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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深 读读
核心提示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农村精神文明建
设也面临新的时代要求。浙江省委、省政府提出：到2022
年年底，要基本实现500人口规模以上村农村文化礼堂全覆
盖。对照这一目标，宁波正在加快步伐，高标准打造文化礼
堂。

文化礼堂是农村“实现精神富有、打造精神家园”的重
要载体。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深化拓展群众性精神文
明创建活动，支持建设文化礼堂、文化广场等设施，培育特
色文化村镇、村寨。

如何让文化礼堂建起来、用起来、活起来乃至火起来？
本报记者深入一线开展调研，聚焦文化礼堂建设情况、运营
模式、村民需求等，深入剖析文化礼堂的发展现状、成功经
验以及困难困惑。调研首站，记者走进余姚低塘街道。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余姚市低塘街道已建成 7个文

化礼堂，不仅每个独具特色，而且
人气火爆，深受农民喜爱，甚至连
周边的慈溪村民都慕名而来。

一个文化礼堂火起来容易，可
为何村村都如此火爆？为此，笔者
进行了深入探访。

深挖历史文化资源，
造起“别样”礼堂

上周四，笔者走进低塘街道历
山村的文化礼堂，犹如走进了一个
大公园。

“你没看错，我们的文化礼堂
就是在村里的文化公园里面，已经
扩建好几期了。”历山村党委书记
徐国祥告诉笔者，按照余姚市提出
的“一馆一台二堂五室”的建设标
准，每个农村文化礼堂配备了家园
馆、欢乐大舞台、礼堂、讲堂、文体活
动室、图书阅览室、教育培训室、道
德评议室和春泥活动室。

“标准动作之外，我们还有不
少自选动作。”徐国祥向笔者介
绍，历山村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素
有崇文重教之风。比如，村里在历
山村“欢乐大舞台”的南侧，打造
了一条长约 100米的“孝德文化长
廊”。

虽然临近正午，长廊中仍陆陆
续续有村民前来小坐或带孩子散
步。笔者看到，廊顶手工绘有古代
二十四孝故事、历山革命人物肖像
及事迹。长廊的尽头便是占地 200
多平方米的虞舜纪念馆。彩塑、文
献、实物、图文……纪念馆以丰富
多样的形式向参观者生动地展示了
虞舜的身世、举贤、古迹、行孝、
惠政的传说故事和史实记载，使来
访者切实感受到“舜耕历山，孝感
动天”的精神内涵。

“我们有两个特色馆，一个是
虞舜纪念馆，另一个是农耕文化
馆。特色馆天天开放，每到周末或
假期，前来参观的游客非常多。村
民家里来了客人，也喜欢把人领过
来。”徐国祥说，文化礼堂设在公
园内，平均日访问 500余人次。一
到晚上，舞蹈队、戏曲队等前来跳
舞唱戏，热闹得不得了。“晚上 10
时以后，我们就要限制人流了，人
实在太多了。”

笔者了解到，历山村文化礼堂

入选省五星级文化礼堂。虞舜纪念
馆已被列为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重点项目“虞舜传说”传承基地。
每年参观、学习、来访 1.2 万余人
次。

而在黄湖村，文化礼堂南北两
处，家园馆、礼堂设在茅氏宗祠之
内；在黄清堰村，文化礼堂特色展
示馆与严子陵祠堂整合共用……尽
管低塘经济实力雄厚，但文化礼堂
建设依托于旧祠堂、闲置地块、文
化活动中心，避免了大兴土木。同
时，以特色村域文化形态提炼的村
情名片来推动、打造符合村情特色
的文化礼堂。“茅氏宗祠有着几百
年的历史，以前是传承宗族文化的
祠堂，现在则成了传播先进文化的
殿堂。”黄湖村党总支书记陈万春
感慨道。

乡村文化能人带头，
深耕群众文化

汤家闸村的文化员金凤，不仅
是文化礼堂活动的策划者，也是低
塘颇有名气的文艺骨干。

“我是 2013 年来的，那时候，
村里真是零基础。不过我这个人很
热心，喜欢热闹，就厚着脸皮到社
区服务中心，看到有村民办事，就
去问，‘要不要参加舞蹈团’。”金
凤说，这几年，随着各种文艺团队
的不断壮大，村里的文化礼堂也逐
步热闹起来。“平时跳得好，我们
也希望有更大的舞台，去展示自
己，展示农民的精神风貌。”

如今，汤家闸村的文化团队已
经超过 300人，因为团队演出层次
较高，演出节目优质，曾登上浙江
省的村晚舞台。

文化礼堂想要火起来，首先要
有丰富的内容承载。而文艺团队的
培育，便是快速聚集人气的重要途
径。近年来，低塘不断打造一支扎
根基层、扎根乡村的文化工作者和
志愿者队伍，培养乡村文化能人，
让他们真正成为基层和农村文化的
耕耘者。

低塘街道宣传委员黄佳娜告诉
笔者，文化礼堂要发展，主要要抓
好两支队伍，一是以街道、村两级
工作人员为主体，建立农村文化礼
堂指导员、管理员队伍，负责文化
礼堂建设的组织策划和日常管理；
二是文艺志愿者队伍，低塘街道加

强对戏曲艺术团、舞蹈队等 40 余
个基层文艺团队的日常培训，形成

“一人一艺”活动的扩面提升，为
农村文化礼堂特别是“欢乐大舞
台”的常态长效运作提供了人才队
伍保障。

创新文化载体，为不
同群体“定制”服务

随着文化活动的持续火爆，黄
湖村原有的戏台显得有点局促。陈
万春也发了愁：“礼堂设在茅氏宗
祠内，原有的戏台场地有限，到哪
里去找空间？”

通过“头脑风暴”，大家一致
决定把祠堂前面的空地，进行规
整，再搭一个戏台。“我们把村民
的旧房子进行置换，拆出来的空
间，造了一个带连廊的戏台。”陈
万春感触很深：“建礼堂前，很多
村民觉得没用；礼堂建好后，村民
有事没事就到祠堂里转转，经常还
会有村民主动跑来问‘什么时候有
活动’。”

以群众需求为导向，黄湖村还
不断创新设计不同的文化载体。比
如，在祠堂里增设了国学馆，请来
老师，在假期里为村里的孩子们教
授国学；老年人希望学点新东西，
村里便办了一个老年人学校，外来
的老师把消防知识、道德礼仪、电
子产品操作使用等课程，都送进了
农村。每逢开课，场场火爆。

“我们为不同群体‘定制’服
务，老年人、年轻人、小孩子，都
能在文化礼堂里找到自己喜欢的活
动，能有归属感。”黄佳娜说，正
如汤家闸村的模特队，覆盖了 16
岁到 49岁的女性。“以前我们总认
为跳广场舞的都是大妈，年轻人现
在也可跳舞、走秀，只要设计出符
合不同人群需求的产品，乡村也能
时尚起来。”

镆剑山村的文化礼堂建设缘于
村党总支书记徐忠伟的感召，集结
了村商会的力量。现在的文化礼堂
展厅里不光有展示村级冲件企业的
发展历程，也是常态化的企业培训
阵地，可谓一堂多用。

如今，在低塘，节庆礼仪、教
育培训和文体娱乐等丰富多彩的活
动，吸引广大农民群众积极参与，
不断增强村民对文化礼堂的亲近
感、认同感和归属感。

记者：内容为王，有好的活
动就会有好的人气。低塘文化礼
堂人气如此火爆，到礼堂办活动
甚至需要“抢”，您认为文化礼
堂要火起来，需要具备什么要
素？

张丽红：文化礼堂是农民的
精神家园，也是乡村的文化地
标。礼堂要火起来，我觉得党委
政府支持、培育群众文体队伍、
创设文化载体以及组织文化活
动，这四个方面缺一不可。

对营造良好的文化生态，我
们街道党工委、办事处高度重
视，愿意投入财力、物力、人力
去支持文化礼堂发展。据初步统
计，近年来，街道、村各级投入
4000 余万元用于文化礼堂的建
设、使用，而且投入还在不断持
续中。我们还专门聘请党史专
家、知名乡贤等为街道文化礼堂
的建设和发展出谋划策，提高文
化礼堂的层次。

另外，群众文体队伍的培育
和发展，也是非常要紧。礼堂造
得非常漂亮，可是没有好的团
队，依然发展不起来。这几年，
我们有意识地培育戏曲队、舞蹈
队、旗袍队等群众文体团队，大
力发展群众文化，为文化礼堂聚
人气。我们的队伍，可以说是一
呼百应。现在只要低塘乃至余姚
市有大型文体活动，各个团队都
要抢着上。我们汤家闸村的文体
团队，不仅受邀登上了省市的村
晚舞台，还在全国各地参加比
赛，并不逊色于专业舞蹈团队。

文化载体和文化活动组织
者，也必不可少。在文化礼堂建
设中，我们紧紧依托“绚丽低
塘”这个打磨了 10 年的文化品
牌，开展了一系列影响广泛的文
化活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
认同。从文体活动零星点缀到常
态开展，这是经过长时间的培育
后积淀而成的。

此外，我们每个村都有一个
文化员，他们是乡村文化的引领
者，也是文化礼堂管理员。在文
化员的带领下，各村都设计了一
些文化载体，不断增强文化礼堂
的吸引力。比如黄湖村在文化礼
堂里增设了国学馆、老年大学，
每逢开课，场场爆满，好的文化
载体，可以持续“吸粉”。

记者：礼堂是载体，文化是
核心。低塘历史底蕴深厚、文体
氛围浓厚，文化礼堂建设发展，
应如何整合这些有形和无形的资

源，丰富文化内核？你们有何成
功经验？

张丽红：我们充分依托已有
的公园、村落文化宫、旧祠堂、
闲置场所进行规划建设，同步优
先配送公共文化，片区结对互动
整合文化资源，充分延展活动的
辐射功能。比如历山村将原休闲
小径布置成百米孝德长廊，利用
村落文化宫设了家园馆和孝德讲
堂等；黄湖村修建文保点茅氏宗
祠厢房，改建家园馆；黄清堰村
利用市场闲置地建设一体化礼
堂。这些都充分运用了现有资
源，节约了大量经费。

品牌活动引领，也是一个重
要方面。2017 年，根据不同村
情，我们为每个村都设计了村情
名片，打造村级文化品牌。现在
文化礼堂里大量的活动，都围绕
每个村的品牌去开展，形成了不
同的特色阵地。

黄清堰村是东汉著名隐士严
子陵的出生地，也是严子陵后裔
聚居区，“高风千古”石牌坊、
严氏宗祠至今仍保存完好。针对
这一资源，我们打造了子陵故里
这一文化礼堂特色阵地，吸引了
四面八方的游客前来参观考察。

记者：文化礼堂建设，往往
存在同质化的现象。如何深挖自
身优势，传承和发扬地方传统文
化特色？

张丽红：宁波十里不同俗。
我们先要摸清自己的家底，对传
统的特色习俗、特色民间文艺，
进行挖掘整理，梳理村庄发展
史，对各村的传统文化进行提
炼。这样一来，在建设的时候，
就可以根据不同特点，进行差异
化建设。

我们很多文化礼堂，不是一
次性作品，而是根据村民的需
求，结合时代发展，一直在不断
更新。举个例子，历山村的文化
礼堂，以“舜耕历山·孝德福
地”人文元素为主题，已经建设
了四期，先后投入资金 1000 多
万 元 ， 建 筑 面 积 近 2000 平 方
米。今年，礼堂还要继续扩建。
可以说，我们的文化礼堂，一直
处在“生长期”，并不断发展壮
大。

记者：如何充分调动村民的
积极性，让村民真正成为礼堂
发展的参与者、策划者、管理
者？

张丽红：我们首先要组织形

式多样的文化活动，把文体活动
团队资源盘活，同时结合实际，
不断开展街道和村联动活动，达
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比如，以
传统节日为契机，我们开展“村
村有村晚”活动；每周确定“活
动日”，轮流组织开展辖区内，
以及周边乡镇、市域外的结对
走亲“赶集”活动。我们几个
村的戏曲队，几乎每周都会举
行一次小型演唱会，群众参与
度非常高。艺术团的成员自己
策划节目，发动更多有相同爱
好的成员加入进来，带动作用明
显。

大家来文化礼堂的次数多
了，自然而然感情深了。现在我
们不少村民自发成立志愿服务团
队，在文化礼堂举办活动时，参
与环境卫生、秩序维护等工作，
乡风也更加文明。

记者：在文化礼堂的内容创
新上，你们是否存在困惑或瓶
颈？

张丽红：内容决定生命力。
现在文化礼堂运行尚处于文化活
动培育上，还没有达到“礼”的
层面。我们很多地方办成人礼、
开学礼、重阳敬老礼，只是还原
以前的习俗，仪式感更强一些，
在内容创新上还不太够。要达到

“礼”的状态，首先我们要有理
论自信，其次要结合不同地域，
来演绎不同的独特礼仪，不断影
响群众，感染群众，在精神层面
有更高的提升。

在内容创新上，我们也在考
虑结合中央、省市最新的精神，
以及群众的需求，不断探索开发
新的文化产品，进行拓展延伸，
让文化礼堂走得更远。

内容为王内容为王，，为文化为文化地标增引力地标增引力
来自文化礼堂的一来自文化礼堂的一线调研线调研（（一一））

汤家闸村党总支书记唐明岳：
“文化礼堂 精神家园”，这不单纯是一个口号，而是在农村文化礼堂发展的进程中，我们

一直在努力的方向。让每一位老百姓都能够找到自己与礼堂的故事，从而勾连自己的记忆，唤
起更多的乡愁和乡情，这需要有阵地、有载体、有活动、有队伍、有活力。

历山村宣传文化员张川：
我认为文化礼堂要火起来，一是要有自己的特色，符合本村实际的文化活动；二是要创设

良好的载体，打造品牌；三是要培育骨干与队伍，久而久之，大家会形成来文化礼堂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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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名片：张丽红，

余姚市低塘街道党工委书

记。

余姚低塘的文化礼堂人气火爆，在里面举办活动需要预约。本

期，余姚市低塘街道党工委书记张丽红作为受邀嘉宾，讲述低塘的文

化礼堂如何成为农民的“精神家园”。

黄湖村举办国学乐学周黄湖村举办国学乐学周，，老师在老师在
文化礼堂内教授书法文化礼堂内教授书法。。（（黄静波黄静波 摄摄））

第四届第四届““千古高风千古高风··绚丽低塘绚丽低塘””文化节开幕式文化节开幕式
实景演出实景演出《《美哉黄清堰美哉黄清堰》，》，子陵先生穿越回低塘子陵先生穿越回低塘。。

（（黄静波黄静波 摄摄））

历山村党委书记徐国祥介绍农耕文化馆历山村党委书记徐国祥介绍农耕文化馆。。每每
到假期到假期，，前来参观的学生络绎不绝前来参观的学生络绎不绝，，人气爆棚人气爆棚。。

（（厉晓杭厉晓杭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