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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产业+文化”乡村振兴路越走越敞亮“生态+产业+文化”乡村振兴路越走越敞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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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吹稻浪，金穗垂首。11

月，蝶美公园禾田迎来大丰收。

儒溪村亲子家庭一起割禾、打

谷、晒谷，共享丰收喜悦，感受乡

村振兴成果。身穿白色短袖衣

服的余耀楠，就读西樵中学初一

年级，他在田里忙前忙后，不时

用手擦汗。“虽然很累，但是很有

意义。”余耀楠说，当了解到“一

粒米”的前世今生，更能懂得珍

惜粮食。

由农耕文化元素打造而成

的蝶美公园，是儒溪入口公园，

也是村民日常休闲好去处。然

而，公园在建设动工前却遇到不

少困难。

儒溪村民世代以耕种养殖

业为主，桑基鱼塘曾是村里最天

然的美景，是村民赖以生存的基

石。立新经济社党支部书记余

广钟理解村民们对鱼塘养殖的

特殊感情，他主动承担起做村民

思想工作的重任，挨家挨户介绍

“臻美儒溪”的美好前景，动员大

家支持乡村振兴的建设工作。

他一次又一次地上门宣导，还发

动德高望重的长辈协助做思想

工作。后来，村民们也被他的诚

心所感动，支持公园建设。

打造美丽巷道、筹建儒溪村

幸福院、提升改造立新村球场、

清理打扫槎谭公园和永平市、劝

导村民“门前三包”、探索巩固人

居环境方法……2021年，儒溪

村继续积极推进人居环境建设，

为村民打造更靓丽悠闲的乡村

环境，村民们看在眼里、暖在心

里。

引领农业养殖发展 活化乡村文旅资源引领农业养殖发展 活化乡村文旅资源

儒溪村共有5500亩鱼塘，

其中超8成养殖黄骨鱼，养殖户

约500多户，黄骨鱼年产值超3

亿元，为养殖户带来纯收入

8000万元以上，现已成为广东

省养殖黄骨鱼的品牌村。不少

年轻人放弃外出打工，返村养殖

黄骨鱼。

那么如何进一步拓宽农业

养殖思路，继续擦亮儒溪“黄骨

鱼之乡”的品牌呢？

今年，儒溪村推进地方性淡

水水产养殖创新保险，为渔业养

殖户丰产丰收保驾护航。儒溪

村除了把养殖专家“请进来”传

授养殖技术，还带领养殖户“走

出去”，先后到山根社区和三水

淡水养殖基地观摩鱼塘连片改

造项目并交流养殖心得。

儒溪村党委书记陈旺弟表

示，下阶段儒溪村以生态振兴为

突破口，抓住鱼塘连片改造政策

的机遇，创新管理模式，推动鱼

塘连片改造，提升养殖户的养殖

技术，形成特色养殖品牌，拓宽

销售渠道，延伸水产养殖链的发

展，探索出具有儒溪特色的产业

振兴之路。

12月，上儒村游客服务中心

正式投入使用，游客有了小憩之

地。儒溪村依托古村资源优势，

结合西樵镇文旅产业推进儒溪

村的文旅产业发展。陈旺弟介

绍，届时将以上儒巷道为中心区

域，激发古村活力，打造游船码

头链接西樵山南片水道游览，形

成网红打卡点，吸引游客，升级

文旅产业资源。

繁荣乡村文化 凝聚振兴力量

在陈旺弟眼中，文化是引

领、支撑村民行动和实践的“精

气神”,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

重要力量。经过多年的努力，儒

溪村已打造“两个大赛、三个阵

地、四支队伍、五台晚会”的乡村

文体活动体系，让村民生活越发

丰富。

除了乡村文体活动外，儒溪

村特别注重村民的精神文明建

设。在青少年方面，尤为重视品

德修养。“品德言行影响着人的

一生。”陈旺弟说，2010年起，儒

溪村联合儒溪小学，设置“村委

会奖学金”和“儒溪好少年”评

选，鼓励儒溪学子培养良好的品

德，不断奋发向上。

“每学期每班评选2名‘儒溪

好少年’，每次都不重复，鼓励更

多孩子做好品德言行，争做新时

代好少年。”陈旺弟说，如今村中

少年团结齐心，积极投身乡村振

兴建设，清理垃圾，美化巷道、文

体活动等都有他们的身影。

今年9月，为进一步提升村

民的文化修养，儒溪村筹建“儒溪

乡村文化宫”，通过引入社会艺术

团队，打造儒溪文化阵地。儒溪

乡村文化宫首期开设书法和国画

课程，分别开设青少年班和成人

班，共吸引153人次参与。

乡村文化凝聚着乡土之美、

人文之美，更是推动乡村振兴发

展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环境

优美、产业兴盛、民心齐向、乡情

浓厚……儒溪村成为西樵镇乡

村振兴正面典型，并在乡村振兴

的道路上越走越敞亮。

文/图珠江时报记者何泳谊

乡村注入“青”力量 村民幸福看得见

亲子共读聚民心 美丽村居齐建设
“霞姐，最近亲子阅读有什么

课程呀？”走访村居时，百东村党委

委员左少霞总会被很多亲子家庭

“追问”。

近年来，百东村的亲子共读系

列活动深受亲子家庭青睐，孩子学

习有进步，家庭教育有方向，亲子

关系更密切。

自2018年起，百东村以“悦读

阅文明”项目为抓手，引导村民读

书明理，营造乡风文明的氛围。

2020年，百东村以“亲子共读”为

切入点，推进南海区“美好家庭养

成计划”，在亲子共读活动中渗透

“爱、和、勤、俭、善”的家庭美德。

2021年，百东村妇联开展15

场亲子共读活动，服务230个家

庭。通过亲子共读大使在学校、幼

儿园播放亲子共读宣传视频，辐射

3400多个家庭。同时开展“悦读

阅好”服务项目，让“亲子共读”活

动提质增能，形成“社区助力家庭

建设，家庭反哺社区建设”的氛围，

助力乡风文明建设。

百东村还探索“党委+社工+

党员+社长+妇委+志愿者”六维一

体的议事模式，带动村民基层自治

治理，以“微改造”为切入点，对村

内荒地、卫生黑点进行修缮和提

升，不少亲子共读家庭参与其中。

公园建起凉亭，池塘装上护

栏，河边画起墙绘……经过10场

议事活动，通过项目资金与村民

自筹的方式，已完成 5个“微改

造”地点。在“微改造”过程中，村

民对“六维一体”的模式有了更深

入的了解，逐步构建起共建共治

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

培育“青苗”助力乡村振兴
协助长者接种新冠疫

苗、挨家挨户登记“厕所革

命”信息、协助开展亲子阅

读活动……“第一次接触基

层工作，虽繁琐但很有意

义。”今年7月，在广东医科

大学就读大二的张晓玲，经

过重重选拔，在百东村“青

苗计划”脱颖而出。

在短短的 1个多月实

习中，她获益良多。“基层工

作需要学会沟通与总结，更

需要细心、耐心、决心这‘三

心’，细心观察，了解群众所

需；耐心服务，搞好群众关

系；下定决心，做好乡村振

兴，为群众谋福祉。”张晓玲

分享道。

“这是一个大学生就业

创业成长计划项目。寒暑假

期间，百东村委会以报名面

试的形式，择优录取2名实

习生，实习优秀的会进入百

东村人才库。”百东村党委书

记、村委主任左德培说，通过

实习，大学生了解乡村振兴、

人居环境整治、村级工业园

改造等农村发展中心工作，

让他们记得住乡愁，为农村

发展注入新活力。

自从“青苗计划”开展

后，百东村的大学生重燃

回村参与志愿服务的热

情，青年力量得以凝聚，青

年战斗力增强，为农村发

展储备人才。

改造村级工业园 助力经济发展

12月6日，西樵村改攻坚再

按下“加速键”。当天四个村改项

目中，有两个项目“花落”百东村，

包括百东木厂改造项目（西侧地

块）和百东又一居改造项目。

左德培介绍，百东又一居改造

项目的前身是一家抛光砖厂；而百

东木厂改造项目（西侧地块）前身

则是30多家木材加工厂。在经过

与企业沟通之后，百东又一居改造

项目确定以企业自改的形式进行

改造，百东木厂改造项目（西侧地

块）则引入第三方进行改造建设。

百东木厂改造项目（西侧地

块）位于西樵镇樵丹路西侧，占

地总面积约65亩，改造类型为

拆除重建类“工改工”项目，由百

东经联社作为土地前期整理方，

统筹土地前期整理工作，以集体

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入市的方

式进行供地。

项目投资方佛山市龙翀金属

制品有限公司是一家专门生产不

锈钢焊管设备、异形管材，为机

场、地铁、高铁等大型基建项目服

务的企业，项目投资开发强度总

额不低于6333万元。

“该地块的交通、地理位置优

势明显，配套齐全，行政手续也比

较便捷。”佛山市龙翀金属制品有

限公司总经理胡肖建说，待项目

落成后，他们将把公司总部和大

部分的生产线迁至西樵。

村改腾出了高质量的连片空

间，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了历

史性机遇。对于村改项目，百东

村民表决同意率超过90%。左德

培说：“希望借助村改项目将百东

村的产业资源进行重新整合，重

新出发，助力西樵高质量发展。”

文/珠江时报记者何泳谊钟泽诗

/ 儒 溪 村 // 儒 溪 村 /

/ 百 东 村 /

■一湾溪河贯穿儒溪村，滋养着万亩桑基鱼塘。

“好”和“靓”是很多市民游客

形容儒溪村变化的常用词，赞叹

空间再造的“魔力”令村容村貌

“大变身”，更赞叹民心齐向的“鼓

劲”令乡风乡情“暖心窝”。

儒溪村，坐落于文化底蕴深

厚的西樵山麓，阡陌交错，水网如

棋。作为“儒林首第”的儒溪，旧

时村内的崇文尚礼之盛行，如今

成乡村振兴正面典型。2021年，

儒溪村努力推动乡村振兴全面发

展，打造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

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的新农村。

■亲子体验打谷。

2021年，百东村坚持问需于

民、问计于民，积极发挥基层党

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社区党员

示范引领作用。一手抓美好家

庭教育、“青苗”计划、环境“微改

造”等，引导多元善治，提升村居

“大面貌”；一手抓村级工业园改

造提升，促进产业升级转型，鼓

起村民“钱袋子”，逐步提升村民

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这

种“看得见的变化”，让百东村不

断焕发“青春活力”。

■百东村为“亲子共读”推广大使绶带。 珠江时报记者/陈肖玲摄

■百东村召集村中大学生，开展“青苗”计划。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