农村
资金、资产、
资源等信息
全部纳入福
州市惠民资
金网监督平
台，村民打
开手机即可
随时查询监
督。

新华社记者
张国俊摄

新华社合肥电(记者姜刚)“在
咱们社区，有事好商量！”安徽省合
肥市肥西县柿树岗乡新街社区协
商民主议事会成员程正宏说，该社
区试点“村事民定”工作法以来，把
废弃的预制厂“整治”为小公园；拆
除老电影院“建成”公共停车场；集
体经济组织成员名单正在公示
中……记者近日来到程正宏提及
的小公园看到，这里四周竖立着一
块块宣传标示牌，石磙等农具在园
内错落有致地展示，园内路面整洁
卫生，各种花草绿树相间，一派环
境优美景象。

“这里是社区入口处，原来是一
个废弃的预制厂，盖了几间房子，挡
住了拐弯处群众出行的视线，发生
过不少交通事故，而且环境也不
好。”新街社区党委书记周正东说，
群众通过议事会把问题反映到社
区，经社区和乡政府协调处理，在这
里兴建了小公园。

如今，在新街社区，有事好商
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已成为
大家的共识。然而，受访的居民们
说，两年前并不是这样，特别表现在
修路、拆迁等问题上，群众没啥知情
权，更谈不上决策权，往往对社区的
工作不满意。

新街社区所在的柿树岗乡位于
合肥市西南，在肥西县五大功能片
区中被定位为西北部生态协调发展
片区。近年来，该乡党委、政府大力发
展都市现代农业、休闲观光农业、乡村文化旅
游和生态适宜性产业，全面拉开了大建设、大
征迁序幕。目前，柿树岗乡已有 11个村完成或
正在进行整村推进，拆迁面积 90多万平方米。

“大建设、大征迁给原有的基层社会治理
体系带来挑战，拆迁补偿、危房改造、邻里纠
纷等社会问题和矛盾显现。”柿树岗乡党委组
织委员何翰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群众有时
会认为村里的各项工作决策不透明，很多时
候村干部认为是在为群众做好事，可群众却
不理解、不支持。架起村“两委”和群众沟通的
桥梁，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模式迫在眉睫。

在借鉴外地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柿树岗
乡党委决定 2016 年在新街社区、黄花村试点
“村事民定”工作法，通过建立“协商民主议事
会”制度和“同心会客室”制度、开设网络互动
空间，就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事项，通过提出

协商议题、开展商前调研、组织协商
活动、落实协商结果、监督执行效果
“五步协商”模式的路径，确保群众
对乡村事项的知情权、话语权、参与
权和决策权。

“大到社区里的各项基础设施
建设，小到具体的邻里纠纷，议事会
要么牵头自行商量解决，要么把问
题反映到社区，并监督问题的解
决。”周正东说，议事会成员约 30
人，由社区党组织、团组织等组织成
员和退休干部、退休教师、乡贤和返
乡创业人士等组成。

工作好不好，关键看实效。“我
家对面原来是老电影院，租给别人
做生意，搞得乌烟瘴气的，一刮风难
闻的气味就飘了出来。”新街社区居
民唐世元说，群众把意见反映到议
事会，最终拆掉建了公共停车场。
“不久前公交车也开通了，现在环境
好了，出行方便了。”

在“村事民定”工作法作用下，
黄花村近 3 公里的砂石路建设，经
“商量”即将进入招投标阶段；为修
建群众热盼的当家塘，挖掘机正在
田间地头忙碌着……“我们村民组
已修建好一口当家塘，现正在修建
第二口。”72 岁的黄花村村民孙成
贵说，以前水塘小，遇到干旱年景要
抗旱，这次村里通过议事会征求了
村民的意见，当家塘的选址是村民
定的，“待当家塘全修建好了，种庄
稼就省心了。”

有事好商量，消除了误解，增进了共识。
新街社区协商民主议事会成立以来，共搜集
问题意见 19件，其中 14件作为协商议题开
展了协商活动，12件落实了协商结果并公告
于民，2件正在办理中。

“村事民定”工作法引起广泛关注。“村庄
的事老百姓最清楚，他们需要什么他们心里
也最清楚。”安徽省委党校汪兴福教授认为，
村事民定是基层民主、基层治理的重要形式，
老百姓认同就好。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我们要健
全现代乡村治理体系，促进自治法治德治有
机结合，而‘村事民定’工作法的本质是协商民
主，可谓是深化村民自治实践的创新做法。”
肥西县委常委、组织部长郜志华说，下一步该
县将总结经验和完善不足，力争在全县范围
内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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