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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乡风润民心
乡村振兴添活力

近年来，绥化市把乡风文明建设
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和软件
基础，深入开展文明村镇创建、移风易
俗、农村思想文化服务等十项行动，大
力推进“一约四会”“唱支山歌给党听”

“龙江有美村”等29项重点工作。
截至目前，绥化市共有国家级文

明乡镇4个、省级文明乡镇（标兵）29
个、市级文明乡镇（标兵）60个、县级文
明乡镇（标兵）44个，总计137个；国家
级文明村11个、省级文明村（标兵）58
个、市级文明村（标兵）229个、县级文
明村（标兵）622个，总计920个。市级
文明村安达市太平庄镇双兴村成功入
选2021年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文/摄 张鑫宇 陈骁 本报记者 董新英

绥化以加强“红白理
事会”建设为总抓手，明
确村民办理红白事的标
准、流程及奖惩规定，让
村规民约成为群众办理
婚丧嫁娶事宜的“硬杠
杠”。

目前，绥化市 1341
个村全部修订和完善村
规民约，完成率达100%；
1341个村建立“四会”自
治组织，占比 100%；159
个乡镇和1251个村设立

“红黑榜”，占比分别为
99%和93%。

进入7月，家住在绥
化市庆安县同发村的
徐洪新婚期将至，却因
为办酒席与父母产生
分歧。老两口的意思
是要在县里摆上几十
桌，把亲朋好友都叫
来，风风光光地迎新媳
妇进门。徐洪新坚持
喜事新办，为此和父母
闹了不愉快。党总支
书记孔庆范了解到徐
洪新家情况后，第一时
间与他父母讲事实、摆
道理，最终二老同意了
徐洪新的想法，在自家
的房前屋后摆上几桌
酒席。婚礼当天，村民
为二位新人送去祝福，
对这样的婚礼称赞有
加，二老逢人便夸儿子
儿媳妇有见识。

同发村是庆安县远
近闻名的富裕村，之前村
民办事为了不落面子而
多花钱，结结实实地拖了
这个富裕村的后腿。

近年来，同发村以乡
风文明为抓手，要求党员
做移风易俗、勤俭节约、
文明办事的表率，将优良
的党风政风带到全村。
仅 2020年，全村省下近
80万元。

同发村为鼓励村民
红白事简办，将村里的广
场、村委会空礼堂作为村
民办酒宴的场所，并免费
提供餐具、桌椅、乐器等
用具，“红白理事会”成员
还免费担任司仪，村里准
备结婚的夫妻都抢着在
村里办婚礼。

同发村的一系列举
措刹住了村民大操大办、
铺张攀比的风气，成为绥
化市移风易俗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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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1日，绥化市兰西县兰西镇林盛村的村民赵明志、吉青用为村
里打扫卫生赚取的“道德积分”兑换了两桶豆油，他们俩一人抱着一大
桶豆油，有说有笑地从村子的“爱心超市”走了出来，还特意“炫耀”地在
村子里绕了两圈，用赵明志的话说：“我领的不是豆油是荣誉。”

近年来，绥化市深化农村乡风文明建设，参照银行运行模式，积极
探索推进村级“道德银行”建设，就是整合道德建设资源，积累道德资产，
让爱心充分展示，让善举竞相涌现，参照银行运行模式，导入银行管理
理念，在群众中构建起以道德积分分享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良性机
制。与其他银行不同，“道德银行”存的不是金钱而是道德思想，账本上
记录下的是村民们做的好人好事。

自从村里以农户为单位，逐一设立“道德储蓄账户”以来，村里捡
垃圾、清扫大街、助人为乐的人多了起来。以往种地，农药瓶子在田间
随处可看，现在村民干完活不但将自己的农药瓶子收拾起来，还将其
他垃圾一并收集起来。

赵明志看到村里的变化，潜移默化地从思想上发生了改变。今年
年初，村里新购进了一台垃圾清运电动车，赵明志自告奋勇地当起义
务司机为村里清运垃圾，得到了村民们的认可。

林盛村党总支书记张鹏程介绍，“林盛村以‘道德银行’建设为抓
手，广泛开展了‘十星级文明户’‘新乡贤’‘道德模范’‘好儿媳’‘好婆婆’
等先进典型选树活动，计划年底按村民道德积分情况选典型定先进。”

绥化各地正陆续开展形式多样的“道德银行”，走出了一条以德治
培育文明村风、淳朴民风、良好家风的新路子。

“道德银行”暖民心

近年来，绥化市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
活富裕的总要求,大力加强思想道德建设，补齐精神短板，改善人居环
境，推动移风易俗，带动经济增收，进一步提高农民文明素质和乡村文
明程度。

海伦市东风镇仁东村是红色革命老区村，该村以“强党建、兴产
业、美村庄、树新风”为目标，通过开展乡风文明建设，引领乡村全面振
兴发展，实现“村风民风”双提升、“口袋脑袋”共富裕。2021年仁东村
实现村集体经济收入50万元，村集体积累达1030万元，人均可支配收
入17000余元。

仁东村始终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今年，仁东村温室
大棚生产的果蔬产品实现收入20万元。新建“寒地新型免烧温室大棚”
预计年收入可达30万元以上。规划建设了2.4万平方米的“虾稻米养殖
区”，实现了“一田双用、一水双养、一季双赢、以稻养虾、稳稻增效”的良
性循环发展新路径，稻田里养殖小龙虾15万余只，养蟹近5万只，预计年
经济收入可实现50万余元。建设占地面积1.2万平方米的巾帼生态小
菜园，栽培新鲜绿色无公害有机果蔬新品种。充分利用农家闲置庭院，
打造民宿美食庭院村落建设，进而拉动旅游产业的发展，带动农户增
收。两年来输出劳动力331人次，带动人均年增收2.5万元。

近年来，绥化市将乡风文明建设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
持续推进乡风文明建设有效激发农村的“精气神”，让农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为乡村注入新活力。

乡村振兴得民心

海伦市森林花海海伦市森林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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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董新英

“这块1400平方米的基地，育有12大类26
个品种 12.5 万余株宿根花卉，今年 6 月栽种
的，预计销售后可达 45万元。”在海伦市共荣
镇进步村，这些花卉被视若珍宝。

进步村
打造村级小产业集群

按照海伦市“先锋海伦”的党建品牌和“五
类村庄”发展规划，进步村是“产业带动类”村
庄。共荣镇党委书记韩世强介绍，共荣镇年初
制定了“党建一村一策、产业一村一品”的工作
实施方案，打造“小而精、小而惠、小而实”的村
级小产业集群，现在进步村呈现出干菜产业、
果园产业、宿根花卉、园林景观树、肉牛养殖、
网红经济、电商营销多产业叠加发展的良好态
势。

进步村利用村集体广场前闲置土地，进行
整理后，引进、驯化种植辽宁新品种花卉，与美
城苗木种植场合作，打造绥化地区以北最大宿
根花卉基地，辐射带动全村发展花卉产业。

光荣村
“古韵地”有了新目标

光荣村是革命老区村。光荣村党总支书
记张建军说，用英烈鲜血染红的这片“古韵
地”，是村经济发展的基因。2014年他带头成
立了黑龙江铭扬生态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了商标，创立品牌。依托这个公司，共流
转与托管土地 15000多亩，纳入黑土地连片经
营 5000亩。公司下设铭扬秸秆打包合作社，
每年每户分得红利 600元；下设昆光蔬菜种植
合作社，带领全村发展庭院经济，统一种植粘
玉米，让每家每户都增产增收千元以上。

2019年光荣村对上争取“增减挂”项目拆
迁了一个屯，为72户百姓创造了500万元的财
富收入，宅基地复耕后村集体每年预计增收 6
万元。2020年又通过土地综合整理项目拆迁
了 6个屯，再次为 280户百姓创造了 1200余万
元的财富收入，为村集体增加千亩耕地，村集
体经济壮大。2020年光荣村全面推进“清化
收”工作，收缴山地、林地、耕地补偿资金 100
多万元，村集体新增资源3000多亩。

张建军介绍，光荣村 2022年村集体积累
达到880万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现1.7万
元，先后获得绥化市文明村标兵、“三创”活动
先进基层党组织等荣誉称号。

众福村
从“负”到“富”的华丽蜕变

走进众福村四大坊民俗风情园，游客络绎不绝。众福村四
大坊，因油坊、酒坊、磨坊、粉坊而得名。2021年，接待游客 9万
人，有效带动当地百姓就业 30多人，人均年收入 3至 4万元，并
积极带动脱贫户参与季节性务工13人，人均增收5000元左右。

福民乡党委书记阚洪岩说，2016年，吴关龙就任村党支部
书记后，积极打造四大坊民俗风情园，打造“村中新城”，构建怀
旧复古一条街。几年来，经过乡村两级的共同努力，四大坊民
俗风情园迎来了华丽变身，四大坊成了省级乡村旅游示范点。

阚洪岩说，众福村曾经是负债400多万元的贫困村，现在是
村集体积累700余万元的富裕村。

海伦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潘洪喜介绍，结合机关“能力作风
建设年”活动，海伦市围绕“五类”村庄建设，在党建引领乡村振
兴上当先锋。进步村、光荣村和众福村在发展上各有特色。海
伦市实施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旗帜领航”示范工程，围绕培树

“四型”党组织，建设“五类”村庄，坚持以点带面，重点打造绥北
路、海望路、海明路、南环路、东扎路等 5条党建示范带，高标准
创建 10个示范村，强化标杆引领，推动整体提升。着力建强带
头人群体，选出23名村书记、23名致富带头人实行双向培养、跟
踪管理，大力推进产业富村，深入开展“百局百企联百村”活动，
坚持以创建“先锋海伦”党建品牌为牵动，高扬振兴旗帜。到
2022年末，全市“五类”村庄建成示范村 10个，带动 30%左右的
村进入先进行列；到2025年末，建成示范村30个，进一步增强标
杆引领作用，带动 40%以上的村进入先进行列，全市 243个村
100%实现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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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广核明水 100MW 平
价风电项目自2020年7月开
工建设，2021 年 6 月运行。
年上网发电量为 42704 万
KW/h，年等效满负荷小时
为 3144h。风电场建成后每
年可以为电网提供清洁电
能3.2亿KW/h，投运后每年
可节约标准煤碳101173.97t，
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245169.97t，减少二氧化硫排
放1781.41t，氮氧化物排放量
约2675.21t。

该项目每年在为明水县
带来可观税收的同时，还有
利于缓解当地用电和节能减
排压力，经济效益显著。

孟维欣 本报记者 董新
英摄

清洁电能效益显著

本报讯（宋伟东 记者董新英）日前，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附属第二医院与青冈县中医医院共建协作医院签约揭牌仪
式举行。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与青冈县中医医院的共建
协作，对于提高医疗资源配置和使用效率，缓解看病问题和改善
医疗服务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双方将从政策、智力、产业、文化、
基础设施建设、互联网诊疗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共建工
作。同时，通过此次合作也将为学生开辟更为广阔的学习实践
平台，尽最大努力实现共同发展。

当天还举行了“黑龙江中医药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学生社
会实践基地”揭牌仪式。签约仪式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
二医院专家在当地开展了义诊服务。

青冈
共建协作医院揭牌

□张睿格 本报记者 董新英

近年来，安达市将农家书屋建设作为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建设的重要举措和文化惠民的重大工程大力推进，努力将
农家书屋打造成精神花园、学习乐园，凝心聚力为乡村振兴“增
韵添香”。

问需于民 让农家书屋动起来
安达市农家书屋自 2008年运行以来，已有 10多年了，随着

科技进步，尤其是互联网的普及和智能手机的普遍应用，越来越
多的农民用手机看书或者查资料，农家书屋遭到“冷遇”。

怎样让书屋“动起来”“活起来”“火起来”，自去年 6月卧里
屯镇东清村和安达镇光明村农家书屋被列入全省农家书屋试点
后，安达市对农家书屋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探索。

“试点的过程就是深入基层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
程。”安达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李忠立带着干部们深入基层搞调
研，指导卧里屯镇和安达镇通过走村入户下发调查问卷、召开会
议、微信群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征求群众对书屋改革的意
见。一个多月的时间，共下发调查问卷 3500余份，收到建议和
意见共 150余条。两个乡镇制定了试点实施方案，明确了工作
重点。同时，在两个乡镇建立了图书多元筹集、图书循环发送、
读书积分等多个机制，每个乡镇还配备了兼职图书管理员，制定
了图书管理员职责，一周开放六天。

分区设计 让村民感觉好舒心
“原来的东清村农家书屋位于卧里屯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三

楼，仅有30多平方米，只能借书，没有阅读空间。”李忠立说。针
对这种情况，卧里屯镇投入 25万元，对农家书屋进行分区设计
和建设。

卧里屯镇根据不同读书对象从一楼到四楼分别设置不同读
书功能区，一楼“夕阳品读”专门为老人设计，二楼“小憩浏览”为
来便民服务中心办事的群众设计四个报纸杂志栏，三楼“科技泛
舟”进行科技普及、培训、党史教育，四楼“未来之星”为学前儿童
和中小学生设计，主要是科幻、航天探索、青少年科普、励志等类
图书。目前，农家书屋共有图书13类5500册。

安达镇光明村农家书屋依托安达镇光明村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建立，乡镇政府投入资金 20余万元，内部建设了开放式读书
大厅，辟建了300平方米的阅览室，定制了总长15米连体书架三
组，读者可以坐在书架底座上选书看书，目前，新的农家书屋共
有图书16类5000余册。

在大力推进线下阅读的同时，电子线上阅读因方便快捷成
为了服务群众的新手段。“我们积极推动黑龙江省农家数字书屋
进入农民手机端，引导更多农民扫码阅读”，李忠立介绍，“安达
市图书馆还为农家书屋添置了电子报刊借阅机，机内包含 500
种精品大众期刊30种全国主流报纸，扫描二维码就可以体验在
线阅读服务。”

送读助读 让阅读绘声绘色
每周拿着各种书籍走门进户，和乡亲们一起读书，对陈文明

来说已成一种习惯。陈文明退休前是卧里屯镇中学教师，去年
加入安达市“五老”领读队伍。“看着书迷越来越多，我这心里别
提多高兴了。”陈文明说。

近几年，有近一半的年轻人到城市务工经商，家里多数都是
老年人和留守儿童。针对这种情况，书屋充分发挥老党员、老教
师、老干部、老乡贤、老模范五老人员的“头雁”作用，让他们带头
到农家书屋读书看报，开展各项文化活动，引领更多的农民利用
农家书屋学习科技文化，大大提高了农家书屋的利用率。

此外，书屋还采取志愿服务送读、科技人员讲读、文学达人
荐读、文化活动促读、线上平台助读五种方式，发动社会各界力
量，让农家书屋阅读更加绘声绘色，为乡村文化振兴助力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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