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02 要闻 2018年9月26日 星期三

编辑：陶相银 美编/组版：邵舒琨

丰收节里话丰收，农民笑声一片
乳山争当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排头兵纪实
本报记者 陶相银 王震 通讯员 司伟 王嘉

9月23日上午，2018乳山市庆祝首
届“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在乳山寨
镇正华山庄神农民俗文化园举行。

“锣鼓喧天闹丰收”秧歌展演、“硕果
飘香赛丰收”农产品评比大赛等八大
特色文化主题活动令人目不暇接，广
大农民载歌载舞，把酒言欢，共庆金
秋丰收的喜悦。

稻花芬芳、谷穗饱满，欢笑的农
妇手舞足蹈把绵甜的美酒藏进富足
的粮仓里；马蹄击节，车轮吟唱，快乐
的农夫扬鞭催马把丰收的喜悦撒在
运粮的小道上……首个中国农民丰
收节，广大乳山农民不仅收获了庄稼
地里长势喜人的粮食瓜果，更重要的
是乡村振兴战略在田间地头结出的
累累硕果。

在推动乡村振兴战略上，乳山坚
持以“全域城市化、市域一体化”为带
动，以规划谋划为引领，以城带乡、城
乡一体、多规合一，对全域旅游、水
利、道路等进行一体规划、一体实施，
将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美丽乡村、
城乡环卫一体化等有机结合，重点打
造红色教育基地示范片区、农村综合
性改革示范片区和“乳山河、黄垒河”
两河流域经济带片区，因地制宜、错
位发展，争当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排头
兵。

“新六产”引领产业振兴

时下，以葡萄酒为核心，集葡萄
种植、生产、研发、葡萄酒培训整个产
业链条和电子商务、文化、旅游等相
关产业发展为一体的绿城台依湖葡
萄酒小镇正逐见雏形；北茶小镇、牡
蛎小镇、“山海”康养小镇等依托乳山
本地牡蛎、茶叶等特色农产品和滨海
养生资源而建的特色小镇正有条不
紊推进；滨海田园综合体、“三花”故
里田园综合体、岠嵎山旅游开发田园
综合体等一二三产深入融合的新产
业新业态正在乳山破土而出。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根基。今
年以来，乳山市坚持以质量和效益为
中心，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充分发挥农产品资源和品牌优势，推
进农业特色化、品牌化、融合化发展，
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

在发展农业特色产业上，乳山以
工业理念谋划农业和运营农业，培育
牡蛎、大姜、肉鸡等现代农业产业链
条，发展樱桃、草莓、蓝莓等特色优势
农产品，加强对苹果、葡萄酒、茶叶等
优势品牌整合。

依托农产品资源和品牌优势，乳
山坚持“一镇一业、一镇一品”，集中
力量推进牡蛎小镇、北茶小镇、纺织
服装小镇和东方田园文旅小镇等特
色小镇建设，抓好总投资100亿元的
绿城台依湖酒庄酒产业小镇建设，打
造“新六产”示范样板。

聚人才为乡村振兴提供动力源

乡村振兴,人才是基石。9月23日，
庆祝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当
天，乳山市还表彰了6名种粮大户和6
名科技示范户名。“政府每年都会结
合我们农户种养殖需求开展技术培
训，来自北京、青岛等各地高校的专
家教授也经常到我们的田间地头指
导生产，帮了我很大忙。”乳山寨镇小
管村草莓种植户邵长新说。

乳山探索高层次人才挂任科技
副镇长和园区科技副职，从涉农金融
机构选派人员到乡镇挂职，支持科技
特派员携带科技、信息、资金、管理等
现代要素，到农村基层开展服务，开
展“三支一扶”计划、“村村都有好青
年”选培计划等，引导人才流向基层，
力争三年内一村一名大学生，五年内
全市科技特派员队伍规模达到150
人。

鼓励干部争当乡村振兴“新乡
贤”。乳山创新开展“关爱家乡 助力

发展”活动，237名本人或配偶为乳山
籍的现任正科级以上干部分为15个
小组，覆盖全市15个乡镇，发挥他们
熟悉家乡的地域优势和桑梓情怀，争
当建设家乡的“新乡贤”。“关爱家乡

助力发展”不是一味地给钱给物。
237名“新乡贤”通过深入调研走访，
最终确定了182个难题和211项帮扶
事项，实打实地助力乡村振兴。

传承红色基因推动文化振兴

从乳山市区出发，一路向西向
北，红色旅游路线上山路蜿蜒曲折、
山峦青翠欲滴、山溪清澈透净，原生
态的美景让人欲罢不能，而重走红色
路线、聆听红色故事、唱响红色歌曲、
体验特色乡村旅游，已然成为乳山新

“标配”。
马石山十勇士等抗日英雄群体、

革命摇篮胶东育儿所、抚养了上千名
革命后代、无私奉献大爱的红色乳娘
们……乳山红色文化历史底蕴深厚，
推动乡村文化振兴有独特优势。以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大力弘扬
红色文化精神，深入实施“四德工程”，
扎实推进“六训”建设，以“思想强农”
助推乡村振兴。

近年来，乳山累计投入5 . 7亿元
对马石山、胶东育儿所沿线46个村进
行整体提升，增加旅游元素，以“红色
+传承+创新”的理念为指导，打造胶
东新型红色旅游发展示范区、胶东红
色旅游第一城、山东东部地区最具特
色的红色旅游示范点。深挖红色乳
娘、马石山十勇士、“三花”等红色文
化资源，打造图书《红色乳山》、电影

《马石山十勇士》、吕剧《乳娘》、舞剧
《乳娘》等红色题材影视产品以及美
术采风、写生、创作和影视拍摄基地。

在群众文化服务方式上，乳山变
“政府端菜”为“群众点菜”，搭建消夏
文艺晚会、乡村文艺汇演等一批群众
展示平台，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形
式推动核心价值观践行，变“送文化”
为“种文化”，实施农家书屋网络化建
设工程，推广农家书屋总分馆制和“一
卡通”管理模式。

生态振兴焕发乡村新活力

从偏僻闭塞的穷村变成“开门见
景”是富村，每逢周末、节假日，乳山
市西北部红色教育基地沿线的美丽
乡村内人群熙熙攘攘，游人如织，这
是乳山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生动实践。

在美丽乡村建设上，乳山围绕海
景线、山景线、红色旅游线村庄，把分
布在内的美丽乡村示范村、原有的景
点景区、田园综合体、特色产业小镇
有效串联，连片打造美丽乡村示范
区，重点打造红色旅游示范区、垛山
旅游示范区、圣水宫道教养生示范
区、黄垒河流域示范区、北茶文化养
生示范区、文化寺山健康颐养示范
区、岠嵎山森林公园示范区、田园综

合体示范区、金牛谷生态园区示范
区、水源地保护示范区、农村综合改
革示范区11个美丽乡村示范区，使其
成为全域旅游的农村精品板块，成为
农村发展动能转换、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典型和样板。

农村环境条件改善了，农民才有
更多获得感、幸福感。为此，乳山实施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推进改
路、改厕、改电、改水、改暖，尤其是大
力推进农村改厕让群众都用上洁净
厕所。

同时，乳山加强生态保护与修
复，实施山河绿化5年提升计划，每年
至少提升森林覆盖率1个百分点；对
全市矿山进行全面整治、有序退出，
预计今年年底可实现全市52家矿山
全部关停退出，同步启动三年生态修
复工程，预计到2020年所有关停矿山
全部修复完成；全面开展海岸带修复
工程，利用3年时间，完成和尚洞至浪
暖口岸段修复整治工程、乳山湾东流
区蓝色海湾生态修复工程。

党建引领

激发乡村振兴“组织动能”

组织振兴是乡村振兴的“主心
骨”。近年来，乳山牢固树立“党建是
重要引领,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定压倒
一切”的意识 ,坚持以党组织建设带
动其他组织建设、以组织振兴促进乡
村振兴，着力健全完善乡村组织体
系，激发乡村各类组织活力，推动农
村基层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为破解农村党建与工作“两张
皮”现象 ,乳山深入推行基层党组织
标准化建设，科学设置组织体系建
设、班子队伍建设、工作运行机制
等8个方面标准，组织农村党组织全
面开展对标自查和创争达标，推行
星级化评定管理模式，将标准化建
设内容及乡村振兴、扶贫开发等工
作纳入星级评定内容并进行量化
赋分，以星级评定结果检验标准化
建设成效。

在党建引领工作中,乳山坚持示范
带动,通过分类指导、集中连片打造、突
出创新等方式,打造点线面结合的立体
化党建示范体系。在市镇村分别建立
党建示范点,制定不同考核明细指标,实
现基层党建工作可量化、可操作、可追
责,经常性采取观摩评议、调研指导、实
地考核等形式,提升党建示范点工作水
平。

同时，乳山优化乡村治理机制，
健全镇党委—农村片区党总支—村
党支部—党员网格责任区的组织架
构，构建上下贯通、一插到底的管理
体系，严格落实“四议两公开”等民主
决策制度，建立农村干部负面言行清
单，完善村级事务运行机制，依托村
村联建、村企联建、产业筹建等方式
推动乡村组织融合、资源整合，变“单
打独斗”为“抱团发展”。

歌舞表演庆祝渔业丰收。

岁和庆丰收

瓜果映笑脸
——— 乳山市庆祝首届中

国农民丰收节活动侧记
本报记者 陶相银 王震

通讯员 王文琪 孙潇潇

金秋高唱丰收歌，乳山大地欢乐多。9月
23日，当秋分时节的第一缕阳光洒向大地，
乳山，这座物产丰饶的城市陷入了欢乐的海
洋。56万乳山百姓在这一天载歌载舞，喜庆
中国首个农民丰收节的到来。

当日上午九点，2 0 1 8乳山市庆祝首届
“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在乳山寨镇正华山
庄神农民俗文化园举行。活动由乳山市委宣
传部、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农业局、旅游
局、乳山寨镇人民政府联合主办，“锣鼓喧天
闹丰收”秧歌展演、“硕果飘香赛丰收”农产
品评比大赛、“民俗农谚话丰收”故事挖掘等
8项特色文化主题活动同时展开，展现农民
一年收成的同时，更描绘出了乳山乡村振兴
的硕果。

活动在“锣鼓喧天闹丰收”秧歌展演中
拉开帷幕，来自乳山寨镇到根见村的60多名
农民穿起花花绿绿的秧歌服，在锣鼓声中欢
快的舞动起来。只见他们跑扭结合 ,女舞者扭
腰挽扇、上步抖肩 ,活泼大方；男舞者颤步晃
头、挥臂换肩 ,爽朗风趣，引得现场观众频频
叫好，掌声不断。

村民王珍在秧歌表演中扮成了丑婆的
角色，现场她也是跳的最起劲的一个。秋日
的清晨，户外温度并不高，很多观众都穿上
了长袖外套，但王珍却轻装上阵，不一会儿
额头便渗出了细密的汗珠。“今天是丰收节，
今年庄稼收成也好，我心里非常高兴，秧歌
扭的比平常都起劲。”王珍告诉记者，她家里
也种植了4亩地左右的花生、草莓等农作物，
今年也都迎来了丰收。“别看我们演的土里
土气，但动作都是根据我们平常劳作演化而
来的，在丰收节这天扭一段秧歌，更能表达
出我们对丰收的喜悦。”王珍说，秧歌来源于
现实生活 ,植根于乡土 ,很多动作都是在劳动
中获得的，一提一抻 ,都如同劳作一般，大家
都能从这些动作中找到自己劳作的影子。

秧歌的锣鼓声刚刚响罢，现场又响起了
阵阵响亮的笑声。寻着笑声望去，一名皮肤
黝黑的农户正提着一株晶莹剔透的葡萄开
怀大笑。

农户名叫刘典强，他手中提着的葡萄
刚刚以单穗4斤荣膺乳山首届“中国农民丰
收节”葡萄单穗称重比赛一等奖。“今天是
咱农民的节日，丰收了，大家快来尝一下丰
收的果实！”沉浸在丰收喜悦之中的刘典
强，现场将葡萄分享给了周围的观众一起
品尝。

据刘典强介绍，他从事葡萄种植已经
有1 0多年的时间，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庄稼
汉。今年他种植了4亩地的葡萄，葡萄长势
非常好，每亩地能收入3多元。虽然长年的
户外耕种晒黑了他的皮肤，磨糙了他的手
掌，但每当迎来丰收时刻，他都会从心底里
感到值得。如今又迎来了农民自己的丰收
节，更觉得用勤劳和汗水换来收获是一件
幸福的事情。

此外，活动现场还举办了“民俗农谚话
丰收”故事挖掘、“翰墨丹青画丰收”书法写
生展览、“金秋时节拍丰收”摄影大赛、“乡情
乡愁忆丰收”游园参观体验、“成果展示晒丰
收”特色旅游农产品展销等节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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