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刘良慧 李明杰

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记

者在走访中发现，一些乡村深挖自身文化资源，

打造独具特色的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与农业、旅

游业融合发展，涵养乡风文明，绘就农村景美人

更美的美丽乡村生动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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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

·短评·

“大歇汉子歇不歇，大歇汉子不停

歇 ……”大 歇 村 村 歌《追 梦 大 歇 岭》火

了。在村内随便走走，就可听到村民们

的哼唱。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富起来的

村民对精神文化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渴

求，村歌的诞生正合时宜，正当其时。”

汪品峰说。

大歇村地处深山，自然条件好，还

有“三线”旧址。早在 2019年，岳西县文

联经过考察后，便将大歇村一处旧民居

改造成大歇作家村。经常有作家来此，

为群众写对联、开展文化活动，和村民

亲切互动，十分热闹。

文化滋养乡村文明。近年来，大歇

村通过兴建党建文化公园、家谱文化长

廊、廉政文化长廊、河畔书社等场所成

风化人、敦化民风；通过组织开展各类

“示范岗”“大歇好人”“五好文明户”“产

业发展能手”等典型的评比表彰，营造

比学赶帮、见贤思齐的浓厚氛围。

为 弘 扬 慈 孝 文 化 ，汪 品 峰 还 在 村

里组织成立了“大歇村希望教育协会”

和“大歇村夕阳红老年协会”，每年在

村集体经济中拿出一定的资金 ，奖励

村内优秀和贫困学子，慰问 60 岁以上

的老人。前不久，75 岁的张道明领到

了 1000 元的敬老补助 ，“再过 5 年 ，我

就可以拿到 1500 元的补助，真正应了

那句‘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张道明

笑呵呵地说。

加强乡风文明建设，要传承优秀传

统文化，还要发挥好先进文化的引领作

用。在岳西县菖蒲镇毛畈村，村“两委”

通过组建志愿服务队 ，从身边好事做

起，实施各类志愿服务项目，进一步涵

养毛畈村文明乡风。

“通过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培养了

村民的奉献精神，党员干部与群众的关

系更加融洽，民风也大为改善。”毛畈村

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姚有志说，目

前，村里已建立 4 支志愿服务队伍，有

23名志愿者。

为进一步丰富群众精神生活，毛畈

村还加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先后建成乡村大舞台、农民文化乐园

等。村民自己还成立了群芳艺术团，连

续多年举办毛畈村“农民春晚”。丰富

的文化生活，使村风村貌发生了很大变

化，去年，毛畈村获评“全国乡村治理示

范村”荣誉称号。“大伙不仅腰包厚了，

精神头也更足了，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说起近几年村里的变化，村民葛素萍有

种心花怒放的感觉。

“大伙不仅腰包厚了，精神头也更足了”

——以文化人，涵养文明乡风

文化赋能 绘就乡村文化赋能 绘就乡村““诗意画卷诗意画卷””

聚光镜聚光镜··挺起乡村振兴挺起乡村振兴““主心骨主心骨””⑥⑥

近日，笔者在调研潜山市官庄村、岳西县大歇村等美丽乡村

时，不时为当地文旅融合发展成果点赞。官庄村打造官庄老街、

大歇村建起了代号 502爱国主义国防教育基地等，这些立足实际、

体现地方特色的文旅项目，展现了当地文旅融合的独特魅力。

文化兴，旅游旺。作为带动文旅产业发展的关键一环，乡村

旅游的核心竞争力在于有乡村风情、文化底蕴，有独具特色的

文化遗存。要因地制宜挖掘整合乡野风光、乡村文化、乡村饮食

等人文资源，激活乡村旅游发展活力，将民风民俗与乡村旅游融

合。要针对游客需求，依托本土实际，发展极具特色和创意的乡

村旅游景点与线路，并挖掘当地乡土故事，营造田园乡愁，唤起

能打动人心的、游客内心特定的那些乡村记忆及生活想象。要

聚焦旅游体验，完善与旅游相关的基础设施，提升配套设施，把

游客“请过来”，更“留得住”。

要依托文化和旅游资源，科学规划、协同管理做好融合文

章。利用好“旅游+”“生态+”“数据+”等模式，将文旅与教育、文

化、康养产业深度融合，满足游客观光饮食、运动休闲、养生养

老、乡村体验等要求，推动乡村文旅融合蓬勃发展。

文旅融合要精耕细作

■ 本报记者 李浩

“在乡村振兴中，文化振兴和经济振兴同等重要。”省政

协委员郑啸认为，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根”与“魂”。文

化具有长久生命力，对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具有不可

替代的作用。乡村文化以乡愁为纽带，凝聚全体乡民加入

乡村建设洪流，吸引乡贤参与乡村公共事务治理。

郑啸认为，要实施乡村文化培育工程，凝聚乡村文化内

核。突出乡村发展特色，注重保持乡村文化的乡土性、地域

性特色。突出农民主体意识，发挥农村群众组织作用，围绕

农民关心的事项开展农村文化建设，遏制乡村陈规陋习。

“提升乡村文化，丰富乡村文化产品。”郑啸建议，推进

乡村文化产业发展。开展乡村文化产品培育，开发乡村特

色文创作品，建设一批特色文化小镇和乡村，塑造特色乡村

文化品牌。推进农村艺术题材创作，创作优秀歌舞、曲艺作

品，努力形成“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创作机制。推进农村

市场文化繁荣，支持农村专业化演出团体发展，打造乡村文

化市场示范走廊和特色乡村文化品牌。

文化需要传承，要在传承中不断拓展乡村文化内涵。

郑啸表示，要优化乡土文化，重点对皖北农耕文化、皖南古

村落文化遗产、安徽地方戏曲等内涵提炼拓展。加强乡土

文化人才建设，完善乡土文化人才的认定、培养、评价等机

制，分类构建乡土文化人才库，重点建设非遗传承人、文化

志愿者、文化站工作人员、乡村文物保管员等人才队伍。开

展乡村文化结对共建，组织引导文化单位与乡村开展结对

服务活动，办好文化下乡，开展“送戏进万村”活动。

守住乡村“根”与“魂”

■ 本报记者 陈成 李明杰

文化建设提升乡村振兴的“精气神”。“把乡村文化与产

业发展对接，形成乡村特色文化产业，是推动乡村经济发展

的重要途径。”在岳西县文旅体局党组书记余灿黎看来，发

展乡村文化可以带动与之有关的特色食品加工、乡村美术

品以及参与体验活动等得到发展，增加农民就业和农民收

入。丰富多彩的乡村文化增加旅游的趣味性，提升乡村旅

游的竞争力。

挖掘文化资源，走文旅融合之路。余灿黎认为，各地要

以乡村优秀文化为依托，深入挖掘地方红色文化，因地制宜

开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和项目，以文塑旅、以旅彰

文，促进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

如何做大乡村文化品牌，余灿黎建议，加大文化资源的

转化，培养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促进乡村传统工艺

提高品质、做大品牌。在资源雷同、文化相近的情况下大力

发展乡村文化体验经济，让静态的文化动起来，打造可参

与、可体验的特色文化活动。要贴近“互联网+旅游”的大趋

势，推进“线上线下”互动营销、融合营销，加强智慧乡村文

旅点、智慧文旅小镇等基础设施数字化建设，打造乡村旅游

“网红打卡地”。同时，加大文化人才的培养与引进力度，多

层次、多渠道培养和引进文化人才，培养一批乡村文化的生

力军。

打好乡村文化牌

如何把乡村文化资源转化成乡村

振 兴 的 发 展 动 力 和 村 民 致 富 的“ 资

本”？记者在调研中了解到，许多地方

坚持走文旅融合的发展道路。

说起盘活村里的文化资源，宁国市

港口镇西村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洪清刚颇为自豪：“几年前我们村还是

一个偏远落后的小山村，如今成了远近

闻名的‘网红村’。”

秘诀在哪？洪清刚娓娓道来。这

几年，西村确立了“用艺术唤醒乡村、文

化振兴乡村”的发展思路，通过引入创

意团队，打造 3D 墙绘，勾起童年回忆；

流转村中闲置老房，改造成特色建筑；

发扬农耕文化，用雕塑、摆件、展馆艺术

化再现农耕文明的前世今生，打响了西

村的“艺术村”品牌。

融入西村发展战略的还有西村的

文化瑰宝——皖南花鼓戏。1952年，西

村组建了全省第一个村级皖南花鼓戏

剧团，传承至今。如今，皖南花鼓戏成

了西村的文化品牌，深受游客欢迎。

为了打好“花鼓戏”这张文化牌，西

村专门修建了皖南花鼓戏剧院。高高

的戏台上，中国传统建筑的飞檐翘角和

皖南民居的马头墙元素相互融合，宽敞

的院子可以同时容纳上千名观众，每到

重大演出时，经常“爆满”。

特色文化是乡村发展的宝贵资源，

成了邀请四方来客的“金名片”。78 岁

的西村皖南花鼓戏剧团团长汪德润因

此变得忙碌起来。“现在西村游客多了，

节假日和周末我们都会演出，给游客的

西村印象留下皖南花鼓戏的影子。”汪

德润说，近两年，剧团累计演出 20 多场

次，观众达 8 万人次，《六尺巷》《喜看西

村新变化》等曲目广受欢迎。

把乡村特色文化转化成乡村旅游

资源，走文旅融合之路，官庄村亦是得

天独厚、得心应手。官庄镇政府驻地建

在官庄村境内，2015 年官庄新区落成。

依托地域上的村镇一体，官庄村借助更

大范围内的文旅资源，打造出潜山市北

大门的乡村旅游样板。

“现在来官庄的游客，很多都是奔

着浓厚的文化气息来的。”余晓八告诉

记者，拥有 500 多年历史的德馨庄孕育

着官庄浓厚的孝义文化，余大化故居激

扬着红色文化的精神力量。

近年来，官庄村将文化传承与乡村

旅游紧密结合，一方面重点打造“德馨

庄”品牌，成立安徽省德馨庄生态旅游

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出品的官庄农特产

品 和 伴 手 礼 等 ，都 印 有“ 德 馨 庄 ”3 个

字。村里新建的一个旅游项目，也起名

“德馨庄”生态园。同时，每年还举办

“孝义之星”评选和桃花节等活动，让文

旅融合更加紧密。

如今，来官庄赏美景、看人文、尝美

食，成了周边游客的新选择。去年，官

庄村接待游客 6.5万人次，创造产值 110
万元。“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修复村里的

古建筑，坚持保护与开发并重，走好文

旅融合发展之路，让更多人知道官庄这

个地方。”余晓八满怀信心地说。

“现在来官庄的游客，很多都是奔着浓厚的文化气息来的”

——文旅融合，盘活发展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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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演员在乡村民演员在乡村

大舞台上表演大舞台上表演

歌舞歌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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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国王先国 摄摄

金秋时节，记者一行走进潜山市官庄镇官

庄村，一眼望去稻浪滚滚，一片丰收景象。

这里有座名为德馨庄的古建筑，始建于明

朝正德年间，占地 8400 平方米。早年间，这里

曾居住着余氏先祖余文章一家五代 130 余口

人。因一家人和睦孝顺、安居乐业，乾隆皇帝

两度赐匾“五世同堂”“七叶衍祥”，以褒扬其和

睦友爱，希望他们兴旺发达。

10年前，老宅里还住着 70多户人家，“由于

住的人多，里面私搭乱建，甚至厕所连着店。”

回忆起当年德馨庄的脏乱差，官庄村党总支书

记、村委会主任余晓八记忆犹新。

2012 年，官庄村开展美丽乡村建设，德馨

庄成为环境整治的重点。通过易地安置、拆除

私搭乱建的房屋，德馨庄慢慢恢复往日的容

颜。之后，余氏宗祠、凤溪桥、官庄老街等古建

筑也逐步修复，以“崭新”的面貌示人，向村民

和游客讲述着代代相传的“孝义”故事。

在挖掘传统文化的同时，官庄村还大力深

挖红色资源，建成了余大化故居等红色纪念

馆，“通过打造革命传统、爱国主义、青少年思

想品德教育基地，唱响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

因。”余晓八说。

文化挖掘是为未来发展奠基。乡村振兴，

必须深入发掘地方优秀文化，并加以保护传承

和创新发展。

在 岳 西 县 主 簿 镇 大 歇 村 ，村 里 从 清 朝 起

就有玩花灯的传统。“我家从我爷爷那一辈起

就开始扎花灯了！记得小时候过年家里挂起

花灯特别好看。” 75 岁的岳西彩灯传承人张

道明说。然而这几年，这项传统手艺却面临

失传。

原来，扎一个花灯可不容易，像张道明这

样的老师傅，最快也需要 3 天才能扎起 1 个花

灯。“村里会扎花灯的只有 4 个人了，我很怕这

门技术会被我带到土里去。”张道明说，希望能

有更多的人把花灯技艺传承好。

大歇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汪品峰看

在眼里，急在心里。为此，大歇村“两委”深入

村组收集文物，打造了一座民间艺术馆。走进

这座艺术馆，各种花灯琳琅满目、各具特色。

灯面上不仅绘有精致的图案，还写有“植树种

草，美化环境”“改革开放，乡村振兴”等宣传提

示语，可谓寓教于“灯”。

“如今的大歇村已经打造出‘五个一’工

程：一首村歌、一支村舞、一部村史、一幅村画、

一部村戏，努力留住乡村记忆。”汪品峰说，下

一步，大歇村还要打造夜经济，让游客来村里

看花灯、猜灯谜，用花灯点亮大歇村。同时，通

过把花灯市场化，培养更多的传承人，让花灯

这个古老的艺术品焕发出新的生机。

题图：潜山市官庄镇官庄村村貌。

（官庄村供图）

“我家从我爷爷那一辈起
就开始扎花灯了”

——深挖文脉，唤
醒乡村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