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区域亮点

因地制宜兴产业 村民增收路子宽

■ 通讯员 钱良好 本报记者 冯长福

荒山变果园，荷花开圩区，鱼游
山坳里……庐江县在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中， 注重强化特色产业培植，因
地制宜推进产业发展，带动村民就业
增收，并探索农业与旅游、经济与文
化的融合发展，不断提升乡村振兴的
内涵。

荒山变果园 百姓日子甜

抬头可采桃，弯腰可摘瓜。 走进
庐江县白湖镇泉水村的黄桃园，只见
一派繁忙景象。 农场主占玉生正在向
种植户传授种植经验：“黄桃树下套
种西瓜，可保持黄桃地周边土壤更加
松软，黄桃长势会更好，西瓜的品质
也能得到保证，每年亩均增收两三千
元左右。 ”

2015 年，回乡创业的占玉生看中

了村里的这块背风朝阳的荒山坡地，
虽然杂草丛生、鹅卵石遍地，但他下
决心把这里打造成花果山。 整地之
后，桃树很快种下去了，可是，要等到
三年后才能挂果， 这段时间是空档
期。 于是，他决定套种西瓜，既能增加
收入，又能控制果园里的杂草。

“这种土是正宗的山地林间土，
它含有多种微量元素， 对于种西瓜、
种黄桃有天然优势， 可以增加产量，
增加果实的口感，营养含量也高。 ”白
湖镇农技站农技员陈雯从西瓜地里
抓起一把砂石土介绍，“我们协助他
开发引进了 10 几个新品种， 并跟踪
指导，提供技术服务。 ”

占玉生以桃园为主， 发展旅游产
业，让游客春来赏花、夏来尝果，给当
地群众增加了不少就业机会。 白湖镇
泉水村村民朱授坤正在帮忙摘西瓜，
他笑呵呵地说：“我在这儿干活， 工资
是按天发放，一天 100块钱，时间上比
较自由，家里农活也不会耽误。 ”

荷花次第开 乡村迎客来

盛夏时节，该县白山镇白山社区团
结圩圩区 600多亩荷花次第盛开，每天
吸引周边城市大量游客前来观赏，激活
了乡村旅游，富了百姓口袋。

团结圩濒临巢湖南岸， 风光旖
旎。 站在圩区内放眼望去，几万株荷
花次第开放，粉嫩的花朵在连片荷叶
的映衬下，随风轻摆、摇曳生姿。 游客
纷纷驻足观赏荷花，时不时拿出手机
记录身边的美景，给炎炎夏日生活增
添了几分诗意。

曾经的白山社区基础设施落后，
老百姓大多选择外出务工，圩田也被
闲置。 2020 年，当地能人高海涛回乡
创业，注册了合肥嘉莲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开始发展荷花产业，打造乡村
旅游项目。

“从荷花到水果莲蓬到茶莲子，
然后到铁莲子， 每年 6月中旬就开始
销售，亩均产值 ５０００元左右。”站在荷
花中间，高海涛介绍，“我们用工都是
当地工人， 每年人工费需要 30 多万
元，带动当地村民就地就业。 ”

一朵荷花“牵”出了生机勃勃的

夏日乡村游。 当地政府因势利导，将
附近 10 多个景点串成了一条特色
鲜明的乡村旅游线路， 吸引城市游
客前来休闲观光， 感受浓浓的乡土
气息。

鱼游山坳里 鼓起钱袋子

“哗 ”一声 ，一只长嘴鱼跳出水
面，倏地一下不见了踪影。 夏日的早
晨，山间云雾缭绕。 记者来到庐江县
矾山镇东明村养殖场，只见清澈的山
泉汩汩地流进鱼塘，鱼儿在池里追逐
嬉戏，溅起朵朵浪花。

“今天这批 30 头鸭嘴鱼运往上
海，塘口价 50元一斤。”皮肤黝黑的养
殖场负责人黄波正在检查运输车上
的供氧设备，“早上出发，中午就能到
上海。 ”

“鸭嘴鱼又名鸭嘴鲟，学名为美
国匙吻鲟。 ”随行的庐江县农业农村
局渔业渔政科负责人曹海介绍 ，这
鱼原产于美国密西西比河， 对我国
市场来说， 鸭嘴鱼养殖还是个全新
的产业。

今年 35 岁的黄波是东明村土
生土长的农民 ，2019 年 5 月 ， 他带
着在外摸爬滚打多年积攒下来的
30 万资金 ， 返回家乡准备创业 ，经
过一番考察之后 ，他看中了鸭嘴鱼
养殖。

“当初就是看好了这里的自然生
态环境，才决定将东明村作为养鱼基
地的。 ”黄波告诉记者，东明村地处海
拔 486 米的釜顶山脚下，山间泉水中
富含各种矿物质，非常适合鸭嘴鱼生
长。 说干就干。 黄波在两山之间的 30
多亩梯田上， 建起 5 个标准化养殖
场， 引进 1 万多尾美国鸭嘴鱼饲养，
带领百姓共走致富路。

“从目前塘口养殖密度来看，鸭
嘴鱼的成活率达到 95%以上。 ”黄波
领着记者沿着养殖基地， 一边参观，
一边不时投进去一把饲料， 引得鱼
“哗哗”地游过来抢食。 “有了成活率，
就有了丰收的保证。 ”今年基地养殖
了 3 万尾鸭嘴鱼，年产量在 7 万斤左
右， 按 50 元一斤算， 毛收入也能有
300 多万元。

繁昌加大农村公路建设投入

本报讯 芜湖市繁昌区持
续加大“四好农村路”民生工程
建设投入， 不断提升农村地区
交通运输服务水平， 助力乡村
振兴。 2021 年，该区实施农村
公路提质改造工程暨美丽公路
建设 14 个项目 ， 总里程 34.7
公里，总投资约 9224 万元。 202
2 年， 计划新开工农村公路提
质改造工程暨美丽公路建设项
目 53 个，总里程 129.6 公里，总
投资约 13548 万元。

（方文）

高庙村干部“打擂台”

本报讯 近日，太和县高庙
镇举办第二期村党组织书记擂
台赛， 各村党组织书记在决赛
中展开精彩角逐， 纷纷晒出自
己在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好
点子。 擂台赛采取“现场演讲+
现场打分+现场点评”的方式，
大家围绕前期人居环境整治经
验做法、 参观学习高塘镇的特
色做法和下一步工作打算等三
个方面进行演讲。 比赛最终决
出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名、三
等奖三名。

（赵名威 任含笑）

利辛残疾儿童配康复器具

本报讯 近日，省残疾人辅
助中心专家组赴利辛县为残疾
儿童配置康复器具。活动现场，
专家组和每位残疾儿童面对
面，提供“量体裁衣”式的科学
评估后，为 56 名残疾儿童配置
假肢矫形器，为 46 名残疾儿童
配置辅助器具， 力求达到最佳
康复效果。 (许明亮)

关帝庙倾情关爱留守儿童

本报讯 近年来，砀山县关
帝庙镇关工委一班人发挥余
热、积极履职，主动和村干部对
接， 对各村留守儿童进行排查
摸底， 建立爱心档案， 捐资为
46 名困难留守儿童购买书包
等学习用品。 充分发挥全镇 36
0 多名农村 “五老 ”人员作用 ，
开展“大手牵小手”志愿服务和
“亲情连线”活动，为留守儿童
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周效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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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论坛

柳河岸畔村庄美
颍泉区闻集镇滑集中心村文化

广场，每天都有不少村民在此休闲。
这里以前是村口的荒废地，这两年，
建了公园、修了长廊、安装了健身器
材，成为当地百姓最爱去的地方。

“孙子期末考试刚结束，我就从
合肥回来了 ， 感觉还是在老家舒
服。”今年 65 岁的曹玉英年轻时就会
唱豫剧，她是村里乐队的主心骨，现
在家门口有了固定的活动场地，她便
经常组织队员来文化广场排练，顺便
把在合肥新学的广场舞教给大家。

滑集中心村位于柳河北岸，省道
421 穿境而过，多年来，公共配套设
施不足制约着当地的发展。 2021 年，

闻集镇以公共基础设施规划建设为
重点，投入 910 万元开展农村环境整
治，先后实施给排水、道路及桥涵、文
化广场建设等工程，并对流经滑集中
心村约 1.92 公里的柳河实施清淤疏
浚和岸线整治。

“我们新建 2 套污水处理设施，
安装 9.76 公里给排水管道，新修 10.
7 公里混凝土道路，安装 500 盏太阳
能路灯。 ”滑集中心村党总支书记徐
迪介绍， 随着硬件设施不断完善，坐
落在柳河岸畔的村子越来越美。

距滑集中心村 1.5 公里处，便是
2020 年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尚
营中心村，近年来，村民们为了方便

出行，纷纷搬出旧村庄，在闻尚路两
侧建房，原有的点状村庄日渐变成带
状村庄。

为引导村民节约用地，尚营中心
村以后尚营自然庄为试点，开展人居
环境整治，先后配建休闲廊亭、篮球
场、停车场、儿童游乐场、公厕等。 笔
者沿着沥青路向村庄深处走去，上世
纪八九十年代建设的砖瓦房 、2000
年后建造的两层小楼、以及新建的三
层小洋楼，造型各异、错落有致。 昔
日农户家的柴垛， 如今变成小菜园；
旧时的羊圈， 整治后加了木篱笆，活
色生香的农村景致令人倍感亲切。

“我们计划把便民服务中心搬到

这里来，配套建设多个功能室，打造
人居环境整治的升级版，让群众生活
更方便。”闻集镇副镇长刘博介绍，20
20 年以来 ， 尚营中心村累计争取
1500 余万元美丽乡村建设资金 ，全
部用于人居环境整治。 现在，全村 11
个自然庄，1 个完成高标准整治，8 个
完成基础整治， 剩余 2 个本月开工，
确保人居环境整治整村推进。

闻集镇党委委员丁在双介绍，柳
河从太和进入闻集境内以后，串联起
包括滑集、尚营在内的 7 个省级美丽
乡村中心村。 如今，柳河流域正成为
闻集南部的宜居家园，群众的幸福感
和满意度不断提升。

（尚原野）

补上偏远地区师资短板
日前，教育部发出通知，明确

义务教育阶段计划招募 5000 名退
休教师，作为师资力量扶持欠发达
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场等地的县

镇和农村学校义务教育发展。招募
的退休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
教师、骨干教师为主，须具有丰富
的教学经验。此举有望进一步提升
老少边穷地区的义务教育水平。

改善义务教育薄弱地区教育

水平，师资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随
着近年来国家财政投入力度不断

加大，中西部地区义务教育硬件设
施建设有了长足的进步，不少偏远
地区学校教室窗明几净、操场全塑
胶覆盖、 信息化系统设施完备，有
的甚至一点儿也不亚于城市的学

校。 但由于地处偏远，很难吸引足

够数量的优秀教师，管理水平也与
发达地区的学校有一定差距。

长期以来，教育系统每年都会
推出各类支教计划和方案，如师范
生实习支教、 援藏援疆教师支教、
推荐免试研究生和在读研究生支

教等， 大部分以中青年教师为主。
中青年教师有年富力强的优势，但
在教育教学经验和学校管理经验

等方面，相对于老教师、老校长则
有一定欠缺。

此次推出的银龄讲学计划，更
多的是针对带动提升受援学校教

育教学和管理水平而设立的。计划
提出要按照“需求为本、形式灵活”
的原则，招募到的讲学校长可以担
任受援学校的副校长，指导参与学
校的管理工作；讲学教师除了开展
以课堂教学为主的讲学活动外，还

可以根据受援学校需求开展青年

教师指导、组织研讨课和举办专题
讲座等。 可以说，银龄讲学计划的
老教师、 老校长们主要起到一个
“带队伍”的作用，发挥示范和辐射
带动的效果。

考虑到老教师、老校长们的身
体适应情况，该计划也作出了相应
规定， 如限制年龄一般在 65 岁以
下，且身体健康。 如因身体原因不
适合继续讲学的，予以解除协议。

相信有这些资深教师、校长们
的加入，义务教育薄弱地区的学校
将增添更大发展活力。

（李丹）

破陈规陋习 树文明乡风
盛夏时节， 走进贵池区乌沙镇灯

塔村，荷花塘里花开正艳，文明乡风扑
面而来。近年来，灯塔村狠抓新时代文
明实践，积极破除陈规陋习，倡导丧事
简办婚事新办，不断推进移风易俗。

“惜字崇文四百年传家楷范，舍
身尚武三千里报国情怀”等一句句传
世家风家训，是灯塔村最宝贵的文化
资产。 2020 年灯塔村重新整合纪氏
家风馆、村史民俗展览馆、农家书屋
等资源，投资 35 万元，建成建筑面积
110 平方米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建成后把破
除封建迷信、摒弃婚丧陋习作为一项
重要内容，将文明新风和健康生活习

惯写进村规民约，编成朗朗上口的文
艺作品，让移风易俗深入人心。

该村先后出台了《灯塔村红白理
事会管理办法》《灯塔村婚事新办具
体流程及标准》《灯塔村丧事简办具
体流程及标准》等 7 项制度，通过定
规立矩，让移风易俗制度化、规范化、
长效化。经统计，自 2020 年以来灯塔
村“四会”组织共成功引导劝解红白
喜事简办 30 余起。

不久前，村民何长婉和丈夫在村
里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行了简单
又喜庆的婚礼。 “不仅地方大， 家门
口方便，而且村里有酒席标准、随礼
金额标准，不会铺张浪费，能大大减
少婚庆的支出。 ”何长婉说。

“过去村里办婚礼相互攀比现象严
重，一桌上千元都正常。 现在红白喜事
理事会倡导每桌酒席不超过 500元，随
礼也不超过 500元，大大减少了铺张浪

费。 ”灯塔村党总支书记纪律表示，经过
几年的宣传引导，红事新办、丧事简办
的节俭风尚已逐步成为村民的共识。

灯塔村还广泛开展 “五好文明”
家庭、“好婆婆”“好媳妇”、“道德超
市”等各类评比活动，弘扬中华传统
美德，引导村民向上向善。 灯塔村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内设理论宣讲室、市
民教育室、文化活动室、科普宣传室、
室外健身广场等 7 个功能区，丰富的
文体活动提升了灯塔村村民的获得
感和幸福感。 “我们农闲时不再只是
喝酒打麻将， 而是去农家书屋看看
书、 去健身广场活动活动筋骨。 ”村
民陈永义笑着说。 （齐蕾）

信息集萃

产业兴村

“农饮”新工程

引来甘甜水
本报讯 近日，历时 70 多天

的黄山区龙门乡龙源村农村自来
水改造提升项目顺利完工 ，600
多名村民饮水条件得到改善。 龙
门村是个革命老区、 山区和太平
湖库区。 2009 年，该村实施了农
村饮用水改造， 引山泉水为自来
水，一度缓解了山区村民饮用难。
10 多年来，因人口的增加，洪水
造成水源破坏、 管道老化渗漏以
及水塔体积小、蓄水量不够，每当
遇到旱情， 全村将近一半人口出
现限时供水甚至断水现象。

今年龙门乡争取到农村饮水
维修养护民生工程资金 71 万元，
对 3 个村民组自来水设施进行改
造维修。 工程于 5月上旬动工，村
民积极支持，主动投工投劳，加快
了施工进度。 7月中旬，工程如期
竣工，清澈甘甜的自来水流进了百
姓家。 （孙国均 汪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