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礼堂为乡村振兴铸魂

乡村振兴，文化为魂，农村文化礼堂是助推乡村振兴和全域治理的重要载体。
作为宁波都市核心区，鄞州区近年来在城镇化和乡村振兴高速推进过程中，注重文化引领、文化先行，

持续加大农村文化礼堂建设力度，丰富文化礼堂内涵，以文化振兴为乡村振兴和全域治理注入澎湃动力。
自2013年以来，全区累计投入2亿多元，建成农村文化礼堂121个，覆盖65%的农村人口，至2020年

末，将实现行政村全覆盖。鄞州区打好文化礼堂“建、管、用、育”组合拳，通过部门合力、市场活力、结
对聚力、名家助力等“四力兴堂”模式，让门常开、人常来、活动常有成为文化礼堂的常态。今年4月，全
省农村文化礼堂建设工作现场会在鄞州召开。

如今，在鄞州，一个个农村文化礼堂成为乡村文化综合体，筑起农民精神家园。仅去年一年，全区农村
文化礼堂累计举办十大类28小项1742场次活动，服务群众31万人次。村民们浸润其中，感受到生活的幸
福、精神的充实、正能量的传递。

“清清一脉溪水，方方一孔石
桥。连接几许村落，我的家，方桥
……”瞻岐镇的方桥村有一个省
五星级农村文化礼堂，这里不仅
是村里的文化地标，也是全体村
民参与共建的精神家园。

方桥村文化礼堂由大礼堂、村

情村史展陈馆、大讲堂、书画室、喜
事堂、文化广场、宣传长廊等组成，
3栋风格接近的楼房组成三合院的
结构，显得古朴典雅。整个礼堂以

“桥”为切入点，贯穿一条村庄历史
文化和精神风貌的主线，几乎每个
村民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名字、

照片或相关往事。
方桥村由 6 个自然村合并而

来，最初各村之间一直“并村不并
心”。自 2015 年启动文化礼堂建设
以来，广大村民的积极性被充分调
动，村民们将自家收藏的老物件无
偿捐献，丰富礼堂内容；在外工作
的年轻人发挥各自所长为展陈布
置出力；村民代表挨家挨户核实村
庄相关情况……老老少少共同参
与，文化礼堂把全体村民的心聚到
了一起，让原本有文化隔阂的 6 个
自然村真正成为一家人。

“全民参与、建堂聚心”，方桥
村文化礼堂建设不只是个例。“鄞
州以因村制宜为前提，每一个文化
礼堂的建设，都是回溯村庄历史记
忆、提炼传统文化的过程，是村民
齐心协力、建堂聚心的过程。”鄞州
区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说。

作为省农村文化礼堂建设先
进区，鄞州通过区补助、镇配套、村
自筹、民资助的多元化投入机制，
累计投入资金超 2 亿元，建成 121

个农村文化礼堂，平均每个礼堂的
投入超过 200 万元，行政村覆盖率
超过 60%，三星级以上文化礼堂比
例超过 35%。建成的文化礼堂标准
较高、功能较全，全区有 80%以上
的文化礼堂拥有面积超过300平方
米的大礼堂；100%的文化礼堂配备
了文化讲堂、图书室、老年活动室、
春泥活动室等功能室。

在文化礼堂建设中，鄞州坚持
有魂、有根、有味、有情、有趣的“五
有”建设标准，力求打造“一村一
特”“一堂一品”。云龙镇陈黄村文
化 礼 堂 推 出 全 国 首 张 “ 时 间 银
行”卡，建立全区首个村级志愿
服务站，致力于打造传播文明乡
风的农村文化综合体；塘溪镇童
村 把 历 史 名 人 “ 搬 进 ” 文 化 礼
堂，建成了“先贤”礼堂；瞻岐
镇南二村文化礼堂彰显“中国博
物馆文化之乡”特色，设置“宁
波彩船”“跑马灯”“海洋”等主题
展馆……全区形成了百花齐放、亮
点纷呈的文化礼堂建设局面。

建堂聚心 “小乡村”起了“大变化”

在“2018年浙江省新农村建设
题材小戏会演”中，鄞州选送的节
目《酒埕口里捞铜钿》和《小题大
做》荣获金奖，这些作品由本土“草
根”文艺团队创作，在文化礼堂“我
们的村晚”中上演，不仅走出了宁
波，还走上了更为专业的大舞台。

近年来，伴随着一个个农村文
化礼堂的建成，如何管好、用好文
化礼堂成为亟待破解的课题。鄞州
通过部门合力、市场活力、结对聚
力、名家助力等“四力兴堂”模式，
从“输血”到“造血”，让文化礼堂服
务资源更为充沛、活动内容更为丰
富，一支支草根文化队伍不断形成

与发展，让文化的种子在乡村生根
发芽。

依托文化馆、文化站，鄞州率
全市之先建立起区、镇两级文化礼
堂服务指导中心，根据各地需求情
况，整合全区文艺演出、电影下乡、
微型党课、社科宣讲、科普讲座等
活动资源，制定文化服务资源配送
菜单，供各地“精准点单”。2018年，
全 区 礼 堂 服 务 菜 单 点 单 率 超 过
90%。区一级“天天演”“艺起来”等
项目 70%以上送入农村文化礼堂，
培育农村文化礼堂文艺团队 596
支、宣讲队伍114支。

同时，凭借首批“全国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建设示范区”的优势，
走进文化礼堂的省、市、区艺术名
家和文艺骨干络绎不绝，通过专业
指导、结对帮扶、交流展示等方式，
带动草根文体队伍的建设，促进文
化礼堂“造血”功能，助推“草根明
星”打造了一批文化文艺精品。

鄞州还发动机关、协会、社区
和文明单位与文化礼堂共建结对。
去年，10 个社区文化家园与 10 个
文化礼堂结对，碰撞出了令人惊
喜的火花，不但社区活动送进了
礼堂，农村的特色文化也在社区
大受欢迎。今年，区文联发动 12
个文艺协会结对39个文化礼堂，区

音协为结对村量身订制村歌，音王
集团为 40 家农村文化礼堂提供数
字化多功能音响设备。通过多方助
力，文化礼堂成为社会各界资源的
汇集地。

鄞州积极探索“以馆养堂”“乡
贤驻堂”“联盟兴堂”等社会化、市
场化运作模式，实现礼堂运行效
率、质量和成本“两升一降”。姜山
镇 22 个文化礼堂在今年组建 4 个
礼堂联盟，引入专业公司提供市场
优质文化资源和专业文体设备，并
通过联盟内的设备共用、节目共
享、队伍共建有效降低了文化礼堂
的活动成本，提升了活动质量。

四力兴堂 “小村晚”登上“大舞台”

鄞州邱隘镇回龙村是典型的
城郊村。曾经，这里“清风吹不起半
点涟漪”：环境脏乱、房屋破旧、邻
里矛盾多发，乡村可持续发展面临
挑战。

如今，这里“精神抖擞”：现代

化的菜市场、小吃街等陆续投入使
用，环境整洁秩序井然；本地村民与
外地租客聚在一起，运动、跳舞、聊
天，绘成一幅和美的现代乡村图。

这一切的蜕变，缘于回龙村文
化礼堂的建设。2014 年以来，回龙

村累计投入 1000多万元，分 5期建
成了总面积超过2000平方米的文化
礼堂，令村民享受到城市一样的精
神文化生活，村庄活力也得到激发。

这两年，文化礼堂里，民俗礼
仪、技能培训和文明教育从未间
断；垃圾分类、污水治理、美丽庭院
等内容也被编成了小品、话剧，引
导村民形成全新风尚。邻里间发生
复杂的纠纷，也可以在文化礼堂

“说事议事室”得到解决。2018 年，
回 龙 村 矛 盾 纠 纷 处 置 率 从 不 足
50%提升到 98%左右，基本实现了

“矛盾不上交、纠纷不出村”。
在鄞州，文化礼堂看起来是硬

件的建设，实际上重建的是信心，
凝聚的是人心，修复的是村里的小
社会，重塑的是一个个充满魅力的
乡村共同体。

依托文化礼堂这一“公共客
厅”阵地，鄞州广泛设置“义乡鄞
州”善行义举榜、好人榜等平台，深
入开展道德评议、移风易俗、志愿服

务等“七进文化礼堂”活动，大力推
广周一升旗礼、新兵入伍礼、儿童蒙
学礼等礼仪活动，让村民润物无声
地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文明
新风尚，从“文化礼堂”到“礼堂文
化”，达到成风育人的效果。

“小礼堂”撬动“大治理”。在打
造全国基层治理先行区过程中，鄞
州区以礼堂的建设管理为试验田，
推动村庄治理体系的变革，建立起
村一级管理主体“文化礼堂理事
会”，积极引导返乡乡贤、文化带头
人、热心志愿者对文化礼堂实施自
我管理、自我发展，不断增强村民
的主人翁意识和自治能力。

作为文化礼堂功能阵地的拓
展，今年，鄞州还将在 83 个村社建
立起“说事长廊”，预计到 2021 年
底，将在全区9个镇实现行政村“说
事长廊”全覆盖。未来，村里的大事
小事都可以在“说事长廊”里实现
共商共议，听民声、说村事、促发
展，助推乡村振兴。

成风育人 “小礼堂”撬动“大治理”

“五星”文化礼堂 品牌

这一古色古香的“全景旅游式”
文化礼堂，通过美丽乡村建设，不断
完善文化礼堂的功能，已形成包含礼
堂、广场、进士书屋、邬毛银收藏馆等

功能的文化综合体。文化礼堂的整体
布局与古村风貌相融合，与旅游体验
文化展示相结合，吸引了四面八方的
游客，成为乡村旅游的新景点。

走马塘村：美丽乡村文旅融合

浓郁的现代气息和高效的志愿
服务是陈黄村文化礼堂最鲜明的特
点。文化礼堂拥有喜事厅、陈黄讲堂、
乒乓俱乐部、妇女之家、春泥活动室、
志愿者服务站等诸多设施，大厅墙上

展陈了村史村情、乡风民俗、历史遗
存、发展回望、美好家园等内容，是一
个现代化的新式礼堂。值得一提的
是，无论是维护运营、日常管理还是
活动承办，都离不开志愿者的身影。

陈黄村：志愿服务自管自治

回龙村文化礼堂是一个高人气、
会生长、体现城乡交融的特色礼
堂。通过 5 年“波段式”建设，建
成面积超2000多平方米、覆盖15个
功能区块，同时试水“以馆养堂”
模式，引入第三方专业公司托管运

营游泳馆和健身馆。第三方公司投入
上百万元更新健身设施，负责整个礼
堂的日常管理和保洁水电等经费支
出，每年还上交 16 万元反哺村集体
经济，实现农村文化礼堂效用最大
化。

回龙村：以馆养堂自我造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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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龙镇徐东埭村文化礼堂

塘溪镇童村文化礼堂内举行“启蒙礼”

走马塘文化礼堂前举行“乡情归荷处”实景式晚会

云龙镇陈黄村文化礼堂

邱隘镇回龙村文化礼堂健身馆

五乡镇美丽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