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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彭 辉
本报通讯员 王海政

村容整、村风正、村业兴。进入4月，
在威海市文登区乡村走走看看，顿觉新风
扑面。在实施乡村振兴过程中，文登区将
乡村治理作为重要抓手，发挥群众主体作
用，引导群众自觉参与、自觉约束、自觉
监督，从而实现自我治理、有效治理。

记工账本清了零

又是一张空白页！高村镇下夼村村务
支出公开栏中张贴着刚刚公布的3月份支出
情况，在“村民义务工登记”这一项下面
没有任何支出项目。“现在村民出工时兴
不 记 工 分 ， 变 成 了 真 正 的 出 ‘ 义 务
工’。”下夼村会计王书见说，以前工分
登记最少的月份也有两页多，每年支出6万
多元。

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党员，党员
看干部。“村子风气怎么样，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村里的党员干部带头人。”下夼村
党支部书记王振威说，从他自己开始，发
动村里党员带头，凡属村级事务出零工的
不记工计分，干给群众看，带着群众干。

“党员干在前，俺也不能落后。”村
民孙晓珍说。群众观念有转变，支部趁热
再加把劲，实行党员包户，23名党员分包
150户群众，逢事找群众商量，做群众工
作，争取群众支持。在今年3月份城乡环卫
一体化考核工作中，村里群众全员出工，
顺利通过头一批检查验收。

为提升农村党员干部素质，文登区每
年组织全区683个农村的两委成员和党员干

部开展两轮“大学习”，引导他们成为乡
村治理，乡村振兴的带头人。

46条村规管全村

“只要下雪，我们村肯定清理得最
快。”张家产镇董家店村支部书记王海涛
说。今年头两个月降雪较多，董家店村街
道总是能保证随下随清。

保持这样的好风气缘于村规民约起了
作用。翻开董家店村的村规民约小册子，

包括社会治安、土地山林、邻里关系、婚
姻家庭等共9章46条。“下雪天，18岁至69
周岁的村民义务清扫街道积雪。”是村规
民约第八章第一条。许多人天不亮就出门
扫雪，年纪最大的有80多岁。

村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作用明显，文
登区结合新一轮农村“两委”换届选举，
让在农村不成文的规定固定下来，成为村
民们自觉遵守、自我约束的“明文规
定”。“乡村的事还是乡亲说了算，村规
民约的主体内容由各村视实际情况而

定。”张家产镇党委书记刘新伟说。根据
镇党委统一的村规民约5章32条，董家店村
根据村情增加了土地山林和环境维护等内
容，逐一征求群众意见，并根据群众意见
进行修改，在村民代表大会上通过，46条
村规变成村里的小法典。

喜宴大厅排上队

3月20日，泽库镇尹家村村民王喜春家
的喜事在村里的喜宴大厅热热闹闹举行。
儿子媳妇都在城里工作，为啥喜事要在村
里办？王喜春说：“现在操办红白事不比
讲排场，在村里操办既省钱又省心。”老
王仔细一算，宴请8桌客人，总共才花了
4800元。

“以前村里人办红白事讲究摆阔气、
爱攀比，总担心在村里办得不够隆重丢了
面子。”尹家村党支部书记侯成合说。为
了改变这一状况，村里成立了红白理事
会，对村里的红白事制定了统一的章程，
大家按照一个标准来，谁家有了红白事，
理事会的成员和邻里乡亲都互相帮忙张
罗，看似简办的喜事显得更加热闹了。去
年，尹家村8对新人全部在村里喜宴大厅
办了婚礼，今年有5对新人已经预约了喜
宴大厅的好日子，其中包括一对邻村的新
人。

推进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文登
将农村道德建设作为乡村治理一项重要内
容。区里开展了“善行义举四德榜”“好
媳妇、好婆婆”“星级文明户”等评选表
彰，用身边好的典型感染带动村民，还把
他们的事迹编成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节
目，进一步放大典型的示范带动效应。

乡村事 乡亲管
——— 文登区乡村治理见闻

□本报记者 罗从忠 杜辉升
本报通讯员 李维江 李绪业

“五莲县山连山，大小山头三千
三。”作为一个山地丘陵占了总面积86%的
山区县，五莲县乡村振兴该从哪里起头？
2017年底，五莲县制订“乡村振兴工程三
年行动方案”，计划到2 0 2 0年，推进以
“现代农业+美丽乡村+全域旅游+脱贫攻
坚”为主要内容的振兴乡村工程。如今，
行走在五莲山村的大街小巷，新鲜见闻不
绝于耳。

培养皿里“长”出大产业

4月7日，在坐落于乡野之间的五莲县
中林丰沃集团，工作人员向记者展示了一
个培养皿，里面装了15棵蓝莓苗。可别小
看这15棵苗，三个月后这15棵苗子就能变
成1500棵，种到地里就是5亩的面积，相当
于8个篮球场。

培养皿里长出大产业，靠的是国际领
先的苗木组培繁育技术和世界上最先进的
实验室及科研中心。三年前，中林丰沃集
团投资1 . 3亿元建设了大丰园苗木组培繁育
基地，引进荷兰技术，成为全世界拥有同
等技术装备水平的三家企业之一。

凭借2万多亩的5个现代化育苗基地，
去年中林丰沃集团实现销售收入5亿元，辐
射带动周边5个乡镇30多个村的3000多农户
增收3 0 0 0余万元。让农业插上科技“翅
膀”，做强乡村振兴的产业支撑，现代农
业培育行动正在释放强大的带动效应。目
前，五莲县农业龙头企业达到190家，农民
合作社883家、家庭农场670个，成为带动农
民增收的主力军。

“乡村振兴的首要任务是产业兴旺。我
们将围绕‘兴产业、富群众、壮集体’，大力发
展农业‘新六产’。”县委书记马维强表示，五
莲将像抓工业一样从产业发展入手抓农业
生产，加快构建现代农业全产业链，进一步
做强乡村振兴的产业支撑。

白庙河改名“凤凰溪”

在松柏镇，东白庙村前的白庙河已改
名为“凤凰溪”。叫了许多代人的小河名
字改了，村里不少人感到既新鲜又好奇。

4月6日，凤凰溪流水淙淙，鸭鹅浮游
其间，一道道拦河坝辅以河卵石、老磨盘
等装饰物，颇具乡间野趣。

投资120万元的整治提升工程，确实让
这条村前河旧貌换新颜。但真正让白庙河
改名字的，是当地日益壮大的乡村旅游和

不断加码的美丽乡村建设。
白庙河上游是总面积12000亩的凤凰山

百果谷生态旅游景区。经过多年的林水建
设，这里已有生态林2600亩、樱桃5500亩、
板栗1000亩，其他杂果800余亩。花开、结
果、收获时节游客络绎不绝，东白庙、窦
家台子等7个村庄因此受益。

白庙河正处于百果谷的东入口，改名
后将与“凤凰山”相应和，形成“凤凰山
下凤凰溪”的意境。同时改名为“凤凰”
的还有沿河路，五莲对其拓宽铺装、沥青
罩面，景区交通更为顺畅。“这一河一路
的打造，是对凤凰山流域乡村旅游的提
升，也是对区域内美丽乡村建设提升。”
东白庙村两委成员许传梅告诉记者，凤凰
溪景观整治项目正是松柏镇南部美丽乡村
片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将美丽乡村、全域旅游、林水
会战、基础建设融合起来抓，逐步改变农
村面貌，打造生态宜居家园。”马维强介
绍，五莲县将盘活农村闲置房屋、土地等
集体资产、资源，集中开发4个乡村游集群
片区，建设一批乡村游精品项目，并以入
股乡村旅游等方式提升村集体收入。

贫困老人有“贴身保姆”

与印象中农村独居老人脏乱差的生活
环境相迥异，厉复来的小庭院虽然简陋却
干净整洁。推门进屋，家居物件也收拾得
井井有条。这位聋哑老人边艰难地发着嗓
音边指指身后的厉保美，意思是“都是她
的功劳”。

一辈子单身的厉复来与丈夫残疾的
厉保美是前后院的邻居，也都是建档立
卡的贫困户。“老汉打了一辈子光棍，
柴米油盐洒扫庭除的都挺外行，再加上
腿脚越来越不灵便，整天凉一顿热一顿
的也不是个事儿，需要个人照顾着。”
洪凝街道红泥涯村党支部书记张守英介
绍，因此村里聘请厉保美当厉复来的
“保姆”，照料日常起居。就这样，村
里只出一份钱不但解决了老年人口“解
困”的难题，还解决居家妇女“脱贫”问
题，可谓一举两得。

像厉复来一样，五莲县582名贫困老
人受益于这种“互助养老”模式，有了
“贴身保姆”。他们将获得护理员提供的
上门服务，不定期给老人送餐做饭、清洗
衣物、打扫卫生、外出代购，每天上门走
访查看老年人在家中吃、穿、住、医方面
的情况，及时发现老人所需并提供服务。
目前，五莲县已有225名贫困妇女在村内上
岗。

喜看山乡新鲜事
——— 五莲县乡村振兴见闻

◆乡村振兴动起来

□本报记者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丛清洁 李爱玲

眼下正是农忙备耕时节，而在昌乐县
乔官镇五棵松田园综合体内，备耕却十分
“淡定”。400亩的瓜菜大棚里，不见备耕
机械，仅有七八名管理人员在忙活。

据五棵松负责人张德增介绍，两年前
的春季备耕，这里还是地耙子满地跑，农
药化肥大把使。由于是薄地，一年折腾下
来也剩不了几个钱。去年，在唐家店子村
“两委”的协调下，张德增流转了1000亩

土地，搞起了农业综合体。
张德增请来县农业局专家，对土地进

行了测土配方，根据不同地块的测土数
据，量身定制了生物肥配方。缺啥补啥，
精准施肥。

“高温大棚今年全部用上了滴灌设
备，实现了水肥一体化。肥料、生物菌液
菌剂，只要专家配好了，放进施肥器，就
不用管了。非常省事，还能节水80%。”张
德增说。

记者看到，大棚外立着一个个施肥
器，工人正在将发酵好的生物菌液倒进施

肥器里。“不用半小时，大棚的施肥工作
就完成了，而且一个人可以同时看管多个
棚。以往，同样的工作至少需要几个小
时。”张德增说，用上水肥一体化技术
后，每亩棚平均节省10个工，每个工按150
元计算，光这一项，一年就能省下6 0万
元。

降下人力成本后，张德增舍得在其他
方面加大投入。“春天是我们大棚换茬的
季节，每个棚用1000斤玉米、1000斤大豆发
酵后做底肥，中间再通过滴灌沼液追肥。
用药方面，全部用中草药进行病虫害防

治。我们已经实现用生物肥代替化肥，用
中草药代替化学农药。”张德增说。

走进西瓜大棚，记者眼前一亮，西瓜
全部吊在藤架上生长。张德增告诉记者，
这些都是老品种西瓜，没经过嫁接，吊在
藤架上，充分接受日光，借助日光杀菌，
口感特别好。西瓜大棚还用施肥器滴灌了
生物菌液和中草药制成杀菌剂。记者注意
到，大棚里四处还悬挂了粘虫板。

低碳环保的方式用药施肥，改善了土
地肥力，也提升了农产品品质。近日，北
京市农科院给出评价：五棵松农业实现了
传统化肥、农药零投入。

如今，五棵松的瓜菜全部实现了订单
农业。今年春节前，当其他地方的西红柿
大面积滞销时，五棵松的西红柿卖到了每
斤5元钱，甜瓜、西瓜更是销往上海、广东
等多个省市。

低碳农业干起来

□彭辉 报道
文登区侯家镇东廒村将传统文化上墙引导村风焕然一新。

□记者 尹彤 通讯员 薛海波 报道
本报嘉祥讯 “凤凰山有923亩需要修

复绿化的山体，目前主体绿化工程已经完
成。政府已投资近2亿元，运土上山4 0万
方，栽植了100余种乔木5万株，花灌木6万
株，地被植物20万平方米等。此外，还建了
广场、仿古亭、绿茵停车场等。”清明节前
夕，站在嘉祥县凤凰山森林公园最高处俯
瞰，嘉祥县林业局副局长邵兆金指着远处的
山头介绍，“打造凤凰山森林公园，既是修复

绿化，也为周边村民提供了休闲健身场所。”
嘉祥县境内有126座山头，早年靠山吃

山，很多人受经济利益驱使开山采石，不少
山体受到很大破坏。为保护山体和生态环
境，嘉祥县从2010年开始封山禁采，实施以
荒山绿化为主要内容之一的大绿化工程，并
在2017年开始创建山东省森林城市。据了
解，近年来嘉祥县共绿化荒山68座、造林6 . 2
万亩，实施山坡地退耕还林还果2 . 5万亩，建
成绿色通道259公里，实现村庄绿化全覆盖，

建成美丽乡村和生态文明乡村128个，建设
了2处省级湿地公园、1处省级森林公园。

为更好地推进荒山绿化工作，嘉祥县有
效整合各类林业资金用于造林绿化和林业发
展。鼓励金融和社会资本参与生态绿化项目
建设，努力构建政府引导、社会资本跟进、
资源有偿使用的生态建设多元化投入机制。
出台补贴政策，对镇街组织的荒山工程造
林，每亩补助2500元；引水上山工程每处补
助10万元。

“我从2013年开始承包荒山，这几年县
林业局为我争取了不少政策性补贴，从国家
到省市都有。现在政府的各种项目已经投入
了1000多万元，去年县里还出台了补贴政
策，一亩地补贴1800元。”看着山上的柏
树，老牛愁山承包户刘怀苍兴奋地说，“看
着原本破败的石头山绿化面积达到80%以
上，感觉付出再多都值得！我还在山上种了
几百亩的樱桃树、桃树，今年又定了4万棵
杏树，春暖花开，这山上是真漂亮呢！”

嘉祥：投入机制多元化，工程造林有补贴

好政策支持“荒山”变“青山”

□记者 李媛 通讯员 郭显海 姜娟 报道
本报青岛讯 4月10日，在青岛市市北区海伦路社区

行政服务大厅一角，一间迷你朗读亭吸引了众多社区居民
们前来体验，大家都希望一“读”为快。

跟现在流行的迷你唱吧相似，这个朗读亭面积不到2
平米，内部的数字化设备包含了麦克风、耳机、触摸点评
系统、触控机、桌椅和吧台等，可以为居民提供功能齐
全、环境舒适的朗读空间。记者在现场看到，只需点击屏
幕即可选择朗读素材，系统播放朗读片段的同时还可以点
击录音图标进行录音，结束后可试听其朗读作品也可保存
在手机微信中随时试听或转发分享。

据悉，该系统后台每年优选6000—10000册优质人文图
书供居民阅读，将年年更新，且更新量不少于上一年优选
资源量的35%。下一步，街道将在海伦广场设置一处“文
化综合体”，将朗读亭和共享智慧书亭囊括其中，全天候
向居民免费开放，居民可通过打卡等方式乐享朗读亭文化
“自助餐”。朗读亭功能完善并扩大群众知晓率以后，举
办“经典阅读”“寻找最美声音”等相关惠民活动，在全
区范围内掀起全民诵读的热潮。

家门口过把“朗读者”瘾

□本报记者 曹儒峰 本报通讯员 李娜

4月8日凌晨5点半，当人们还在睡梦中时，东平县的
环卫工人赵庆香已把自己负责的东山路清扫得干干净净。
按照往常，她得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家做饭，或者啃几口自
己随身带的凉馒头。可现在不一样了，如今，东平县有
329名环卫工人能吃到免费的爱心早餐。

走进位于东山路上的一家餐厅，不用花钱，服务人员
就将热乎乎的早饭端给了赵庆香。“这早餐真好吃，暖胃
更暖心！”赵庆香竖起了大拇指。

“环卫工人最不容易，寒冬酷暑起早贪黑，都是为了
咱市民有个干净整洁的环境，给他们送上一顿热乎乎的早
餐，是我们应该做的！”餐厅老板史建的一番话，道出了
市民们的心声。

“我们倡议，各机关企事业单位、餐馆、商户、社会
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到‘爱心早餐·情暖环卫’行动中来，
尽己所能，积极奉献爱心，为环卫工人送上一份免费早
餐……”这些平实又感人的话语来自一份“网红”倡议书。

去年年底，东平县启动实施了“爱心早餐·情暖环
卫”工程。报纸、电视、微信号等媒体纷纷向全城发出倡
议。这封倡议书短短时间便刷爆了东平人的朋友圈，引发
了全城市民的支持和热议。“点滴小事，折射出一座城市的
温暖！”、“让我们行动起来，为爱心早餐添砖加瓦”……网友
们纷纷点赞、留言和转发，传递着爱的正能量。

截至目前，东平县已有86家餐馆和单位企业自愿为环
卫工人提供免费早餐，社会募集资金超过16万元，全县
329名环卫工吃上了爱心早餐。

东平县委常委、统战部长徐彩虹评价：“爱心早餐彰
显的是一座城市的情怀，是公益力量的汇集，也是城市大
爱的体现。同时，环卫工人感受到全社会的温暖，他们会
更有动力做好本职工作，让我们的城市更美丽。”

东平：爱心早餐情暖

329名环卫工

□张环泽 张强 报道
4月10日，枣庄市山亭区徐庄镇一名农民正在当地编织

厂车间操作。山亭区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目前全区印染、制
衣、针织、塑编和农产品加工等企业已发展到400余家，当地
6万多名农村劳动力选择在家门口的企业就业，既可照顾家
庭、不荒废土地，又能获得稳定的收入。

村村设有集中祭祀点

圣地尼山

“平安清明”
□本报记者 孟一 本报通讯员 李骁

又是一年清明时，孔子出生地的曲阜市尼山镇却不见
了处处燃起的祭祀烟火。取而代之的是村村建起的集中祭
祀点，不仅烧纸的地点集中了，更有很多村民在当地引导
下改由献一束花、植一棵树等新形式追思先人。

过去，地处山区的尼山镇清明节往往过得并不平安清
明。因为森林覆盖率高，42个村中有38个有山林防火任
务，每逢清明，防火工作总是如临大敌。“春天风大，一
个火苗就可能引燃一片山。”森林防火员靖长水直言，村
民习惯到山里祭祀，又是烧纸钱、又是放鞭炮，甭管怎么
防微杜渐，却总也挡不住各种潜在的风险和隐患。

山火隐患难防范，陈规陋习需斩断。随着生活水平的
提高和村民文明意识的提升，集中祭祀点的设置由此应运
而生。

记者清明节在南辛村的公共墓地“百姓林”看到，一
个简朴肃穆的碑亭前建了集中焚烧的半封闭式“大容
器”，并配备了祭祀设施和清理工具。前来祭祀的村民不
需再在各自碑前焚烧纸钱，只在这里进行集中的祭祀活
动。除了传统的祭祀方式外，工作人员还会主动给村民讲
解文明祭祀的新选择，提供鲜花和植树祭祀的必需品。

4月3日，南辛村两委成员率先垂范，在公共祭祀点举
行集体共祭，用符合新时代特点的方式寄托哀思，也用实
际行动影响和带动身边的群众，成了低碳文明祭祀之风的
倡导者、传播者和践行者。

“移风易俗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通过在每个村的公
共林地中建设集中祭祀点，倡导科学文明节俭的治丧、祭
扫方式，使移风易俗工作家喻户晓，让群众真正理解、主
动参与。”尼山镇党委书记陈鹏介绍说。在尼山镇，目前
已经有20个村设立了公共祭祀点，覆盖了全镇，杜绝了在
山头、林地违规用火现象，使清明节成为了传统文化与现
代文明相融合的节日。


	07-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