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
丽
乡
村
增
颜
值

环
境
提
升
更
宜
居

11JIANGXI DAILY魅力乡镇2021年3月16日 星期二
■ 邮 箱 jbxztk@163.com

专 刊

环境整治开启美丽生态

眼下，走进崇义县上堡乡，春天的气息
扑面而来。这里万亩梯田层层散落山腰，
村道干净、村民房前屋后整洁有序，一座古
色古香圩镇屹立其中，漫山遍野花草摇曳
风中，勾勒出一幅以绿色为底的山水画卷。

“这里原来都是危旧的空心房，整治之
后，我们建设了玉庄美丽乡村示范点，新修
了村组公路，加大了环境整治力度，村庄面
貌焕然一新。”上堡乡赤水村党支部书记李
光禄介绍，当地将长期无人居住的空心房

整治与人居环境整治相结合，有效提
升了村容村貌。

曾经，农村生活垃圾和污
水治理是人居环境整治的一

大重点。“此前大家乱扔垃
圾，乱放柴火，如今村庄比
以前整齐、漂亮多了，整个
村庄都亮堂了起来，让人
赏心悦目，现在我们都会
自发维护街道卫生。”对于
村容村貌的改变，村民们
赞不绝口。

为培养大家讲卫生、爱
护环境的好习惯，乡里采取乡

风文明积分超市管理办法，每月
评比“清洁家园”红黑榜，并在村务公
开栏和村务微信群予以公开，接受
广大群众监督，引导和激励群众主
动搞好卫生，共建美好家园。现在
村民们还争相在庭院内种花种树
种菜，使庭院内外与周边景致和
村庄风貌相协调。如今的上堡处
处美景，如诗如画，走在乡间小
道，可以回忆起儿时的乐趣，体验
独特的乡愁。

“口袋公园”提升美丽环境

开春后，南昌市青山湖区湖坊镇的“口

袋公园”里，绿树红花相映成趣，人们或成
群在干净的石凳上小憩，或在文体小广场
利用各种器材健身，悠闲自得。为提供更
高品质的休憩活动空间，湖坊镇下足功夫
见缝“增绿”，把“口袋公园”建设列入民生
工程，将美景送到村民的家门口。

据悉，湖坊村“口袋公园”提升项目总
投资 70 余万元，面积 1850 平方米，在整体
改造的同时增加了樟树、榉树、紫薇、红
枫、银杏、山茶、桂花等多种植被，新增座
椅、健身器材、运动休闲跑道和广场舞场
地等，满足周边居民的休闲娱乐生活。“口
袋公园”打造初期，湖坊镇大量学习借鉴
先进地区的新理念、新业态，丰富公园功
能，满足不同群体的多元需求，不断提升
整体景观品质。在规划布局、设计改造方
面，镇里根据群众对休闲、运动、娱乐等的
需求，把边边角角、公共部位充分利用起
来，常态化清除杂草、绿化美化，营造安全
美丽的游园环境。

农贸市场事关居民“菜篮子、米袋子”，
长期存在车辆乱停乱放、占道经营、环境脏
乱差等问题。为营造一个干净、整洁、有序
的便民市场环境，从2020年5月开始，该镇
辛家庵村开启了对鑫强农贸市场及周边墅
溪园小区环境集中整治。经过为期半个多
月的系列整治，市场内菜摊井然有序，市场
外沿街店面招牌进行全面翻新，外墙进行
重新粉刷，沿街店面的破旧伸缩棚进行了
拆除，统一安装新的伸缩雨棚。

为普及垃圾分类，该镇成立 130 余人
的垃圾分类督导员队伍，定时定点在集中
投放亭现场督促指导居民进行垃圾分类投
放，普及垃圾分类知识，同时纠正不正确的
分类投放行为。镇里每月组织党员、志愿
者走进辖区的单位、社区、企业、农贸市场
等公共场所进行垃圾分类知识宣传，进一
步提升群众的知晓率和参与率。

从“口袋公园”增绿到农贸市场改造，
再到普及垃圾分类，湖坊镇以群众期盼为
方向、以百姓口碑为检验成果，通过一系列
的环境综合整治行动，营造整洁、舒适的宜

居环境，让人们获得满满的幸福感，

生态旅游带旺美丽经济

美丽乡村建设激活了乡村振兴的一池
春水。今年春节长假，风景如画的资溪县
鹤城镇大觉山村南源小组，人气爆棚，慕名
前来观光休闲的络绎不绝。

大觉山村地处资溪县东北角，国家 5A
级景区大觉山坐落该村境内，省级乡村旅

游示范区大觉溪穿境而过。多年来该村始

终将生态理念贯穿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全过

程，统筹兼顾农村田园风貌保护和村庄环

境整治，按照“修旧如旧、建新如新”原则，

改造村庄风貌。该村注重拆、改、建联动，

因地制宜“拆三房、建三园、造四景”，推行

“百越新中式”建筑风格，打造美丽庭院，实

施绿化亮化造景提升，力求留住乡愁。

“大觉溪沿线环境好，风景尤其漂亮，

很适合学生写生，今年旺季院校前来实习

写生计划已排满了。”当地写生基地负责人

刘俊对资溪的写生市场充满信心。目前，

该基地已成为 30 多所高校学院实习实训

的写生基地，开业以来接待各地师生超 8
万人次，进一步带动了大觉山村的乡村旅

游业。

开农家乐、做精品民宿、建写生基地……

近年来，鹤城镇大觉山村以全域旅游创建

为抓手，凭借良好的生态环境，通过盘活土

地资源、出租闲置房屋、发展乡村旅游、坚

持项目引领等方式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收

入，带领群众吃生态旅游饭，走绿色发展

路。据悉，未来还有滑翔伞基地、香草花

海、乐享果玩等一批县重点项目落户实施，

大觉山村强村富民的乡村振兴美好蓝图将

更加多彩。 （欧阳远媛）

当前，全国各地农村正在兴起“智
慧农业”的创新变革。近日发布的《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提出，实
施数字乡村建设发展工程，发展智慧农
业，建立农业农村大数据体系，推动新
一代信息技术与农业生产经营深度融
合，加强乡村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数
字化智能化建设。

专家认为，“互联网+”将助力乡村
全面振兴，全面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
民富。

推进农村与城市“同网同速”

创建电商公司、建冷库、成立农民专
业合作社……从建档立卡贫困户到“电
商脱贫明星”，几年时间，陕西省黄陵县
田庄镇东村王圪崂组的“90后”小伙王博
改变了人生。

让王博甩掉贫困帽子的契机，源于
他一次在微信朋友圈晒照片。2016 年，
王博家里的苹果成熟，看着红彤彤的苹

果，他忍不住在朋友圈分享了几张照
片。之后，凭借优质的苹果、良好的信
誉，他赢得了越来越多回头客。随着当
地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在
政府支持下，他入驻黄陵县电子商务孵
化基地，成立邮政局“村邮乐购”村级服
务站、黄陵县“王二小”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注册果树种植合作社，带领村民一起
致富。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乡村建设的基
石。为实现农村和城市“同网同速”，《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
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提出，实施数
字乡村建设发展工程。推动农村千兆光
网、第五代移动通信（5G）、移动物联网
与城市同步规划建设。专家建议，应从
加大政策支持、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强化
科技支撑等方面入手，找出有力抓手，加
快数字乡村建设步伐。

大数据让农事更“智慧”

在办公室里操作手机，用无人机查

看果树生长情况；果园里，无人值守机器
人为果树洗澡除菌，遇到病虫害时为果
树施药；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自动配比
水量和肥量，让果树喝上干净水……在
上海市崇明区翠冠梨数字农业基地，50
多种高科技设备每天自动化运行。该基

地科技负责人介绍，基地里各类传感器

会将翠冠梨生长所需的温湿度、二氧化

碳、光照度等数据，自动采集、上传、存储

到翠冠梨的物联网云平台。专家将对这

些数据进行分析，建立模型、指导农事，

以提升翠冠梨品质。

如今，大数据技术已经走进全国多

地农田，应用到秸秆还田、深松整地、收

获、播种、耕翻、深翻、打捆、植保、插秧、

无人机等 30余种作业类型中，告别凭经

验种田种地，大数据技术应用让农事更

“智慧”。

农业农村部表示，将会同有关部门

推动建设农业农村大数据中心和平台，

深入推进数据共享开放，强化数据挖掘、

分析预测能力建设，并支持西部等重点

地区推进农业农村大数据资源应用。

提升线上治理“温度”

村外客人来访，视频电话通知立即
发到被访村民手机；有事找妇联，在手机
点击“有事找大嫂”，妇联工作人员会立
即联系你；订外卖、打车、旅游、寄快递，
村民都可以在村里一款APP上完成……
如今，在山东省日照市车家村，“互联
网+”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关系，村民的认
同感和归属感更强了。

“以往流动人口管理都要挨家挨户
拿本子记录，开会通知靠贴公告，而防诈
宣传只能靠口耳相传。”据介绍，这些繁
琐低效的治理手段逐渐成了历史。现
在，流动人口信息被录入后台数据库，村
里开会用线上通知，防诈宣传被搬到
APP上。

未来，如何依托“互联网+”助力乡
村振兴？国家乡村振兴局（原国务院扶
贫办）表示，将继续推动乡村治理数字
化，鼓励地方创新乡村治理方式，深化与
社会力量的合作，通过运用互联网信息
平台扩大基层治理触达范围，加快推进
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彭训文）

3 月 2 日，南昌县向塘
镇依托社区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和文明实践志愿队伍，
联合向塘西车站青年志愿
队，组织党员志愿者、青年
志愿者、巾帼志愿者前往民
西社区向塘铁路老年康复
颐养院开展了“学雷锋 树
新风 建设文明和谐社区”
主题活动。

镇人大办、镇统战办为
老人送上了人大代表、民营
企业家捐赠的水果、新衣等
物品。颐养院内，志愿者与
老人们聊家常，仔细聆听每

位老人的诉求，认真为老人
们理发、剪指甲、维修电水
壶、铺床叠被子、打扫卫生
等，并与老人们一起合唱了

《学习雷锋好榜样》。志愿者
们娴熟的手艺和热情周到的
服务赢得了老人的点赞。

据了解，向塘镇依托新
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充分发
挥志愿服务组织联合优势，
汇聚广大志愿者主体力量，
广泛开展了送温暖、送平安、
送祝福、送文化、送理论等志
愿服务活动，推动学雷锋活
动常态化。 （龚燕红）

为提升办事处村干部的
文化素质，为乡村学校的孩
子提供高品质的文化、文学
和艺术教育，近日，仙女湖风
景名胜区管委会钤阳办事处
联合新余市慈善文化研究中
心，启动“文化钤阳”公益文
化教育项目。

当天，该处特邀省内语
言文字工作专家、省慈善总会
弘传古诗词公益课堂发起人
为处村干部授课，并从乡镇、

村基层干部的角度出发，与学
员们分享了应该如何做好常
见的“工作说话”。整个课程
学习氛围浓厚，参加培训的乡
镇、村干部被精彩的课程内容
牢牢吸引，收获颇深。

接下来，该处将与新余
市慈善文化研究中心通力合
作，每月组织开展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的文化活动，进一
步丰富办事处干部群众的文
化生活。 （徐 兵）

日前，遂川县就业局举办电商、面点、育婴、养
老护理培训，为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农村转移就业
劳动力、就业困难人员等人群搭建就业的桥梁。今
年以来，已培训近400人次。据悉，培训重心逐步由
城区转向乡镇，让学员在上课的同时不误农活、照
料家庭。图为3月12日，面点师培训班的老师和学
员们试吃自制枣糕。 李书哲摄

南昌县向塘镇

学雷锋 树新风

仙女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钤阳办

启动公益文化教育项目

遂川

技能培训搭起“就业桥”

“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
记得住乡愁……建设生态
宜居的美丽乡村，是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
任务。

近年来，全省各地坚
持把农村生态保护、人居
环境治理工作作为推进乡
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和有效
载体，科学规划城乡建设，
夯实基础设施，在环境整
治、村容村貌提升等方面
积极探索、持续发力，让农
村生态美起来、环境亮起
来、生活好起来。

征稿启事
2021 年，《江西日报》正式推出《魅力乡镇》专刊，全方位

宣传推介全省各地乡镇发展的新思路、新举措、新发展、新气
象。本报也将以《魅力乡镇》专刊为载体，开展形式多样的主
题活动，架起全省乡镇与社会各界互动的桥梁。

《魅力乡镇》将开设以下栏目——
乡镇观察：关注镇村领域，及时、权威发布和解读相关政

策精神。
图说乡镇：以图片或短视频的形式展示乡镇新面貌。
特色产业：挖掘一批本土产品，帮助乡镇特色产品走出乡镇。
乡镇名片：聚焦当地历史文化、山水风情。
乡镇动态：集纳基层发生的重点事件、重要工作。
乡镇访谈：为乡镇党政负责人以及乡镇企业家量身打造，

以人物访谈形式讲述乡镇发展的心得体会。
廉洁乡镇：发布各地推进廉洁建设的举措、成效。

欢迎踊跃投稿。
投稿邮箱：jbxztk@163.com
（注明作者姓名、职务、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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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1日下午宜春市袁州区湖田镇垃分办联合城
管大队，组织执法力量从宣传、检查、执法多维扎实推
进垃圾分类工作，提高分类工作实效。 甘洪民摄

错落有致的上堡梯田民宿 曾刘洲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