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月 4 日，赣州市章贡区上跨京九铁路立交工程实现合龙。该工程是赣州市高架快速路网的重要节点，成功合龙将加

快高架快速路网建设，缩短主城区各区来往时间。 通讯员 胡江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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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南昌县幽兰镇获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

镇”，该镇东田村获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

一个小镇，缘何能一举拿下两块“国字号”招牌？连

日来，记者走进幽兰，解锁一套厨具、一张长桌、一纸榜

单三件“法宝”如何打开乡村治理新天地。

从“大摆酒席”到“清新办事”：
一套厨具，清了风气

几年前，在幽兰办红白喜事，摆上三四十桌酒席那是

常态。家境一般的村民结婚，光酒席和彩礼，就能把攒了

多年的家底掏空，甚至还要欠上外债。而宾客“随份子”

的数额也年年增加，人情债让不少村民喘不过气来。

渡头村的移风易俗走在全镇前列。2016 年，为了

遏制大摆酒席的风气，在乡贤资助下，李家村小组修缮

改建了老旧祠堂，统一购置了锅碗瓢盆、炉灶煤火、桌椅

板凳等，鼓励村民在祠堂简办酒席。只要办酒不超过

10桌，就可以免费使用这些厨具设备。

规矩一出，果真见效。党员李明华带了个好头，他

儿子考上大学时，只在村里简单摆了几桌。他的哥哥李

卫华朋友多、人缘广，儿子结婚时，本想大办一场，后来

也是积极响应移风易俗号召，酒席从简。

有了人带头，慢慢地，大家发现，几桌酒席，摆在祠

堂天井或农家小院内，门口支起大锅，乡亲邻里都过来

帮忙，虽简朴却不失隆重。

潭林村村民辛国庆 2021 年上半年刚操办完女儿的

婚事，对此深有感触。按照村规民约，他提前到村红白

理事会报备，酒席只办了七八桌，仅邀请了双方亲友，一

切从简，花费至少省了好几万元。“按过去的风俗，我嫁

女儿至少要办 30 桌。”辛国庆说，他还主动拒绝男方家

给出的 18.8万元彩礼，只象征性地收了 1.8万元。

作为村红白理事会成员，辛国庆说：“过去大摆酒

席，虽然大家心里都觉得浪费，但还是抹不开面子。现

在不良风气刹住了，对谁都好。”

近年来，在幽兰，由村干部和有威望的乡贤等组成的

红白理事会，针对农村婚丧大操大办、生活互相攀比等陋

习，建立起村规民约，开辟了家风家训文化墙，移风易俗

的文明理念已深植人心，清新办事的风气正在形成。

从“事后灭火”到“事前降火”：
一张长桌，议出和气

过去，在农村，因为土地、建房、邻里矛盾等引发的

纠纷屡见不鲜。然而，近年来，幽兰却能做到小事不出

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2020 年还被评为南昌市

信访工作“三无”乡镇。

问起原因，不少村民说，乡贤调解团功不可没。一

张长桌、几杯清茶，村民有矛盾纠纷，坐下来心平气和地

解决。幽兰乡贤调解团成立 7 年多来，规模扩大的同

时，名气也越来越大。

68 岁的陶细水因为群众基础较好、在当地又有一

定威望，被乡贤调解团聘为调解员，参与镇村矛盾纠纷

化解。几年间，陶细水参与调解了数百件矛盾纠纷。回

想起几个月前的一场纠纷，陶细根仍心有余悸。他说，

如果不是及时调解，后果将不堪设想。

2021 年 4 月，种植大户黄小云（化名）在一家农资店

购买农药，按照店老板的指导调配浓度，对瓜果蔬菜幼

苗进行喷洒后，幼苗都枯萎了，损失达七八万元。黄小

云来到农资店讨说法，店老板却坚称农药没有问题，不

肯承担责任。情急之下，黄小云称不想活了，要跟店老

板拼命。在旁人反复劝说下，他好不容易冷静下来，和

店老板一起来到了乡贤调解团。调解团成员请双方坐

下，递上一杯水，了解事情的原委后，请专家查出了瓜果

蔬菜幼苗枯萎的原因——农药喷洒方式不当、农药配比

浓度不合理。根据黄小云提供的相关证据材料，店老板

存在一定的过错。经过调解员讲理、讲法、讲情，反复调

解，店老板最终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同意赔偿一定损失，

最后双方和解。

变事后灭火为事前降火，通过提前介入，把矛盾化

解在基层、遏制在萌芽状态。2021 年以来，幽兰乡贤调

解团共化解各类社会矛盾纠纷 87 起，化解率达 95％。

为了延伸治理触角，幽兰还在 59 个网格建立了调解小

组，共配备调解员 200 余人，深入摸排矛盾纠纷线索，切

实做到早发现、早调处。

从“丢面子”到“争里子”：
一纸榜单，扬起志气

曾经因为懒惰、爱占便宜而屡上“黑榜”，但最近，东

田村脱贫户万老窖却主动提出，把好的帮扶政策让给更

困难、更有需要的人。

原来，为了培育文明好乡风，东田村从2019年起推出

“道德红黑榜”，整合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禁毒禁赌

会、红白理事会等，成立乡风文明理事会，每月底对村民日

常行为进行评议。孝老爱亲、邻里相处、环境卫生、守法守

信等指标都被纳入评议范畴，评议结果定期张榜公示。

万老窖因为妻子去世，留下 3 个孩子需要抚养，而

他自身又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多种慢性病，生活的重

担让他失去了信心，每天无所事事，还经常跑到村委会

要钱要物，一言不合就跟村干部吵起来。

这一评，万老窖就上了“黑榜”。起初，他不以为意，

可时间久了，听到村里人茶余饭后议论纷纷，万老窖也

觉得很没面子。

“张榜的目的，就是要倒逼村民自觉养成良好的行

为规范。”据村干部介绍，上了“黑榜”的村民，村里会对

其进行教育劝说、敦促整改，而且必须登上 3 次“红榜”，

才能从“黑榜”上撤下来。

这样一来，万老窖坐不住了。2020 年 6 月，他先是

在莲塘找了一份保洁员的工作，然后又把已成年却宅在

家的儿子送出去学手艺。如今，万老窖每月都有一份固

定工资收入。相比吃低保，他觉得靠自己的劳动赚来的

钱，用得更踏实、更舒心，走出去腰杆也更直了。

“‘红黑榜’充分调动了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

乡风民风的持续改善，让美丽乡村建设变‘盆景’为‘风景’，

从‘物的新农村’走向‘人的新农村’。”幽兰镇党委书记周海

保表示。目前，“道德红黑榜”模式正在幽兰全面铺开。

大事一起干、好坏大家判、事事有人管……以德治、

法治、自治融合的“三治经”，正在激活基层治理的神经

末梢。“好儿媳”黄邓花、“好女婿”万瑶瑶、“昌南好人”万

仁亮等一大批幽兰先进典型不断涌现，千年古镇正勾勒

出一幅美丽乡村新画卷。

森林覆盖率达 67.25%；6 万多亩废弃矿山重披

绿装；2021 年油茶总产值超 15 亿元，以此为代表的

林业产业蓬勃发展……日前，萍乡市公布的一份绿

色成绩单颇为引人注目。虽已进入冬季，行走在昭

萍大地，但见城乡绿色掩映，处处生机勃勃。

城乡绿意浓

“水清了，天蓝了，地绿了，更宜居了。”冬日暖

阳下，萍水湖湿地公园内，居民惬意地散着步。近

年来，该市大力实施造林绿化和生态保护，森林覆

盖率由 2015年的 66.87%提升到现在的 67.25%。

在城区，新建翠湖公园、萍水湖湿地公园、鳌洲

公园等系列城市休闲公园绿地，完善了人民公园等

多处城市公园绿地，改建完善 7 处以高大乔木为主

的城市森林公园、河道景观带和入城口景观点，打造

70多个适合市民休闲的园林景观带、街心花园和小

游园。建城区绿地面积达 2368万平方米，绿化覆盖

率47.66%，基本达到“300米见绿、500米见园”要求。

在乡村，通过实施乡村风景林建设、乡村公园

建设等乡村绿化美化活动，着力改善乡村生态环

境。近年来，该市建设了莲花县田心村等省级乡村

风景林示范点 33 个、芦溪县山口岩村等市县级示

范点 194 个。通过开展乡村绿化活动，许多乡村自

然生态景观得到保护和利用，增加了乡村旅游活

力。如武功山的桂花村，通过对古村及周边古树、

森林的保护，乡村休闲旅游得到大力发展。

如今，生态文明理念在该市已深入人心，公众

爱绿护绿造绿兴绿意识不断增强。近年来，每年参

与义务植树的市民达 130 万人次，义务植树 2888 万

株，义务植树尽责率 90%以上。

废矿绿满山

眼下，在芦溪县石塘村 3000 余亩的脐橙种植

产业基地，数万株脐橙树枝繁叶茂。谁能想到，几

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废弃的矿山，几十年的开采导致

水土流失严重。通过几年的不懈努力，利用林业科技创新手段修

复，这片废弃矿山终于重现生机。

作为长江以南最大的煤矿产区，100 多年的煤炭开采留下大片

废弃矿山，各种生态问题严重影响城乡环境。根据 2009 年全国森林

资源调查，该市有近 9万亩废弃矿山需要生态修复。

近年来，该市创新“生态+”治理模式，坚持规划先行、系统治理，

全力以赴进行废弃矿山生态修复。该市出台了《萍乡市产业转型升

级示范区建设空间规划和生态修复组 2020 年度计划》，各县（区）也

都制定了《废弃露天矿山生态修复实施方案》，对废弃矿山修复治理

进行全面规划。

通过整合资金，该市积极申报矿山环境治理项目，近年来争取各类资

金达3.31亿元。与此同时，建立多元投资机制，引导社会资金参与。最新

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废弃矿山修复已达6万多亩，修复率超过77%。

青山镇原焦宝煤矿经治理后建成了中医药养生小镇，南坑镇山

田村废弃矿山修复后种植 6000 亩泡桐……大片曾经光秃秃的废弃

矿山，重回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上演美丽嬗变。

产业绿生金

农闲人不闲。趁着天气晴好，在莲花县路口镇庙背村的油茶林

里，村民们仍在忙碌着。这片 700 多亩的油茶林，如今已成为村里带

动村民增收致富的主要产业。

据萍乡市林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21 年，该市完成高质量油

茶项目建设 5.26 万亩，油茶企业（合作社）、大户达 200 多家，油茶总

产值超 15亿元。

此外，竹产业迅速壮大。该市已改造毛竹低产林 15.2万亩，建设

笋竹两用林基地 1.16万亩、竹林经营道路 359.6公里。毛竹活立竹密

度从每亩 95 株增加到 115 株，平均眉径从 7.2 厘米提高到 8.7 厘米。

竹笋加工业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武功山、上栗县等地生产的

生态无公害鲜笋、干笋，正在进一步扩大规模、拓展市场。

森林药材实现从无到有、从有到精。现有森林药材保存面积 4.5
万亩，仅 2021 年就新增木本、草本森林药材种植面积 1.41 万亩，每年

增长幅度均在 30%以上。涌现出红豆杉、金线莲、石斛等一批精品，

其中“新泉十八湾”冰雪金线莲、“一德”虎杖在首届江西林博会上被

评为金奖林产品。

同时，森林旅游和森林康养等新型林业产业得到大力发展，该

市已有国家级森林公园 2家、省级森林公园 12家，省级乡村森林公园

38家，国家级森林康养基地 1处、省级森林康养基地 8处。

一系列以绿助产的林业产业稳步发展，提高了林地综合利用率

和经营效益，带动林区群众增收致富，为萍乡打造“最美转型城市”

贡献了力量。

数字农业赋能乡村振兴 产业发展有“智”更有“质”发展纪实

“数字”乡村，构建乡村治理“大脑”，随时

随地可将村务信息迅速传达给每一位村民；

“智慧”农业，足不出户就可实现对虾蟹的精细

化饲养，刷刷手机便知虾蟹实时行情；“数字”

冷链，架起城乡物流线上“桥梁”，精准解决“最

初 100 米”和“最后一公里”，让农民朋友共享互

联网发展成果……

2021 年以来，在全力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程中，江西联通

携手省委网信办、农业农村厅，将“数字乡村”

的建设部署化为乡村振兴的有力举措，不断加

快推进 5G、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

数字技术在农业农村各领域、各环节深度融合

应用，为乡村振兴提供强大数字化支撑。尤其

是在推动农业产业链集聚方面，搭建起“数字

桥梁”，整合各方力量推动优质资源进一步下

沉到乡村，让越来越多的农民享受“数字经济”

时代的红利。

从“靠经验”到“靠数据”
稻渔产业搭乘“数字快车”

彭泽县依托天然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在

全县大力发展“一稻一虾一蟹一鱼”主导的稻

渔产业，然而传统粗放的养殖模式已进入“瓶

颈区”，“养殖凭经验、水质全靠看”的养殖时代

已逐步成为历史，养殖业的数字化和科技化是

养殖业转型升级的必经之路。

彭泽县马当镇为适应现代社会经济发展，

于 2021 年与江西联通达成数字乡村战略合作

部署，依托中国联通集团公司自主研发的“数

字乡村”服务云平台，为农村基层农业生产、经

营、流通提供一揽子服务，以数字化服务的科

技业态模式，带动全镇 1000 余养殖户养殖方式

的转变。不仅整合养殖资源，实现水产品城市

电商配送，还有力带动本地水产品销售和品牌

打造，带动周边现代养殖业发展。

“通过数字乡村云平台，我们已经能实现

稻虾蟹的智慧化管理。”合作承包商老梅说，大

闸蟹的具体养殖情况通过平台即可清晰地看

到，无需到现场查看，可实现保产增效。

“通过大数据分析融合，能够精准掌握农

业生产情况，科学判断农产品价格趋势，做好

产销策略和种植结构调整，化解买难卖难问

题，称得上是‘最强大脑’。”彭泽县农业综合开

发办公室钱义凌主任表示，依托联通“数字乡

村”服务云平台，积极探索“大数据+物联网+

农业”深度融合新路径，通过为农业发展各环

节嵌入“智慧芯”，助力现代农业发展，以新业

态和新希望描绘出共同富裕大场景下的新时

代“五美”乡村新图景。

“2022年我们计划再带动周边乡亲们加入水

产养殖行业，突出特点、做出亮点，争做农村集体

经济发展标杆。”展望“稻渔共作”的明天，合作承

包商老梅满怀憧憬，彭泽县的农民朋友们搭乘

“数字快车”，走上了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

冷链物流“热”起来
打通农产品城乡流通“大动脉”

加强农产品供应链体系建设，打通农产品

流通“大动脉”和“微循环”，是落实中央乡村振

兴战略的重要一环。

九江市作为著名的江南鱼米之乡，水稻、

棉花、油菜、苎麻、茶叶产业发达，借助港口、交

通和产业等独特优势，九江供应链在江西具有

重要地位，而职能部门和物流行业更是责无旁

贷，努力构建“通道+枢纽+网络”的现代物流

运行体系，推动现代物流业蓬勃发展。

“为严格加强对冷链食品的风险监测，进

一步精准强化进口冷链食品监管，有效防范

病毒传播风险，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

生命安全，一直以来，九江市政府高度重视冷

链食品防疫工作。”九江市农业局梅继国副局

长说道。

据了解，九江市通过引入江西联通打造的

冷链监管平台，构建了冷链食品追溯监管系

统，对冷链食品进行科学管理，有效保障冷链

食品安全，为政府监管提供有效的支撑手段，

守护了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同时，完善了

农产品产区“最初 100 米”和销售区“最后一公

里”的供应链体系基础设施，包括批发市场和

零售网点的硬件建设。

“九江冷链物流的发展速度很快，未来行

业的发展潜力很大，但是冷链行业的信息‘孤

岛’现象突出。”九江市晨晖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王小兰说，信息利用效率低已经成为制约行业

发展的重要因素，只有整合资源和数据，大力

发展农产品冷链物流，建立健全产销对接长效

机制，才能满足生鲜农产品的流通需求，在乡

村振兴中发挥主力军的作用。

位于九江市农业局指挥调度中心的九江

市标准冷链管控平台大屏幕，各冷链仓配企业

的全量数据一目了然，交易数据、库存数据、周

转数据，以及冷链食品的运营情况清晰可见。

“目前我们已打造全市唯一可信官方门

户，实现实时动态的企业运营情况监管，进一

步落实疫情防控工作和冷链食品安全监管责

任，加强对重点仓配企业、重点冷链食品的管

理，通过平台审核冷链食品的检验检疫合格证

明、核酸检测报告等，将食品安全责任落到实

处。”九江市农业局市场与涉外科科长李政介

绍道。

通过实现智能分析预警，将事后管理模式

转化为事前管理模式，深入应用物联网+AI 技

术，对现场的监控视频进行智能分析，做到事

前发现食品安全问题，事中全程监管，事后持

续监督保安全，九江正在打造“全链条、网络

化、严标准、可追溯、新模式、高效率”的现代冷

链物流体系，共建共享冷链安全生态，促进冷

链物流产业技术升级，推动产业融合发展。

江西联通积极推进“数字乡村”“智慧农

业”落地，充分利用 5G、大数据、云计算、物联

网等技术，助力打通农村商品上行和工业品、

消费品下行的双向流通渠道，为江西省乡村振

兴提供强有力的技术保障，全面提升生产、经

营、管理、服务效果，让乡村振兴有“智”更有

“质”。 （刘孜婧/文 李小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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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市农产品冷链监管平台

江西联通打造马当镇江西联通打造马当镇““数字乡村数字乡村””服务云平台服务云平台

彭泽县彭泽县““稻渔共作稻渔共作””田园综合体田园综合体

巧用三件“宝”村庄更美好
——南昌县幽兰镇推进乡村治理的见闻与启示

本报记者 钟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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