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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成都 12 月 5 日电(记者惠小勇、吴
晓颖)上个月，在四川广汉松林镇沙田村举办的
“松林国际地摊节”上，不惑之年的李银蛇成功
把自己的人生经历推销了出去，他把闯荡世界、
在全球七大洲的探险故事以有偿方式，讲给了
20 多个陌生人听。

和李银蛇的故事一同被买走的，还有非洲
小伙的歌声，儿童闲置书籍玩具，手艺人制作的
各种布艺、工艺品等。

这是仅有 643 户、2068 人的沙田村连续第
三年举办地摊节。这个距成都市区 80 多公里的
小村庄，正在从一个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村向
生态旅游村转型。

走进沙田村，一条条水泥路四通八达，一幢

幢川北新居掩映在青山绿水间，曾经撂荒的浅
丘坡地上果树成荫。正是柑橘成熟的季节，坡坎
上果园里，橘子满枝，柚子垂肩。

从微信朋友圈中看到地摊节活动宣传，董
小刚专程从湖南赶来。他说，在橘林下摆地摊，
还是人生中第一次；闻着果香听着鸟鸣、唠着
嗑，认识了朋友，还能赚钱，这种体验太赞了。

46 岁的喻昌波是地摊节发起人，他是名规
划设计师，也是沙田村的新村民。4 年前，老喻
受邀回到家乡广汉参与乡村旅游规划项目，被
眼前一个个老幼相守的“空心”村庄触动：新房
建好了、生活环境变美了，年轻人却走了，农村
缺少有想法、有能力、能做事的人。

思索再三，在外打拼了 20 多年的老喻做出

一个大胆的决定：接受松林镇政府的聘请，担任
乡村建设顾问，带头返乡，为乡村发展振兴尽
力。2014 年，他卖掉在云南丽江经营多年的客
栈，带着妻子来到沙田村安了家。

夫妻俩就地取材，在村里淘来些旧物件，把
租赁的农舍一点点布置成梦想中田园生活的样
子。步入这所名为“净庐”的乡村小院，红砖青瓦的
川西民居古朴而雅致，盛开的三角梅在院中摇
曳。原木的桌椅书架散发着自然的清香，屋内外
摆设的黑白电视、留声机等老物件与吧台、壁炉等
现代家居摆设相映成趣，怀旧与浪漫融为一体。

在村子扎根后，老喻总想着如何回馈家乡，为
乡村带来生机。举办地摊节、有传统年味儿的“九
大碗”坝坝宴、建猪圈书吧、成立松林乡村建设研
究院……一个个创意付诸实施。在喻昌波看来，文
化创意进乡村，是实现乡村旅游升级的一条路径。

“今年地摊节有上百个摊位，来了上万人，还有
外国游客，村里好久没这么热闹了。”沙田村村民杨
永坤说，那两天大家都忙着做生意、接待游客，自

己家种的红薯、柑橘、柚子卖了 1600 多元。
村口那间废弃的猪圈，被老喻亲手改造

成书吧，如今成了村里人气最高的地方。平时
村民来书吧免费读书，周末老喻和妻子在这
里开办“沙田艺术课堂”，义务教村里 20 多名
孩子画画、做陶艺，陪伴这些孩子成长。

入村 4 年来，老喻见证了一个个美好的
改变：村里那些腼腆害羞的孩子们，感受到艺
术带来的自信与快乐，变得乐观开朗了；村民
们养成了读书看报、健身的习惯，农闲时不再
无所事事、成天打麻将了，邻里关系也更和谐
融洽了。村口新建了 3000 多平方米的广场，
原本这片地都种着果树，村里提出建广场的
设想后，40 多户村民全部同意免费让出土地。

老喻的“净庐”成了建筑、文史、环境等各
路专家定期聚会，为美丽乡村“把脉”乃至开
展创业路演的地方。更为欣喜的是，受到感
召，村里不少“80”后、“90”后年轻人返乡创
业了，汇聚成激活村庄的内生力量。

办地摊节、开“九大碗”坝坝宴、建“猪圈”书吧、成立乡村建设研究院……

返乡“新村民”，用文化创意激活“空心村”

新华社南昌 12 月 5 日电(姚子云)小溪变
清澈、道路变宽敞、墙上画上墙体画……因为公
园的修建，江西省丰城市梅林镇泉汪村如今大
变样。76 岁的村民谢国和每天早晚在园中散步
半小时，天气好时和老友在园中下盘棋。

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江西今年开展乡村
森林公园建设试点工程，泉汪村是其中一个试
点。丰城市林业局种苗站站长雷涛说，如今小而
美的乡村森林公园，成为村民健身休闲好去处。

乡村森林公园还带来实在的经济效益。在

新余市分宜县洞村乡南村，村干部黄小春说，村
庄临近洞群旅游区，以往游客经过村庄直奔旅
游区，如何让游客停下来歇歇脚，一直是本地村
民考虑的问题。乡村森林公园的建设，为南村提
供了一个解决方案，在公园建设中融入乡风民
俗。

南村驻村第一书记喻宇飞说，现在村里建
起村史馆，展示村庄的文化内涵；在园区规划
中，打造有特色文化的乡村森林公园。在公园
旁，通过“林业+”发展模式，种植梨树，行间套

种黄栀子，提高土地利用，带动村民增收。
南村 42 岁的村民黄华说，过去砍树卖木

头，现在卖景观，公园建成后，游客增多，我们
有望通过卖农产品致富。

江西省林木种苗和林场管理局局长罗盛
金说，推进乡村森林公园建设将改善农村人
居生活环境，有效驱动乡村森林旅游业发展，
促进农村群众增收。今年江西首批选定 30 处
建设点，未来每个乡镇至少建 1 处乡村森林
公园。

新华社石家庄电(记者
白明山)“这个叫扇车，脱粒
用的，那个叫耧，播种用
的……”在河北省辛集市
吴家庄村的村史馆里，村
支书孟广平对陈列着的一
件件老式农具如数家珍。

吴家庄村史馆建于
2010 年，建筑面积 500 平
方米，收藏农村生产生活
用具 2000 多件。村史馆里
陈列的一件件农具都曾是
村民们的吃饭家当，提起
当年的劳作，今年 59 岁的
孟广平说，改革开放前主
要播种工具是耧，每到农
忙，起早贪黑、没日没夜，
人和牲畜都累得要命。

据介绍，20 世纪 70
年代，当地的农机修造厂
开展技术创新，成功利用
卧式 95 柴油机开发出小
四轮拖拉机，称“柴油机
长”，其后小四轮拖拉机在
全市农村广泛应用。

孟广平说，用上了小
四轮拖拉机带着耧播种，
大大节省了人力，节省了
时间，以前三个人三天能
干完的活，一个人一天就
可以轻松地干完了。到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辛集
市相继有了小型播种机、
大型小麦播种机、玉米播
种机、棉花播种机等，老

式的农具耧彻底下了岗。
大型播种机、拖拉机、五铧犁、玉米联合

收割机、秸秆还田机等新型的农业机械登台
亮相，在农业生产中大显身手。

“以前麦收，自家的活都忙不过来，哪有时
间给别人干，有了收割机以后，还能开着出去
挣点钱，麦收期间大约能收入几万元。”辛集市
运堂农机专业合作社的李运堂开心地说。

1991 年以来，辛集市每年组织联合收割
机外出跨区作业，仅今年就有 300台收割机远
赴河南、内蒙古等地开展跨区域小麦收割作
业，年作业面积 70万亩，创效益 1000余万元。

如今，当地小麦从种到收基本实现了机
械化，玉米播种、秸秆切碎还田、棉花播种也
基本实现了机械化，推广秸秆机械青贮、果
树管道打药、喷灌、滴灌、微灌、渗灌等国际
先进技术设备，机械化普及到农业生产的各
个环节，种、收农机使用率达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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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乡村森林公园修到村民家门口

新华社上海 12 月 5 日电(记者李荣)“我们
发展特色小镇，坚持‘三不主义’，这是一条不可
逾越的底线：不大拆大建、不贪大求全、不另起
炉灶。”在沪郊金山枫泾古镇采访，镇党委书记
张斌如是强调。

枫泾古镇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被称作“吴
根越角”，是吴越文化的代表。同时，这里又是上
海推进特色小镇建设的“前沿地带”。古镇“姓
古”，又要发展更新，如何处理这个关系？枫泾作
出了有益探索。

走进今天的枫泾古镇，依然是原汁原味的
江南水乡农家风范。“农”，是贯穿枫泾的发展脉
络；丢了“农”，枫泾就不是“活着的古镇”，这是
镇领导班子的共识。

记者了解，根据枫泾特色小镇的发展规划，
目前正在展开古镇更新、产业更新、社区更新和
乡村更新“四大工程”。不管如何更新，枫泾坚守
原则底线：坚决留住原住村民，让他们尽享发展
“红利”；坚决保留以江南建筑为“形”、人文历史
为“魂”的“人文古镇”完整生态。

在枫泾的产业更新中，有一个正在形成区域

要素影响力的特色项目——— 长三角路演中心。这
个充满新意的项目，也是基于“农”之根本：农科
专家手里多的是研究成果，落不了地；农民合作
社和农业企业最缺的也是农科成果，不知到哪儿
去找。枫泾借鉴“路演”方式，形成对接机制，至今

已举办 27 场路演活动，成功对接项目 39 项，成
果转化金额超 5000万元。

“农”，在枫泾古镇被激活，由“农创”向科
创、文创拓展，双创活力在一二三产业融合中联
动互动。

在实施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枫泾镇领导班
子达成共识：尊重古镇生活根脉，坚决“不扰
民”；不动农民“奶酪”，要“反哺”农民。

新义村是枫泾镇推进乡村振兴的探索实践
点，正打造“田园综合体”，依托路演平台的要素
集聚优势，实施芝麻、黄桃、梨园、石榴等一批产
加销、商旅休闲为一体的农创项目，与特色小镇
综合性功能形成互动，成为上海“现代农业+二
三产业+双创”的田园综合产业和生活基地。

走进新义村，但见田畴整齐、村居有序。村
党支部书记尤利明说，不扰民、农民认同、农民
受益，是乡村振兴的关键。

根据建设规划，所有农民实际居住的房屋
一律都是“原址、原用途保持不变”，以留住原有
的农户；村集体和村民闲置的附属性存量房屋，
作为一种“沉睡的资源”，在集体讨论通过和符

合村民意愿的前提下，通过有序的租赁方式
“唤醒”，形成一批“创客空间”。

村民唐亚英老小一家 5 口，住在自家建
造的两层楼房里。她家后园有一弃用的杂房，
现转成“众创空间”租给了创客。

“什么时候也让创客们给我家楼上楼下
的布置出出点子、来点创意！”唐阿姨笑着说。
创客没有打扰到农户，与农户融成了一体。

枫泾处在吴越文化交汇点，这里最先提
出长三角毗邻地区合作的概念，最早迈出实
际的步子。

如今，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
背景下，沪浙毗邻联动发展扎实推进。金山枫
泾与嘉善姚庄、惠民街道以及平湖新埭镇共
建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枫泾已有 7 个村与浙
江省境内的 7 个毗邻村结对。

“长三角毗邻地区有不少特色小镇，小镇
之间不能像土豆一样堆在一起，而是要像葡
萄一样有机地串在一起，这样才能更甜。”张
斌对新时代的“吴根越角”作了一个美好而又
实在的比喻。

不大拆大建、不贪大求全、不另起炉灶

上海枫泾建设特色小镇：坚持“三不”，坚守“农”根

▲在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新人们
参加枫泾水乡婚典（ 2017 年 9 月 22 日
摄）。 新华社发

幸福村

分红日

▲ 12 月 5 日，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河卡镇幸福村的贫困牧民杨克力加在清点自己领到的分红。

当日，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河卡镇幸福村迎来分红日，56 户贫困群众共 175 人领取了由青海可可西
里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发放的青稞收购款 75 . 3 万元，除去成本，每人可领到近 1600 元。

2018 年，幸福村通过到户产业扶持资金，在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内成立由 56 户贫困群众组成的青稞种植小
组，种植青稞超过 1000 亩，实现销售收入 75 . 3 万元。 新华社记者张宏祥摄

新华社西宁电(记者骆晓飞、魏玉坤)
“请不请舅舅？”白才旦在心里反复盘算
着，最终一拍桌子：“请，礼节必须有，但
一切从简！”

前些天，家住青海省海东市民和
回族土族自治县峡门村的藏族村民白
才旦忙着张罗儿子的婚事。按照当地
藏族人的结婚习俗，在结婚前夕，要带
着厚礼去请舅舅。要是放在以前，他会
二话不说买上好烟好酒，但现在他心
里犯起了嘀咕，想免去这习俗。

“别人家都请，你凭啥不请？街坊邻
居会怎么看你？……”朋友的质疑和指责
像连珠炮直击白才旦两口子的心里。他
们听着不舒服，但心里也认同礼节的重
要性，再三思考，两口子横下心决定只买
两瓶不足百元的酒，“娃的舅舅其实也不
在乎，心意到了就成”。

在请舅舅这件事上，白才旦两口
子态度如此坚决并非只为了省钱，更
是为了“树新风”。

“婚育新风进万家，户户盛开幸福花。
简朴文明办婚礼，平等和谐处夫妻……”
白才旦一口气给记者唱完了村里婚育新
风的宣传口号，他说，“在讲习所里经常讲
移风易俗树新风，大家乐呵呵地点头鼓
掌，如今真的轮到自个儿头上，才发现这
事儿不简单，没点儿狠劲还真办不了。”

白才旦口中的“讲习所”是峡门村
今年在村头成立的新时代农民讲习所，
主讲移风易俗、孝老爱亲和扶贫政策，
意在让群众在乡村振兴中拥有更多获
得感、幸福感。

“过去村里红白喜事都兴大操大办，
有的村民家里办场喜事就返贫了，虽说
大家心里反对浪费，但碍于面子，没人想
捅破。”峡门村驻村第一书记张福军说，
如今成立的讲习所定期开课讲移风易
俗，让村民自己登台讲做法讲变化，同时
成立红白理事会，制定“喜事新办、丧事
简办、升学宴不办”等村规民约，有效刹
住了铺张浪费之风。

在白才旦儿子的婚礼上，每桌酒席
不超过 500 元，婚礼还免了司仪，请张
福军当主婚人，全部费用加起来不超过
7000 元。白才旦笑着说，婚礼简单了，
“人情味一点也没减，面子上的排场小
了，文明的排场大了。”

村里近来方方面面都在发生可喜
变化：村落、道路变得整齐干净，村民
积极参加义务劳动，清理维护河道、水
渠；留守孤寡老人得病时，村民们争相去探望。

“建设美丽乡村，既要有生态宜居‘面子’，更要有乡
风文明‘里子’。”张福军说，新时代的讲习所补足了村民
的“精神之钙”，让文明之风吹进了老百姓的心里。

如今，新时代农民讲习所在民和县遍地开花，讲习
的形式也丰富多样。在隆治乡桥头村，部分村民自愿当
讲习员，每人负责 10 户左右的村民，在参加完村委会
组织的理论知识培训后，挨家挨户进行宣讲；在总堡乡
三垣村，村民党员组建党建微信群，不时转发有关党的
理论、民族团结等知识，在讲习所课堂上给村民补课。

据了解，为了刹住农村大操大办、互相攀比之风，
提升村民文化和道德修养，民和县从今年起在 28 个村
试点建立新时代农民讲习所，目前已覆盖 6000 多名村
民，初步达到了“以文化人、移风易俗”的效果。

“今后我们要在田间地头、村民院落等场所，通过板
凳会、座谈交流等多种形式开展讲习，要‘讲’出村民新动
能、新气象，‘习’出村民新作为、新担当。”张福军说。

近年来，厕所已成为农村人居环境的最大短板，是
导致一些农村地区留不住乡愁、引不来游客的重要因
素。我国正在大力推动的农村厕改，业已取得成效。这
是改善农村卫生条件、提高群众生活质量的一项重要
工作，在新农村建设中具有标志性意义。

此前，《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对厕改
提出了明确要求。一些地方积极推进，初见成效。以山
东为例，2015 年到 2018 年，仅淄博市农村就对 347 个
村、7 . 7 万户旱厕进行了改造，改造率达 90% 以上，大
多数受访村民对厕改较为满意。从全国范围来看，一些
农村厕改后甲乙类肠道传染病大幅下降，充分说明了
农村厕改的必要性和有效性。

与此同时，农村厕改工作中也出现一些问题，如一些
地区厕改后，出现冬季结冰无法冲水问题，需要加以解决。

我国农村自然环境、气候条件、发展水平千差万别。各地农
村厕改的建设标准、后期管理等也不尽相同，需要因地制
宜，提出有区别、适合有效的解决方案。

推动农村厕改，如果标准过高、负担过重，将会损
害农户参与厕改的积极性。如何让村民尽可能少花钱
就能用上干净卫生的厕所，这也考验地方政府部门办
好事的能力。要合理选择建设标准，鼓励农户投工投
劳，有效控制成本，避免“劳民伤财”。

小康不小康，农厕是一桩。党中央对农村厕改工作
高度重视，已将其列为“十三五”必须完成的约束性任务，
各地政府对这项工作要有力推动、有序安排、扎实开展，
对措施不力、搞虚假形式主义、劳民伤财的地方和单位予
以批评问责，在方便农村群众“方便”的基础上，补齐农村
社会文明的短板，推动农村人居环境的改善和美丽乡村
的建成。 (记者陈灏)据新华社济南 12 月 5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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