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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的宁海葛家村百花争艳，
艺术振兴之风再掀热潮。昨日，

“同走艺术振兴乡村路：宁海葛
家-晴隆定汪结对”仪式在这个
远近闻名的网红村举行。根据
双方约定，宁海的艺术振兴乡村
模式不日将“远嫁”贵州晴隆，甬
黔两地村民携手，用艺术扶贫的
方式助力贵州这个小山村寻找
发展契机。

去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艺术
学院丛志强教授带着一帮做园
林设计的研究生来到葛家村，展
开了一场艺术振兴乡村的探索
之旅。

通过师生与村民的共同协
作，这个默默无闻的小山村在半
年时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五步一景，十步一画。从往日
的脏乱差，到如今美不胜收，艺术
和乡土的碰撞，擦出了绚烂的火
花——“葛家村现象”开始走红。

去年，村里一家裁缝店经过
庭院设计改造后，干起了农家
乐。“前几天刚碰到这户村民，他
们现在一个月的收入已经有两万
元。”丛志强说，他们刚进驻葛家

村时，也曾遭遇不理解。一些村
民甚至认为，这个团队是打着艺
术的幌子来“骗钱”的。经过大半
年的相处，村民们才发现，这群艺
术家真的是用创意设计在让村子
变得更美，更有艺术气息。

“现在周末来这里的人很多，
农家乐、民宿等都要预订。”在村
文化礼堂旁开小超市的阿姨告诉
记者，每周三四她就要开始备货，
防止饮料、零食卖断货。

葛家村的蝶变，也引发了社
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去年，该村
被评为浙江省善治示范村；上个
月，这个网红村入选浙江省第二
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推荐名
单。千里之外的黔西南晴隆县定
汪村与宁海葛家村是东西部帮扶
合作对象，听闻这里的乡村田园
变形计划，他们专门派人前来拜
师，打算将葛家村的经验带回去，
在当地复制一个“葛家村”。

晴隆县光照镇扶贫工作站的
李荣芬这次带了7位村民一道前
来，在这里参观学习已有一个星
期。其间走访了很多村民家庭，
不仅了解了各家的创意设计改造

不远千里 贵州定汪村来甬“拜师学艺”
宁海葛家村的艺术振兴乡村模式将“远嫁”黔西南

项目，还请教了大家的思路，以及新
农村致富的经验。

“葛家村就地取材搞创新建设的
做法，特别吸引我。定汪村有130多
户人家，但绝大部分青壮年都出去务
工了。”说到这里李荣芬不禁感叹，葛
家村的创新建设，主要也是靠着中老
年人，他们完全可以借鉴成功经验。
她说，定汪村的主要问题是当地人缺
乏专业的指导，村民对政府部门的依
赖性较强，也缺乏自主性，“如果有合
适的机会，我们那里的特色刺绣、木
工、酿酒都可以得到很好的发展。”

“我们村有原生态的木材、石
材，还有一个由山泉汇聚成的水塘，
很适合旅游业开发。”定汪村三组组
长罗昌云说，目前村里几乎没有游
客前来，他非常期待艺术家早日进
驻定汪村。

“以往我们村里搞建设是政府
贴、村民等，经历过这次艺术振兴改
造，大家的思路转变了。”葛家村所在
的大佳何镇党委书记李文斌告诉记
者，如今的葛家村，人人都是村里的
主人，大家干得热火朝天。他透露，
通过就地取材式的改造设计、艺术提
升，葛家村总共花费了60万元左右，

如果完全通过商业模式操作，这个数
字至少要翻十倍。

对于葛家村经验能否成功复制
到晴隆定汪村，李文斌显得信心十
足，“当下新农村建设很需要这种结
对模式，可以让村民之间互相交流
学习，让他们发挥村庄主人翁精神，
自己的村子自己建设。”他说，通过
艺术振兴乡村系列工作，除了改变
乡村面貌，村民的精神面貌也得到
了大幅改善和提升，这也带动了当
地百姓发家致富。“葛家村村民如今
在家就能赚到钱，农家乐、民宿、酒
吧、文创产品、研学项目等，业态很
丰富。”他认为，只要能提升村民的
认知与理念，葛家村的发展模式，完
全可以复制到定汪村。

结对仪式现场，宁海葛家与晴隆
定汪签订了艺术振兴乡村帮扶协议，
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又分别与两
个村签订了艺术振兴乡村三方结对
协议。接下来，中国人民大学的艺术
设计专业人员将联合葛家村村民共
同进驻晴隆定汪村，开展一场“传帮
带”的实践探索。

记者 施代伟
实习生 应芷绿 文/摄

通过艺术设计改造过的葛家村通过艺术设计改造过的葛家村，，每一个角落都藏着惊喜每一个角落都藏着惊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