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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B03

珠江时报讯（记者/刘伟鹏

通讯员/朱嘉泳摄影报道）11月

15日，里水镇在万顷洋百合花

专业合作社举行“花漫里水 百

合飘香”百合花科普活动，吸引

了数十组亲子家庭拿起锄头，

走进花田，体验百合花种植。

“哇，没想到妈妈平常炒的

百合原来就是百合花的根部，形

状竟然像一个大蒜头！我才知

道塑料大棚原来是给植物保温

用的……”前来参加活动的孩子

们对百合花的形态和种植过程

充满好奇。

百合花田内，不止充斥着

孩童的笑声，也让许多家长回

忆起儿时的农耕生活。

“我已经有好多年没有走

进田间地头了，劳动美德需要

我们去传承，这次就是专门带

着孩子来体验父辈的农耕生

活。”来自狮山官窑的李小姐

说，希望让孩子回归自然，明

白花朵虽美，但也需要付出汗

水和努力去浇灌的道理。

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

学院教授、里水镇人民政府农业

顾问吴彦光就百合花培育进行

科普。吴彦光表示，亲子家庭们

可以在田间亲自种植百合花，等

到盛开时节再来收成，这是一次

很难得的科普机会。“将农耕生

活与城市有机结合，让更多城市

人来到里水，来到乡村，发现乡

村之美。”

百合花文化周是里水镇一

年一度的品牌活动，如今更是成

为广佛地区生态旅游的一张靓

丽名片。今年初，里水镇将位于

万顷园艺世界的2000平方米

展馆作为岭南农业产业创意园

常态化开放。

“希望通过本次科普活

动，进一步擦亮中国香水百合

名镇品牌，推动农业旅游发

展。”里水镇党委委员杨华表

示，当前，里水正打造“南有梦

里水乡风情游，北有岭南农业

大观园”连片乡村振兴精品示

范路线。接下来，里水将对乡

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

织振兴进行再部署，以“点、线、

面”的思路全方位深度呈现里

水乡村振兴发展成果。

里水镇百合花科普活动在万顷洋举行

亲子进花田 学种百合花

■亲子一起体验百合花种植。

珠江时报讯（记者/陈志健

通讯员/朱嘉泳摄影报道）探讨

工作新思路，全力做好里水乡

村振兴工作。11月12日，里水

举办乡村振兴专题培训，邀请

了浙江省安吉县原农办主任吴

婉芳为里水党政领导班子、部

门、村居等负责人授课。

吴婉芳长期主抓安吉县三

农工作，全面统筹美丽乡村建

设工作。她以《乡村振兴建设

与长期管理机制等探索》为主

题进行授课，讲述了安吉县美

丽乡村建设的历程。2003年~

2008年，安吉县开始了农村人

居环境改善；2008 年~2013

年，则注重追求”三农“全面进

步；2013年~2017年，进行了

标准引领样板示范；2017年至

今，已经全面接轨乡村振兴。

她说，党的十九大提出了

乡村振兴战略，给“三农”工作

带来了新的机遇和希望。安吉

十年的美丽乡村建设之路，正

是契合安吉“三农”工作的有效

载体，十年前安吉提出的“村村

优美、家家创业、处处和谐、人

人幸福”的美丽乡村建设总目

标，与乡村振兴战略的“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

有效、生活富裕”的要求有较高

契合度。

乡村振兴是一个系统工

程，安吉的美丽乡村建设正是

实施这一战略的有效途径。

吴婉芳指出，里水经济发达，

产业兴旺、生活富裕基本达到

要求，但在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等方面还仍未达

标，里水要牢牢把握当前的黄

金机遇期。

“乡村治理的做法，就是在

建设中治理，在治理中建设。”

吴婉芳提出，不要把美丽乡村

建设理解为单纯的环境建设，

应统筹综合抓乡村治理。不要

以城市建设思维开展乡村建

设，应重视农民主体作用发挥，

要继续有计划开展各档次的创

建工作，提升长效管理水平，健

全完善考核办法，不要以项目

制来推进乡村工作，要把产业

发展、村集体和农民增收以及

三产融合发展纳入到乡村规划

中，持续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提

升美丽乡村品牌。

学习安吉经验激发里水活力
持续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提升美丽乡村品牌

■浙江省安吉县原农办主任吴婉芳以《乡村振兴建设与长期管

理机制等探索》为主题进行授课。

■里水青商们参观乐运魔方体育综合体，学习其先进的运营模式。

■里水青商们参观湖南省博物馆，了解当地文化特色，借鉴先进的展览手法。

日前，共青团里水镇委员会开展首

期“乡建新势力—里水新乡贤培养计

划”，组织青商们奔赴湖南长沙，感受红色文化，学习业

态创新运营模式，助力家乡建设。

当前，里水正抢抓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广佛全域同

城化发展机遇，全力推进南海区城乡全面融合发展标杆

镇、一二三产联动发展示范区建设。里水镇党委委员、

团委书记刘夏远表示，青年人才是里水乡村振兴必不可

少的支撑，共青团里水镇委员会搭建多种平台凝聚各个

领域的有才青年，激励他们参与乡村发展，为梦里水乡

高质量发展注入“青”能，全面振兴里水。

今年10月，里水初步

建成了首批12个乡村振

兴精品村及两条精品旅游

线路，乡村振兴由建设阶

段转向大运营阶段。在里

水乡村振兴再升级之际，

里水青商考察长沙文和

友、湖南省博物馆以及毛

泽东故居、刘少奇故居等，

体验了当地文旅特色业态

及红色文化魅力。

“这个动画做得好，不

仅让文物上的文化元素一

览无遗，看起来还更有动感

了！”在湖南省博物馆，青商

们发现，每一处出土文物展

示，都配有巧妙的灯光设

计、立体动画展示，让游客

可以更好了解文物上承载

的历史文化精髓。博物馆

不仅展示了文物，还从文物

里提取了众多文化元素，并

衍生了很多文创产品，精美

有内涵，值得正打造全域旅

游小镇的里水借鉴。

而对于第一次参观毛

泽东故居、刘少奇故居的

青商会员、北沙村村民李

杰辉来说，感触最深的就

是红色文化对八方游客的

吸引力。近年来深刻感受

到北沙村通过营造浓厚的

党建氛围，让村民更团结，

他期待纳入里水精品旅游

线路的北沙村，能借力里

湖新城建设，抢抓机遇，将

特色文化塑造为文旅品

牌，推动经济发展。

红色文化的融入，是

里水乡村旅游的特色部

分，而工业文化也有助于

推动产业振兴。“把睡眠文

化博物馆打造成‘产业+文

旅’的结合体，让里水的

‘梦’文化成为文旅的一个

亮点。”里水源田睡眠文化

博物馆创始人、源田床具

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泓

业透露，目前企业已经设

计了新的IP，正在升级展

馆陈设，强化文化展览功

能，将睡眠文化博物馆打

造成里水乡村旅游的一个

网红景点。

育乡贤聚育乡贤聚““青青””能能
人才兴乡村兴全链条人才培养平台

为梦里水乡高质量发

展注入“青英”力量

以特色文化推动乡村旅游

/
品
文
旅
魅
力

/

/

探
索
新
业
态

/

助力产业转型升级
这次行程，里水青

商们专门参观了乐运

魔方综合体项目。这

个综合体囊括了篮球、

游泳、搏击、滑雪等体

育项目，各个年龄段的

消费者都能在这里找

到合适的运动方式，而

且运用了高科技的数

据管理系统，让消费者

体验更便捷。

刘夏远认为，乐运

魔方项目比较符合后疫

情时代人们对大健康的

追求，里水也在发力大

健康产业，未来也将打

造足球小镇体育名片，

希望青商们可以探索落

地此类项目，打造出里

水大健康多元体验。

里水青商会常务副

会长邹俊毅在里水经营

着多个产业载体，这次

行程中就特别关注这个

“旧改”项目。“我们的项

目基本上是工改工，经

过这次学习，以后可以

结合里水的特点做一些

探索。”邹俊毅说，里水

推动产业振兴，传统工

业转型升级是重中之

重，希望结合里水产业

发展定位，通过更多旧

改形式推动产业振兴，

提升里水营商环境，吸

引更多人才进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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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链条育“青英”促振兴
这次行程里水青商

还来到长沙浔龙河生态

艺术小镇，学习湖南省乡

村振兴典型项目的经验

模式。这里是曾经的“省

级贫困村”——浔龙河

村村民的新型社区，每户

标配了一栋别墅、一个门

面、一个菜园、一个车库、

一个院子。改造前村民

人均年收入不到3万元，

如今增长到8万元。

这个小镇通过土地

集中流转3600多亩村

民土地，同步发展生态、

文化、教育、旅游、康养

五大产业，吸引城市居

民源源不断来此感受田

园风光，体验农耕乐趣。

“这里的振兴模式

让我们开了眼界，看到

青山绿水变成金山银

山，这就是乡村振兴的

意义。”里水青商会会长

梁伟彬认为，共青团里

水镇委员会搭建平台创

造机会，让青年企业家

学习更多好经验，提高

了大家的综合素质，推

动大家在做好自己企业

的同时，更积极发挥自

身优势，链接更多资源，

参与家乡的乡村振兴。

当前，共青团里水

镇委员会搭建了多个平

台，针对不同领域全链

条培育青年人才，除了

通过青商会的新乡贤计

划培育青年企业家、乡

创人才培养基地培养年

轻毕业生，还建立了里

水青年英才会，凝聚除

了企业家、大学生外的

更多年轻骨干力量，包

括村干部、企业高管中

层、教育领域的精英老

师等，通过交流、互动、

学习等不同形式，团结

各个领域的青年人才，

增强“青英”们的使命

感，推动他们为家乡发

展作出更大贡献。

文/图珠江时报记者欧林菊通讯员陈淑仪朱嘉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