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田园定塘”飘鱼香！5月13日，象山第四届大塘港鱼头节在定塘镇叶口山村举行，数千名游客慕名共赴鱼头盛
宴。同时，定塘非遗传习中心开馆，重温当年大塘港乡亲们靠手拉车一车车拉土的围垦堵港精神……产业兴旺与乡风
文明有机统一，让象山乡风文明示范线“田园定塘”熠熠生辉！

2016年9月，“斑斓海岸”成为全市首条开通的文明示范线，并于近日基本建成；去年12月，启动建设“泗洲乡
韵”“田园定塘”“风情茅洋”3条县级乡风文明示范线；今年将推出“儒雅山水”“古韵墙头”等5条新线……象山在
推进乡风文明示范线建设中，将沿线主要道路两旁的村庄串珠成链，深入挖掘各村特色文化内涵，大力推动当地经济
民生发展，使之成为“看得见山水”的美丽风景线、“记得住乡愁”的民生致富线和“留得住乡情”的文化文明线。

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到“小康不
小康，关键看老乡”，没有农村的小
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同
时，在党的十九大报告、2018 年中
央一号文件以及中央、省市农村精
神文明建设工作会议精神中，“全面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成了全社会关
注的关键词。

“象山有 490个建制村，存在村
与村之间发展不平衡、环境需进一
步改善、村民生活水平提高不明显
等不足。如何将乡村振兴战略化为
象山的生动实践，实现村强民富，

打造成为全市样板？我们把建设乡
风文明示范线作为解答这个问题的
重要抓手和实践载体。”县文明办相
关负责人告诉笔者。

据了解，象山按照“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战略 20
字总要求，倾力打造一批具有示范
性的乡村文明综合体，从而实现沿
线村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
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
整体提升，为加快建设宁波现代化
滨海城区奠定坚实基础。

为何建——
将文明示范线

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

象山“斑斓海岸”前年启动建
设时，文明示范线还是一个“新事
物”，没有可供借鉴学习的样本和经
验。该怎么建？先行先试的半岛人
民在探索中有了宝贵心得：人人都
是创建主体，个个都是创建形象，
全民投身乡风文明示范线的建设

“大潮”中。
各镇乡 （街道） 党委、政府统

筹谋划，整合各方面有效资源，强
力推进文明示范线建设，并充分尊
重村情民意，切实调动农民的积极
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依靠群众的
力量和智慧共建美丽家园。

黄避岙乡高泥村是“斑斓海
岸”线上的其中一颗“明珠”。“创
建中，我们定期召开村班子和党
员、村民代表会议，共同商讨部署

‘斑斓海岸’建设具体内容；深入开
展老党员进门入户走访活动，挖掘
家风家训、历史文化特色素材；利
用黑板报、橱窗、广播等载体，大
力宣传乡风文明、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等内容，营造浓厚的文明示范
线建设氛围。”村党支部书记朱中华
说。

随着建设的不断推进，广大群

众切身感受到建设带来的好处，逐渐
从“要我建”变成“我要建”，参与文明
示范线建设的热情空前高涨。黄避岙
乡骍角岙村村民邱根才向笔者道出
了心里话：“刚开始，村里很多人对

‘斑斓海岸’文明示范线是什么、要做
什么等都不清楚。但后来，我们看见
村庄越来越漂亮，游客越来越多，
才知道这是好项目。现在，村民们
都很支持‘斑斓海岸’建设，希望
借此机会建设好我们的家园，提高
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泗洲头镇何婆
岭 村 的 村 民 在 建 设 “ 泗 洲 乡 韵 ”
中，主动为村里“省钱”：大家利用

“三改一拆”遗留的旧石梁、废木条
等，自行设计、施工，重塑小桥流
水人家、翠竹亭台篱笆、古井菜园
黛瓦的旧时乡土印象。

“今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余姚
梁弄镇横坎头村全体党员回信中，
勉励他们发挥好党组织战斗堡垒作
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同乡亲们
一道，再接再厉、苦干实干，努力
建设富裕、文明、宜居的美丽乡
村。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我们提
升乡风文明示范线建设进一步指明
了方向。”县文明办负责人说。

怎么建——
人人都是创建主体
个个都是创建形象

环境洁美、生活甜美、生态优
美、乡风和美！象山各条乡风文明
示范线在“四美”中次第绽放，既提
升了乡村“颜值”、擦亮了“面子”，
又注重思想道德渗透和文化文明
元素嵌入，提升了新农村“里子”，
更拓宽了产业兴旺、村民增收的致
富“路子”。

大蟒蛇盘旋在墙角，吐着红信
虎视眈眈；说谎的匹诺曹将长鼻子
伸出窗外，一不小心被游玩的小朋
友牢牢“拽住”……一幅幅栩栩如生
的墙体3D画，将“风情茅洋”线上的
银洋村装扮成了一个“童话世界”。

“泗洲乡韵”的金家岙村整合村口连
片稻田，播种彩色稻谷，设计大地艺
术造型打造“爱情味稻”，让村民实
现了从“种田地”到“卖风景”的转
变。“爱情味稻”也获评宁波市十大
乡村爱情旅游胜地，享誉朋友圈。

在扮靓“面子”上，象山各乡风
文明示范线坚持整线规划、突出

“一村一品”。各乡镇（街道）注重高
起点谋划、全方位布局、立体式打
造，对重要节点的旅游景观标识、

村庄田园美化等进行精细化设计。
如“风情茅洋”围绕美丽环境、美丽
经济、美丽乡风“三个美丽”，着力
打造成“全域是景区、处处是景观、
村村是景点”；“泗洲乡韵”通过色
彩农业，建成十里“樱花风情长廊”
和十里“山海风情长廊”，实现景
美、溪美、村美。“尤其是沿线各村
的交界地，以往互相推诿导致环境
脏乱差。但在整线规划中，这些‘灰
色地带’经过改造提升，成了各村
串珠成链中那条关键的‘线’，从而
实现村与线、点与面的有机统一。”
县文明办负责人说。

有了“面子”，更要挖掘内涵，
提升文化、文明的“里子”。各乡风
文明示范线立足自身实际，着力挖
掘当地历史文化，兴建特色文化礼
堂，推进婚丧礼俗整治，弘扬文明
新风……一批批乡风文明硕果“破
土而出”，在拭去历史尘埃后散发
出新时代的光芒。

“斑斓海岸”线聘请退休教师
深入每家每户，挖掘、提炼优秀家
风家训，制成渔家家风家训特色牌

匾 160 余个，以家风文明带动乡风
文明；沿线各村都组建了由党员干
部和妇女群众组成的“红马甲”志
愿者队伍，每月 24 日对村落环境、
闲置庭院进行集中清理，不定期开
展 文 明 劝 导 和 志 愿 服 务 ， 目 前

“红马甲”已成为“斑斓海岸”的
另 一 张 靓 丽 “ 名 片 ”。“ 泗 洲 乡
韵”沿线首批7个村庄均荣获市级
以上文明村，每村建立了文化礼
堂和一支以上文艺队伍，时常开
展文化惠民活动，其中横埕村在
文化礼堂内设立“国学堂”，让孩
子 们 “ 学 国 学 、 懂 礼 仪 、 知 廉
耻”。“风情茅洋”线的溪东村是
象山唯一一个全国文明村，该村针
对婚丧礼俗等方面的陈规陋习，通
过道德评议会、红白理事会、乡贤
参事会等组织，以上门劝说、开展
培训等形式开展整治，并通过村民
代表会议组建了家庭联盟会，制订
了 符 合 村 情 民 意 的“ 文 明 家 庭 ”

“慈孝家庭”“好婆媳”等评选标
准，加强道德引领。

各沿线村庄在文化挖掘方面

也呈现出“一村一品”，如高泥的军
港文化、塔头旺的渔文化、山下叶
的村落文化、叶口山的大塘港文
化、后王的农耕文化等，成为各条
乡风文明示范线上的“文化明珠”。

同时，象山创新推行乡风文明
指数测评、农民“诚信指数”考评机
制，以数据来衡量各文明示范线的
乡风文明程度，进一步推动和美乡
风由“盆景”向“风景”嬗变。

各乡风文明示范线又因村制
宜打造特色农业，建设专业化、规
模化、标准化、集约化产业基地，实
现产业与富民的有机统一，让村民
在拓宽增收“路子”中找到“诗与远
方”。“田园定塘”线的叶口山村去
年种植“红美人”柑橘 17.5万公斤，
销售额达 875 万元；其他柑橘 80 万
公斤，销售额 240 万元。此外，该
村每年出产 150多万公斤的优质鲢
鱼、胖头鱼。“这些鱼不需要人工
喂食，加上大塘港的水有点咸味，
自然长大的鱼没有泥腥味，味道更
鲜美，畅销宁波、杭州、温州等
地。”村党支部书记陈成定说，去
年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了 100 万
元。“斑斓海岸”的“西沪三宝”
紫菜、海苔、海带村级销售额更是
突破2500万元。“风情茅洋”的花
墙村民宿经济风生水起，自启动农
家旅游观光以来，全村已建有农家
客栈35家约700张床位，上海、江
苏、宁波等地的游客纷至沓来。

看成效——
擦亮“面子” 提升“里子” 拓宽“路子”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为实现
现有文明示范线的提档升级，同时
培育、打造一批“后起之秀”，象山
于5月初在全市率先出台乡风文明
示范线建设标准。

该建设标准针对各地申报创
建的乡风文明示范线沿线村庄及
村与村之间连接线，设置了17项测
评项目，并与该县农村环境卫生整
治、“三改一拆”“五水共治”等重点
工作紧密结合，设下条条“硬杠”，
严格实行减分制。如“开展美丽乡
村创建”上要求美丽庭院创建率在
80%以上，培育 1个省级森林村庄；

“引领乡村旅游”上要求沿线有
30%村庄建成 A 级景区村，有 1 个
村庄建成 3A级景区村；“打造特色
产业”上要求培育出 1 个多彩农业

美丽田园示范基地、1 个现代农业
庄园、1 个农业区域品牌、1 个企业
品牌、1 个产品品牌。同时，要求每
户有一条家训，每村有一个好村
风、一支以上志愿者队伍、一批文
艺团队、一批好人（乡贤）等等。

此外，该建设标准还设置了20
分附加分。像沿线各村村民有获得

“最美象山人”、县道德模范、宁波
好人、市道德模范及以上荣誉等情
况，均可获得相应的奖励分值。

象山为此成立了由县委宣传
部牵头的乡风文明示范线建设指
导小组，每年通过实地检查、随机调
查、查阅资料等方式开展考核验收。
对验收合格的文明示范线拨付补助
资金，优秀者优先推荐创建市级文
明示范线；对建设不力、进展缓慢

的限期整改，并不予资金补助。
对此，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服务

标准化研究所副所长曾毅表示，象

山将标准化手段纳入乡风文明示
范线的创建工作中，既提高了创建
工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也能为标
准化助力乡村振兴战略探索出一
条新路，具有极强的示范意义。

“力争通过 3 年努力，全县 18
个镇乡（街道）至少建成1条以上乡
风文明示范线。同时，各地自主建
设 1条至 2条镇乡（街道）级乡风文
明示范线，实现文明示范线分级打
造、连线成片、以片覆面、全域覆
盖。”县文明办负责人说。

重提升——
全市首创文明示范线建设标准

乡风文明示范线打造 乡村振兴样板

本报记者 沈孙晖 象山记者站 俞莉 陈光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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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斓海岸塔头旺美景

斑斓海岸村民喜收海苔

风情茅洋

泗洲乡韵肖胡花海

斑斓海岸竹编文化传承

田园定塘叶口山村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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