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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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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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萍 乡 视 线

南昌县武阳镇
安义县龙津镇
九江市国营赛湖农场
德安县河东乡
萍乡市安源区白源街道

芦溪县宣风镇
莲花县琴亭镇
赣州市章贡区沙石镇
信丰县古陂镇
上犹县黄埠镇

瑞金市沙洲坝镇
丰城市丽村镇
高安市瑞州街道
奉新县上富镇
德兴市泗洲镇

余干县瑞洪镇
鄱阳县田畈街镇
万年县石镇镇
吉水县文峰镇
抚州高新区崇岗镇

移风易俗弘扬新风

有效根治“人情风”

相伴相生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是
维系乡村集体认同感的关键。

为全面破除农村陈规陋习，树立文明
新风尚，上栗县杨岐乡将农村文化阵地与
美丽乡村建设有机结合，完善农家书屋、
文体广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农村文化
阵地建设，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
需求。同时，村村组建三支队伍，即贴心
服务队、文化宣传队、新风劝导队，通过组
织开展健康向上、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
形成文明和谐的乡风新村氛围。“现在村
民有事做，日子有盼头，在新风劝导队的
监督下，村里没了聚众赌博的情况，和以
前大不一样了。”上栗县杨岐乡水井村党
建宣传员刘建峰说道。

“杨大叔，家里办喜事，烟酒、菜品不
要买太贵的。”“小韦，清明祭祖尽量不要
烧纸钱，要文明祭祀。”“老周，不要乱扔垃
圾。”……在九江市柴桑区城门街道，时常
可以看到几名穿着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
者服装或文明劝导员服装的人员，穿梭于
村间巷道，对着道路、垃圾箱等“指手画
脚”。为有效根治乡村“人情风”等基层群
众深恶痛绝的顽疾，劝导员结合日常生
活，时时提醒村民注重文明举止，避免互
相攀比、铺张浪费。城门街道结合当地实
际情况，渐渐探索出乡风文明劝导的办
法，共同努力建设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议事解民忧

以德治推动自治

“今年的新农村建设可以打造一个休
闲广场，这样大家晚饭后就可以去散散
步，还可以组织大家去跳广场舞。”“我觉
得可以建一个廉政文化长廊。”“我觉得可
以建一个亭子。”……近日，在萍乡市湘东

区麻山镇桐田村山下组议事亭内，组民们
对2021年组上新农村建设计划各抒己见。

为了激发广大组民参与组内议事的
积极性、主动性，麻山镇秉持“协商于民、
协商为民”的原则，帮助辖区内村组进一
步完善了有关民主议事制度，并通过以
点带面的形式，以桐田村山下组为模板，
为各村提供民主议事基地。有了民主议
事基地，民主协商议事就有了着力点和
落脚点。麻山镇为了更便于了解民意、
收集民情，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
式广泛征集村民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
一方面，配备两名以上专员，主动巡查各
楼院，收集村民意见，发现问题主动上
报；另一方面，建立村民、组民微信交流
群，畅通群众问题诉求反映渠道。“老百
姓的事儿就应该老百姓自己说了算。民
主议事制度让我们的问题都能得到最
快、最有效的解决。组上的建设、组上的
资金去向，我们都清清楚楚。”桐田村山下
组组民易某说道。

武宁县官莲乡东山村以德治推动自
治促进法治，开设“公德银行”，一季一评

比、半年一总结、一年一表彰，将村民日常
正能量行为量化为公德积分，村民凭积分
到“公德超市”兑换奖品；随后与九江农行
合作，争取为全省首个“惠农E贷”行政村
后，升级“公德超市”项目为“公德贷”，村
民凭获评的公德积分，可以向银行贷款，
积分越高，贷款额度越大、利率越低。截
至今年 2月，该村累计发放“公德贷”1400
万元。同时，该村广泛开展文明先进人物
评选，极大提升了乡风文明，为乡村振兴
催生了内生动力。

以红白理事会为抓手

殡改理念渐入民心

南昌县蒋巷镇在推进移风易俗工作
中以村民红白理事会为抓手，不断引导村
民开展绿色殡改、杜绝高价彩礼等，在群
众当中掀起了一股摒弃陈规陋习，倡导厚
养薄葬、节地生态、移风易俗的新风尚。

“非常感谢理事会，帮我们做通了亲家的
工作，原本讲好的 18 万元的彩礼一分都

不能少，现在亲家只象征性收了一点。原
本亲家要求到青山湖区的至少四星级酒

店举办婚宴，现在同意在我们各自家摆酒

席就行。”这是发生在蒋巷镇联圩村刘某

家的真实例子，2020年11月21日，正是他

儿子结婚的大喜日子，彩礼的大幅减少为

家里减轻了很大负担。“在家摆酒席热闹，

吃得放心，还省钱。多亏了村里的红白理

事会的帮助，让我家能办好这场婚礼。”摆

酒那天，刘某满面笑容地拉着村红白理事

会会长的手连声感谢道。

通过推进绿色殡改，促进乡风文明，

瑞金市沙洲坝镇全面杜绝了遗体土葬，火

化率达到 100%，散埋乱葬得到了有效抑

制，骨灰入葬公墓也成了自觉行动，厚养

薄葬的理念渐入民心。沙洲坝镇严格执

行从火化到骨灰入葬公墓的闭环管理制

度。该镇在各村建立信息联络员队伍，负

责所辖区内亡故村民信息报告。同时明

确驻村小组干部和红白理事会要主动介

入，共同引导亡故人员家属火化并做好骨

灰跟踪管理。2020年春，该镇官山村赖屋

小组百岁老人杨某死亡后，家人按习俗已

装棺待择日土葬。得到消息，镇主要负责

人高度重视，立即安排分管负责人带队镇

村干部赶到丧属家中慰问并宣传政策，通

过对家属多次进行苦口婆心的政策宣传，

历时近半个月，家属终于由不理解转为自

愿对老人的遗体进行了火化，为全面推进

遗体火化起到了促进作用。

近年来，我省乡风文明成果清晰可

见。在广大农村，很多陈规陋习在一点点

减少，不文明的行为在一点点改善。铺张

浪费、封建迷信、聚众赌博等现象和行为

大为减少，逛书屋、看演出、孝父母、知节

俭等好习惯好品德正在逐步养成，这些与

文化的熏染、浸润和带动密切相关。

乡村振兴的主角是农民，乡风文化的

滋养为新时代的农民提供了文化自信和

精神动力。如今，已摆脱贫困的乡亲们正

满怀信心地奔向更加美好的生活。

近年来，贵溪市金屯镇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全面推
开。为提升工作效果，日前该镇召开村级人居环境综合整治
现场评比会，镇班子成员对全镇 11 个行政村自选的一个村
小组，进行现场察看，围绕各村人居环境、垃圾处理、村容村
貌和绿化植树等方面，通过看现场、比质量、比进度，客观地
进行打分。 潘亚南摄

南昌市青山湖区湖坊镇
肖坊村结合党史学习教育，
举办“浸润书香，诵读红色
经典”第二届读书日活动。
活动中，肖坊小学的少先
队员们现场朗诵了《少年
中国说》，孩子们用真挚的
情感表现出红色经典的内

涵，用少年的激情抒发对
祖国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
憬。此次读书日活动，让
广大青少年进一步了解了
党的发展历程，引导青少
年在党史的学习思考中汲
取智慧养分，树立远大理想
和正确信念。 刘晨媛摄

南昌市青山湖区湖坊镇

浸润书香，诵读红色经典

走进吉安市吉州区长
塘镇陈家村委会山前周家
自然村，红色文化气息扑面
而来，“九打吉安”历史陈列
馆、红色标语、红色雕塑等
景点，让人仿佛置身那段革
命岁月之中。长塘镇充分
挖掘当地红色文化资源，
不断激活红色文化基因：依
托“九打吉安”指挥部旧址
改造建设“九打吉安”历史
陈列馆；立足创建国家 4A

级景区大力推进村庄周边
环境重新塑形，依山就势
建设了“望红台”“山前广
场”“村民小游园”等设施，
努力把周家自然村打造成
一个有故事、有记忆、有温
度的红色文化乡村。丰富
的红色资源，不仅让长塘镇
陈家村成为该区又一处红
色教育基地，也让这个昔日
脏乱差的小山村迎来了一
次蜕变。（金 鹏 魏斯杰）

吉安市吉州区长塘镇

红色文化助推乡村振兴

穿行濂溪大地，放眼九
江市濂溪区工业园区，抢工
期、赶进度、忙生产，如火如
荼的工作场景随处可见，一
个个已建或在建的项目“鼓
起牛劲”，焕发出蓬勃生机。
在濂溪区新港镇中心卫生院
改扩建项目工地，50 多名建
筑工人分散开展作业，项目

建设有序推进，现场一片热
火朝天的施工场景。据悉，
新港镇医疗资源相对不足，
不能适应城镇化和新城区发
展要求。卫生院项目的建成
将进一步完善新港镇医疗体
系建设，让辖区群众享受到
更优质、更全面的医疗救治
服务。 （刘 浔）

九江市濂溪区新港镇

抢工期 赶进度 忙生产

第十二届“江西魅力乡镇”名单揭晓
4月27日，由江西日报社、江西

报业传媒集团主办的第十二届“江
西魅力乡镇 20强”推选结果正式揭
晓。该活动旨在更好地推动我省乡
村振兴工作，树立好榜样，推广好经
验，提炼好模式，探索乡村振兴的江
西路径。

活动自今年 2 月底推出以来，
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本着公
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据“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5个推选标准，经过基层
筛选和专家评审，有2个乡镇获“江
西魅力乡镇”特别奖、20 个乡镇获

“江西魅力乡镇 20 强”、3 个乡镇获
“江西魅力乡镇”单项奖，现公示如
下（排名不分先后）：

“江西魅力乡镇”特别奖名单
南昌市西湖区桃花镇 瑞昌市码头镇

“江西魅力乡镇20强”名单

“醉”美古村镇：樟树市临江镇 产业兴旺镇：丰城市张巷镇 红色生态乡镇：景德镇市昌江区荷塘乡

“江西魅力乡镇”单项奖名单

让文明之花开遍乡村角落
吴艳雯 柯凌云

群众身边事，再小的事也是要紧事。近
日，芦溪县宣风镇党员干部在党史学习教育
中，将“我为群众办实事”的承诺落实到一项项
暖心服务、一件件民生实事里，以看得见、摸得
着的变化回应群众的新要求、新期盼，打通民
生福祉“最后一公里”。

宣风镇紧抓春耕备耕生产的关键时期，积
极开展水利设施检修维护，目前，已清理沟渠
50余公里，修建水渠约1.8公里，确保早稻播种
农田灌溉，助力春耕备耕。近日，该镇沂源村
水渠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景象，工人们正在修建
灌溉水渠，有的忙着堆砌、有的忙着浇灌混凝
土……新修的水渠，内宽0.8米，渠深0.6米，长
达400米，经过此段水渠流出去的水，灌溉农田
面积可达 500 余亩，惠及农民 160 余户。“水渠
修建好了，不仅方便了村民春耕生产，更重要
的是激发了大家的种粮积极性，从而保证我们
的粮食生产。”沂源村党支部书记刘汉鑫高兴
地说。

“大爷，您看着上面这个小摄像头，眨眨

眼睛……”不用 30 秒，认证就通过了。连日
来，宣风镇社保所下到全镇 15 个村(社区)依
次开展集中养老待遇资格认证工作，和村（社
区）两委干部一道，手把手教老人完成资格认
证，对于没有智能手机的或者不会操作的群
众，工作人员就用自己的手机帮他们完成资
格认证。同时还增设了认证“绿色通道”，对
行动不便的老年人采用上门服务的方式，打
通资格认证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切实将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与社保工作紧密
结合。

320 国道沿线，红叶石楠、精品桂花、樱花
等错落有致地挺立，富有层次感的造型使绿
化与美化完美结合，车行其间令人赏心悦
目。近日，该镇对 320 国道产业园路口至珠
亭路段沿线可视范围内的路边堆积物、违
章搭建进行了清除；在整治的同时及时跟
进绿化美化管理，提升道路沿线环境品质。
花木扶疏的沿线新景赢得了周边企业、群众
的称赞。 （黄海燕 柯凌云）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萍乡
市莲花县琴亭镇按照实际情况制
定方案及计划，营造党史学习的浓
厚氛围，让党史学习教育“走新”更

“走心”。
党员全覆盖，沉浸式学党史。

该镇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部署
会后，广大党员通过支部书记领
学、集中学习、自学、网络学等方
式，学习《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
国共产党简史》等书目。为确保辖
区内年老体弱、行动不便的老党员
不漏学、不缺课，该镇带着读本通
过入户走访的方式对辖区行动不
便的老党员开展送学活动。同时，
组织新一届村“两委”成员到甘祖
昌干部学院开展“学党史、悟思想、
办实事、开新局”主题教育。

新形式讲故事，教育入脑入
心。该镇党委把“教室”搬到红色

名村——花塘村，把党史与红色名
村发展史结合在一起进行学习，使
得学习教育贴近党员、贴近实际，
更接“地气”。聆听一段红色故
事，感悟一段发展历程，在讲解员
的精彩讲解中穿越时空，与历史
进行“对话”和“交流”，让党员在
思想和灵魂上来一次大碰撞，自
觉传承红色基因，续接薪火力量，
有效提升了党史学习教育的吸引
力和感染力。

新开局见成效，凝聚奋进力
量。该镇不断将学习教育成效转化
为干实事、办实事、干成事的工作动
力，当前正在着手打造《先驱的探索》

《开国将军李夫克》等系列微党课，同
时组织红色讲解员培训，培养一批
红色讲解员，并将村党组织书记也
纳入其中，更好地传承红色基因，讲
好红色故事。 （周 菁 李 文）

莲花县琴亭镇

党史学习教育“走新”更“走心”
芦溪县宣风镇

打通民生福祉“最后一公里”

“夜半三更哟盼天明 寒冬腊月哟盼春风”……近日，在抚州市东乡区圩上桥镇上黄村百姓大舞台，区红歌协会组织20多名演员开展
“送戏下乡”文艺汇演，为村民奉献了一场集歌舞、小品、戏曲于一体的文化盛宴。晚会在团体舞蹈《花开中国年》的欢快节奏中拉开序幕，
《军人本色》《映山红》《解放区的天》等一首首红色歌曲，唱出了村民的心声，表达了对党的恩情，村民们纷纷拿出手机拍摄记录下这一幕
幕难忘的精彩瞬间。随着主持人的闭幕词把活动带入尾声，观众也逐渐散去，一个个口中还念叨着：“怎么就演完了？”

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乡村振兴之“魂”。近年来，我省各地积极丰富农村文化生活、持续推动移风易俗，培育
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随着全省乡村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乡村文明焕发出新的气象和风采。

抚州市东乡区珀玕乡笔村村民在“抵制高价彩礼 倡导婚嫁新
风”的横幅上签名。 饶方其摄

乡 镇 动 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