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康实践

进行时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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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奋进新征程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建功新时代

他山之石乡村振兴

麦秆画里话丰收
新华社记者 王志

● 村民在议事亭聊天

民风更淳朴 乡风更文明
——洛川县积极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助力乡村振兴

记者 孙艳艳 通讯员 李进 侯翠

看小康走进乡村

眼下，我国第二大小麦主产区山东省的夏收已结
束，在山东省聊城市高唐县三十里铺镇孙庄村的“草艺
斋”工作室，孙玉荣等七八个村民忙着挑选用于制作麦
秆画的麦秆。

“麦收刚过的麦秆长、亮、薄、软，非常适合做大幅的
麦秆画。我家6亩多麦子，今年平均亩产达到1200斤，
比去年每亩多收将近200斤，一亩增收了300多元。我
用自家地里种的麦秆做成的《三牛图》，还能再卖2000
多元，真是双丰收。”60岁的孙玉荣笑得合不拢嘴。

记者看到，这幅全部用农业废弃物麦秆做成的《三
牛图》，耕牛浑身金黄，牛角高昂，牛蹄有力，与丰收的
麦浪浑然一体，栩栩如生。

高唐是种粮大县，受去年秋汛影响，全县冬小麦大
面积晚播，苗情整体偏弱。高唐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
艺师杜立芝说，当地开展科技壮苗行动，对农民进行小
麦追肥、镇压等促弱转壮关键技术指导。今年全县收
获小麦78.4万亩，平均亩产1058.5斤，比上年亩均增产
25.5斤，小麦总产量达到41.5万吨，实现夏粮大丰收。

“在普通人眼里没什么用处的麦秆，经过我们这些
农民‘画师’之手，被制作成一幅幅题材各异的麦秆画，
成了能生钱的‘金麦穗’。”高唐县非物质文化遗产麦秆
画传承人李志海说。

祖辈几代人传承下来的麦秆画制作工艺，过去李
志海一直把它作为自娱自乐的手艺留存。从 2018年
起，高唐县文联与三十里铺镇政府扶持他成为乡村文
化带头人，推动麦秆画产业化，逐渐在当地打造起农民
足不出户的“指尖经济”。

三十里铺镇在孙庄村为李志海安排了两间工作
室，免费向村民们传授麦秆画制作工艺。

“麦秆画融入国画、版画还有烙画、剪纸等多种艺
术形式，想要制作一幅完整的作品，需要经过选材、剪
段、浸泡、剖开、压平等12道工序。”李志海说。

挑选麦秆是最关键的第一道工序。每年麦收时
节，孙庄村的农民“画师”们都会在麦地里仔细挑选上
成的麦秆，储备一年的创作用量。

记者看到，选中的麦秆被一根根剖开，然后用刮刀
将麦秆上的瓤反复刮除，使其光滑、厚薄适中。刮开后
的麦秆还保持原先的卷曲度，再用熨斗彻底熨烫平整，
用于粘贴使用。

“学个手艺，不收学费，还给工钱。”60岁的村民曲
广芹从去年起跟随李志海学习麦秆画，如今已能根据
图样自己创作牡丹、雄鹰等作品。“农闲时在这里剪秸
秆、贴个画，一天能挣50多元，心情甭提多好啦。”

花鸟虫鱼、人物风景，皆是麦秆画的创作主题。“现
在，小幅麦秆画的价格一般在百元左右，中幅的在千元
左右，最贵的大幅作品价格在3000元至6000元。借助
网络直播展示制作工艺和作品，今年孙庄村的麦秆画
订单已经排到了年底。”李志海说。

6月 27日一大早，在洛川县黄章便
民服务中心洛安府村的文化广场上，一
场激情澎湃的洛川蹩鼓精彩上演。

只见蹩鼓手们头扎英雄巾，身穿对襟
战袍，背扎战旗，腰系战鼓，精神抖擞，在
锣鼓齐鸣中，时而变换队形，动作协调有
序，在粗犷雄健的舞姿和隆隆鼓声中演绎
出黄土高原上震天动地的“狂想曲”。

“我们在村党支部的引领下，率先成
立了洛安府村蹩鼓艺术协会，现有队员
140余人。近年来，我们利用农闲组织
演出，既传承了蹩鼓文化，又增加了我们
农民的收入。”黄章便民服务中心洛安府
村蹩鼓队队员王东红向记者介绍。

近年来，洛安府村始终坚持强党建
抓引领，建立健全“一约四会”机制体制，
引导群众改变陈规陋习，着力构建基层
社会治理新格局，切实推进美丽村庄建
设。同时，为了丰富村民的文化生活，弘
扬传统文化，村子还成立了秧歌协会、蹩
鼓艺术协会，组建了三支广场舞队伍，组
织完成多场次文艺演出，举办了“宣传精
神文明 助力乡村振兴”首届村民大会，
表彰奖励了好婆婆、道德楷模等表现突
出个人和家庭 54人，凝聚了民心，弘扬
了正气，树立了良好村风。

如今的洛安府村处处呈现风景美、
风尚美、风俗美、风气美的文明新气象。
该村也在2020年被评为市级文明村。

洛安府村村级精神文明建设有特

色，距离洛安府不远的黄章村新时代文
明实践学校同样不甘落后。该校利用群
众空闲时间，组织群众定期开展“道德讲
堂”“讲文明树新风”“移风易俗”等群众
爱听想学、易懂实用的政策宣讲文化活
动，不仅丰富了村民的休闲文化生活，还
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可口”的精
神文化大餐。

“通过‘唱一首红歌、诵一段经典、讲
一个模范故事、谈一番感悟、做一件好
事’5个环节，以身边人讲身边事，用身

边事教身边人，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教育
群众积德行善、传播善举、传承文化，主
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激发群众
道德感悟，让大家在学习中感悟和净化
心灵。群众之间有难以解决的问题，就
会一起去村子的‘说理亭’，叫上德高望
重的老人和处事比较公正的村民进行说
理，形成了家庭和睦、邻里和谐、乡村和
美的良好家风民风村风。”黄章便民服务
中心黄章村党支部书记李文强说道。

乡村文明是乡村文化振兴的具体体

现。今年以来，黄章便民服务中心在洛
川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组织下，围
绕乡村文化振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等主题，共举办各种文化活动12次。黄
章记忆馆每周坚持 2天定期免费开放，
目前共接待和服务近300人次。黄章蹩
鼓先后外出参加各类演出活动 6次、参
演群众 200余人，极大地满足了广大农
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为创造农民高品质
生活提供强大的文化凝聚力和精神推动
力，加速乡村全面振兴。

近年来，洛川县坚持以“乡村振兴、
文化先行”为引领，不断推动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深入人心，文明村镇创建不断
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有力推
进，乡村思想道德建设不断深化，公共文
化服务成效不断提升。目前全县共有5
个市级文明镇、3个县级文明镇、1个全
国文明村、3个省级文明村、27个市级文
明村、87个县级文明村。规范建成23个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非遗传习所 12个，
非遗传承人 192人。5个村被确定为全
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示范站。

“下一步，我们将创造性开展乡村大
舞台、乡村讲习所等文明实践志愿服务
活动，通过整合各类资源，调动各方力
量，形成乡村文化振兴工作的强大合力，
达到‘凝聚群众、引导群众，以文化人、成
风化俗’的目的。”洛川县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主任郑彦斌说。

蜿蜒流淌的小河，干净整洁的巷道，
窗明几净的农家小院，错落有致的大棚，
层峦叠翠的青山……夏日，走进宝塔区
临镇镇觉德村，一幅美丽乡村的幸福画

卷呈现在眼前。
“过去，觉德村村民主要以玉米种植

为生，住得生态，过得清苦，乡村振兴战
略的实施，让这里发生了变化。近几年，

我们村聚焦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发展目标，积
极推动党建与乡村振兴相融合，以党建
高质量发展引领乡村振兴加速推进。”觉
德村党支部书记田桂紫说。

觉德村以村“两委”换届为契机，吸
收致富带头人、在外人才等优秀党员进
入村“两委”班子，为实现乡村振兴提供
良好的智力支撑。制定了《觉德村党史
学习教育计划书》，以村“两委”班子成
员轮流参观学习红色文化、参与红色培
训、观看红色电影等，不断激励党员责
任担当、服务意识和示范作用，增强支
部战斗堡垒作用。以“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为抓手，借助学习强国平
台、村党员微信群等形式多样、载体多
元的方式，组织全村党员学习宣传党的
方针政策，持续提升党员服务群众能
力。同时，开展“产业之星”“抗疫先锋”
等评选活动，共评选出“产业之星”20
名、抗疫先锋 10名、“优秀村两委班子
成员”5名，进一步增强村党支部的向
心力、凝聚力、战斗力，激发干部群众干
事创业的信心、决心。

有了坚强的战斗堡垒和群众基础，
觉德村的发展也更有方向。

依托当地资源优势，觉德村党支部
充分发挥“头雁”作用，紧紧抓住产业发
展这个“牛鼻子”，将支部建在“产业链”
上，不断探索“党建+产业发展”“支部+
农户”等模式，大力发展设施大棚种植
产业，不断提升瓜菜品质，提高“觉德小
瓜”品牌效益，通过种植西小瓜，大大保
障了农民收入，村集体经济收入每年持
续增长。

今年，觉德村采取“线上+线下”的
销售模式，做到产业发展、疫情防控两手
抓、两不误。今年上半年，觉德村共新建
标准棚 154座，人均纯收入较去年同时
期增加7个百分点。

“这几年，我们觉德村在党委和政府
的引领下，不仅产业发展起来了，环境卫
生也搞得很好，大家住得很舒服，也很幸
福。”谈起这几年村上的变化，村民们的
幸福感溢于言表，大家都说，“生态美”成
为了觉德村的“新底色”。

觉德村以“支部组织、党员带动、
群众参与”等方式大力推进人居环境
综合整治，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持续
聚焦村容村貌提升、农村生活垃圾治
理、“厕所革命”等工作，人居环境发
生蜕变。

近日，记者走进甘泉县下寺湾镇下寺湾社区种植
户方连花的日光温室大棚，看到一行行枝繁叶茂的黄
瓜藤上，挂满了直顺油亮的黄瓜，个个顶花带刺、长势
喜人，把整个大棚染得绿意浓浓。看着自家的黄瓜大
棚，方连花的脸上透着喜悦。

近年来，甘泉县下寺湾镇下寺湾社区以日光温室
大棚种植为主导产业，大棚黄瓜成为村民种植的首选，
这里种植的黄瓜皮薄、口感好，深受广大市民青睐，成
为蔬菜市场上的“抢手货”。经过多年的培育发展，如
今黄瓜产业已成为当地农民增收致富和振兴乡村的好
产业。

“我的棚是 100米的棚，下了 3600株苗子，黄瓜口
感好产量高，今年能收 2万公斤左右，收入差不多在 4
万多元。”方连花向记者介绍。

今年47岁的方连花种植大棚已经有8年时间了。
俗话说，“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为了更好地发展
日光温室黄瓜产业，下寺湾镇下寺湾社区持续组织开
展农技专业知识培训，指导种植户进行标准化种植与
科学管理，有了好技术，方连花家的黄瓜产业收入也逐
年提高，日子也是越过越红火。

像方连花一样，下寺湾社区开始发展大棚种植的
村民越来越多，大棚蔬菜已成为该社区的特色产业之
一。目前，下寺湾社区共有日光温室大棚 36座，年产
各类果蔬50余万公斤，年收入可达120万元左右，其中
黄瓜产业就占到了26棚，年产量40万公斤，收入可达
104万元左右。大棚黄瓜产业发展，为群众增收、乡村
振兴打下坚实的基础。

觉德村的“新底色”
记者 刘小艳 黄建斌 通讯员 班彩彩

大棚黄瓜绿意浓
记者 谷嫦瑜 通讯员 白腾

本报讯（通讯员 王华 记者 杜音
樵）近年来，黄龙县三岔镇大力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紧抓“壮大村集体经济”和

“活跃镇村人气”两个着力点，大力推广
“家门口做生意”，不仅把外出务工的青
壮年群体吸引回来，管理好自家的果园
和土地，同时还多形式进行宣传鼓励，让
他们发挥自身优势开店做生意。

每到饭点，马磊的饭馆门前便停满
了车，顾客有过路的过境大货车，有对面
园区的工人以及村里下地回来的老乡。

“我之前一直在西安的饭店干厨师，
在外打工心里一直没有归属感。去年听
说我们家门口的工业园区越来越热闹，
我就萌生了回家开饭馆的想法。饭馆开
业后，生意一天比一天好。”三岔镇四条
梁村回乡创业的马磊笑着说。

和马磊一样返乡就业的，还有孟家
山村的李阳平。

李阳平家里有30多亩地，主要种植
苹果、玉米和核桃。家里生活开支大，种
地投资一年比一年多，作为家里顶梁柱

的李阳平，前两年出门务工贴补家用，家
里的地就交给媳妇打理。

“听说我们村上的陕果基地招人，想
着在外头打工也挣不了多少钱，就有了
返乡打工的想法，既能给家里多挣一点
钱，还可以照顾家里。”李阳平说。

随着乡村振兴步伐的快速迈出，人
居环境、基础设施和道路通行条件等逐
步改善，三岔镇群众土地面积普遍较多，
劳动力缺乏问题日益突出。为有效缓解
这一问题，三岔镇党委、政府以“乡愁”为
纽带，在农业产业、社区工厂、自主创业
方面不断加大支持力度，大力发展“归雁
经济”，全面摸清各村在外务工人员底数
和技能，“一对一”宣传返乡扶持政策，让
有返乡意愿和就业能力的群众回归。

四条梁村为了发展壮大村集体经
济，在现有的核桃加工厂的基础上，新建
了一座冷库和一座核桃深加工厂，现在
主体已基本建成，计划今年投产运营。

“这两个厂子正式运营前，我最担
心的就是人员问题，发展村集体经济，

主要是为了让群众致富增收，所以我
这段时间一直在村里宣传招聘信息，
让我们村在外务工人员回家创业就

业，自己人给自己村上干事，积极性都
很高。”四条梁村党支部书记常建立
说。

黄龙县三岔镇大力推广“家门口做生意”

引导青年返家乡“归雁经济”促振兴

● 方连花在大棚打药

● 种植户采摘成熟的西瓜准备售卖

● 马磊在后厨做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