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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已落下帷幕，但农业节庆可做的事还有很多

把节庆热度转化为振兴力度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刘 慧

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不久前落下帷幕，在这场热热闹闹的系列节庆活动中，全社会都将目

光更多地投向农业、农村和农民。节庆活动是农耕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乡村振兴的过程

中，又将发挥重要作用

深秋时节，位于陕西省安康市紫
阳县木鱼包山上的“半亩茶园”，蝉鸣
虫唱，茶香四溢。萦绕在山头的云雾
与碧绿的茶树融为一体，茶农劳作，
游客流连，一派田园美景。

一年前，西安“80 后”马代俊来
到紫阳县，置身好山、好水、好茶的

“好场景”，一个连接当地茶文化资源
与市场消费终端的“场景营销”模式
蓦然跃上心头。随即，马代俊流转了
当地49户村民的近200亩土地搞起
了茶园基地。

“我们将茶园分成一亩一份甚至
半亩一份，主打生态、定制特色，推介
给城市企业用户按亩认领，并为认领
用户提供产品定制、田园体验等一对
一管家式服务。”马代俊说。目前，已
有来自全国各地的50多户企业认领
了茶园。

“在标准化生产的基础上，我们
利用互联网深度连接客户与茶山。”
马代俊说，在“半亩茶园”，每片茶地
都有认领园主的管理代码，根据时
令，园主可收获 80多份约 19斤定制
署名的银针、明前翠峰、雨前毛尖及
秋季红茶。园主随时能来茶园观光、
采茶、开展企业团建活动，还能在“半
亩茶园”的微信平台上通过视频实时
关注所认领的茶园情况。

陕西热再生公路养护股份公司
是最早一批认领茶园的企业园主，
2017 年 2 月份，公司负责人石磊与
紫阳半亩茶园签订协议，认领了1亩
茶园。“认领茶园后，我们获得了私人
定制专属署名包装的茶叶。去年，我
将私人定制茶带回西安后，身边朋友
品尝后连连夸赞。今年，朋友们早早
就预定了茶叶，希望能在第一时间品
尝。”石磊说。

“半亩茶园”的运作模式不仅赢
得了市场和消费者的认可，更给当地
茶农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效益。目前，

“半亩茶园”带动的当地茶农已达60
多户。高桥镇裴坝村村民吴官友介
绍，去年他把 7.7 亩茶园流转给“半
亩茶园”基地，共获得3080元土地流
转金。此外，基地还免费为茶农提供
茶肥，并聘请专业技术员对茶园进行
管理管护。茶叶采摘后，茶农向茶叶
基地交一定数量茶叶，剩余自己售
卖。“现在，茶园游客越来越多，我家的
土特产随之销路更广，再不用挑着担
子去市集里卖了，客户直接上门！”

“半亩茶园”引起了当地政府的
关注。随着向阳镇营梁村魔芋堡半
亩茶园基地的设立，“半亩茶园”这种
集三产融合与文旅创意于一体的田
园综合体将在更大范围推广。

来包“私人定制”茶
本报记者 张 毅 通讯员 何汪维

深秋时节，前来“半亩茶园”的游客依然络绎不绝。 张 毅摄

江苏省淮安市涟水县红窑镇金
鸡坨生态农庄今年国庆长假期间

“火”了一把，每天有上万名游客到
这观看非遗展示、感受传统民俗、了
解农耕文化。“带着孩子到这儿能踩
水车、拐石磨、推碾子。”游客周蓉蓉
满脸惊喜，“尤其是民俗馆里农耕老
物件勾起很多小时候的回忆”。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又要塑
魂。”涟水县委书记王向红说，近年
来，涟水县实施“文化回归振兴”工
程，补短板、抓传承、兴创新，把叫好
又叫座的“文化大餐”送到百姓身
边，滋养了文明乡风、良好家风和淳

朴民风。
记者了解到，涟水县把补齐公

共文化设施短板作为文化回归的民
生工程。新建的好人馆、非遗馆、博
物馆相继对外开放。与此同时，鼓励
支持涟水籍文化名人、在外乡贤回
乡兴办工作室、名人书屋等特色文
化场馆。目前，朱凡纪念馆、陈登科
陈列馆、王嘴村史馆等 20多个乡贤
馆、村史馆分布城乡，成为当地群众
守望乡愁的最佳去处。

在涟水县，剪纸、虎头鞋、洛铁
画等非遗产品都是当地一绝。“依托
这些‘活化石’，建起了红窑云锦、前

进琴书、南集戏曲、石湖民俗等‘特
色文化小镇’。”县文化局负责人说，
目前全县申报市级以上非遗项目50
多个，新建各类非遗传承基地 20多
个，新增各类非遗传承人136人。

涟水县虽有中国淮海锣鼓之
乡、中国淮海琴书之乡、中华诗词之
乡的美誉，可这些传统文化曾一度
遇冷。针对资金、人才短缺导致的不
温不火现状，涟水县采用剧组制形
式引进人才，鼓励民间资本、社会贤
达、文化能人加盟合作，推出的《鸡
村蛋事》《留守村长留守鹅》等现代
淮剧一炮打响，相继摘得省“五个

一”工程奖、省文化大奖。
如今，土生土长的乡土文化又

重焕生机。每到周六晚上七点半，
以淮剧表演为主的涟城镇“百姓大
舞台”准时开场，大舞台负责人陆金
萍说，他们已为群众免费演出 120
余场，每场都有近千人观看，不少戏
迷几乎一场不落。蓬蓬勃勃的乡土
文化滋润着淳朴的群众，向上向善
的道德风尚在涟水日臻浓厚。据统
计，涟水县涌现出“中国好人”6 名、

“江苏好人”13 名，经过层层推选产
生了 223 名各级乡贤，成为文明乡
风的引领者和乡村振兴的生力军。

江苏涟水实施“文化回归振兴”工程

“文化大餐”滋养文明乡风
本报记者 常 理

目前，各地异彩纷呈的农民丰
收节已经落下帷幕，通过晒丰收粮、
展丰收果、赏丰收景、吃丰收宴、话
丰收情，在全社会形成关注农业、关
心农村、关爱农民的浓厚氛围，让农
民看到了自身拥有的特色资源优势
和文化价值，激发了农民的自信心，
唤醒重农务农的积极性、主动性、创
造性。但是，要把全社会对农民丰
收节的“一时热闹”转化为对振兴乡
村持久的热度，在农业节庆上可做
的文章还有很多。

农业节庆知多少

我国是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
农业一直是立国之本，历来就有庆
五谷丰登、盼国泰民安的传统，各民
族都保留有不少流传久远的农事节
日。由于农业生产具有春播、夏耘、
秋收、冬藏等很强的季节性特点，自
古以来，随着一年四季的变化和农
作物耕种安排的需要，我国逐渐形
成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节日民俗活
动，如春节、立春、填仓节、龙抬头
节、春社、夏至、六月六、伏日、中秋
节、冬至、腊日等，不少少数民族还
有自己独特的农业传统节日，如畲
族的丰收节、藏族的望果节、彝族的
火把节等，这些节庆活动都有着鲜
明的农业文化特色。

每一个农业节庆都寄托着人们
对谷物丰收、人畜兴旺的美好期
盼。我国古时农耕祭祀的仪式非常
隆重，不过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
迁，时至今日，除了春节、清明节、端
午节、中秋节等重大节日外，曾经的
传统祭祀活动早已不见踪影，而这
些农业的传统节庆也随之逐渐淡出
人们的视线。

近 些 年 ，变 化 却 在 悄 然 发 生
着。一些地方在发展乡村休闲旅游

的时候，开始举办一些独具地方特
色的农业节日。如地处海拔 1080
米的山区贫困村浙江省遂昌县高坪
乡茶树坪村，320 多亩有上千年历
史的梯田，仍保留着原始风貌，村民
仍然采用水牛犁田、手插秧、镰刀割
稻等最传统的耕作方式。近年来，
茶树坪村在古老的梯田里围绕水稻
种植举办开犁节、插秧节、割稻节，
开展泥巴大赛、拔河比赛、排球比
赛、接力赛等活动，吸引游客体验失
传已久的农耕乐趣，发展乡村旅游

业实现了脱贫致富。这些改变开始
让更多人体验农耕文明，重新认识
农业。

中国农业丰收节的设立，更是
将农业节庆活动的复苏和发展推向
一个新的高潮。河北柏乡国家粮食
储备库主任尚金锁是设立农民丰收
节的倡议者之一，他认为，近年来，
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
高，农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越
来越迫切，自身价值也需要社会的
认可。在关心农民增收的同时，还
应该帮助他们提高社会地位。设立
农民丰收节，可以大大提升农民的
自豪感、幸福感和获得感，有助于把
农业培育成令人向往的行业，把农
村建设成吸引人的天地，让农民成
为令人羡慕的职业。

让农民成为真正主角

农民丰收节是真正属于农民的
节日，农民应该是当之无愧的主角。

与一般讷言的农民不同，吉林
省公主岭市山前村万欣农机合作社
理事长薛耀辉非常健谈。他在农村
经营现代农业多年，已经构建起以
种植、养殖、加工和销售为一体的生
态农业循环产业链。合作社实行会
员制，吸收城市中高端消费人群成

为会员，产品直销会员。他认为农
民丰收节就是辛苦劳作了一年的农
民乐和乐和的节日，农民在这一天
可以尽情表达自己丰收的喜悦心
情。他们合作社 9 月底就举办了农
民丰收节，合作社社员和附近村民
纷纷拿出当家农产品进行展示，参
加秧歌比赛、农民书画作品展和农
村民俗展。他们还邀请了城市会员
参加农民丰收节。

像薛耀辉这样“过节”的农民还
有不少。不过，记者在采访中也了

解到，有些农民觉得，今年的农民丰
收节由各地政府组织主导的高大上
的活动还是比较多，农民有时只是
被动的参与者；还有不少农民甚至
没有听说过农民丰收节，有的虽然
在电视里看到过农民丰收节的一些
节目，但觉得距离自己比较遥远。
在黑龙江省海林市长汀镇平安村农
民卞树军看来，农民丰收节和中秋
节、国庆节、春节等节日没什么两
样，只是又多了一个节日而已。他
们村里平时文化活动比较少，春节
期间会组织扭秧歌活动。如果村里
举办农民丰收节，他有时间也会参
加。薛耀辉认为，包括农民丰收节
在内的农业节庆，应该充分发挥村
集体或者合作社等基层组织的作
用，让他们组织更加贴近农民文化
生活需求的活动，充分发挥农民的
思想和创意。

另外，在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
节期间，广大城市居民纷纷到农村
参观、旅游、购物，可以领略新农村
的美丽风光，品尝鲜美可口的农产
品，可以参与农耕野趣、亲子互动、
挖野菜、采红菱、磨豆浆、做豆腐等
互动体验项目，可以学习农业新品
种、新技术等知识，还可以购买物美
价廉的优质农产品。农民丰收节充
分实现了展示新农村、新农业、新农

民的窗口作用。不过，薛耀辉建
议，通过农民丰收节搭建大平台，
把农村的好东西介绍给城里人，还
要把城里的好东西介绍给农村人，
推动城乡人口、资金、产品等在城
乡之间合理流通，实现生产要素的
双向流动，促进城乡深度融合发
展，改变城市繁荣、农村衰败的
局面。

扭转对乡村的认识

乡村振兴,归根结底还是需要
有人去发展、去振兴。乡村振兴，需
要一批善于开拓创新的致富带头
人，需要一批拥有特殊手艺和技能
的乡土人才、土专家，需要一批专业
化的农业人才。

但是，客观上讲，虽然乡村正
在发生着各种积极的改变，但与城
市相比差距还很大，一些地方甚至
出现农业凋敝、农村衰败、人口大
量外流现象。干农业没奔头，当农
民不体面，在农村没前途，务农被
认为是一件没有出息的事情。曾是
城市白领的董敏芳，2013 年回到
家乡创办合作社发展现代农业，当
时就遭遇到很多同学和家人的不理
解、不认可。

正是面对农村留人聚气困难的
现状，国家通过设立农民丰收节，充
分表达对农民的重视，对农民身份
和职业的确定，让从事农业的人更
有自信和底气。虽然真正留住人
才，形成人才回流的效应还需要各
地政府想方设法识之、爱之、敬之、
用之。但通过农业节庆来引起全社
会的关注，转变观念，也是重要的平
台和渠道。

正如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经济
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农村研究室副主
任涂圣伟所说，在全面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背景下，通过设立农民丰收
节，有利于在全社会营造尊农重农
爱农的良好氛围，让当农民更有尊
严，让更多的人关心农村、关注和参
与农村发展，全面汇聚推进乡村振
兴的强大合力；通过设立农民丰收
节，充分展示新时代乡村的多元价
值和多重功能，有利于激发城市居
民消费新需求，为推进农村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促进乡村产业兴旺
注入动力，让农业成为更有奔头的
产业；通过设立农民丰收节，系统宣
传展示悠久厚重的农耕文化，推动
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有机融合，有
利于繁荣兴盛农村文化，提振农民

“精气神”，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
定。这不仅是农村丰收节的作用，
更应该是整个农村节庆系列活动都
要发挥的作用。

乡村振兴是一场需要攻坚克难
的持久战。一个节日带来的一时热
闹很快就会成为过眼云烟，但通过
节日留在人们心中的印记，要与各
级政府推动乡村振兴的扎扎实实的
工作、农民坚持不懈的努力拧成一
股绳，形成全社会对振兴乡村的持
久热情，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乡村。

10月27日，在海安市第五届乡村旅游节上，演员在进行民俗文艺表演。 徐劲柏摄 （新华社发）

本报讯 记者王金虎、通讯员张

秋德报道：今年以来，山东省昌邑市
聚焦乡村组织振兴和文化振兴，充分
发挥农村红色资源优势，围绕“传承
红色历史，汲取前进力量”打造了一
批主题突出、内涵丰富、特色鲜明的
村史馆，搭建起党性教育、政德教育、
村风教育和文明传承的新平台，为实
现“治理有效、乡风文明”注入了新
动能。

走进龙池镇马渠村村史馆，只见
一间间展厅内存放了大量史料、文物
和精心设计的雕塑等，让参观者深刻
了解到该村革命年代的红色记忆、建
设年代的无私奉献和发展年代的赶
超跨越。据介绍，抗日战争时期，这
里曾是红色“渤海走廊”上的重要枢
纽，全村先后有108名村民加入中国

共产党，41 人英勇牺牲。“这个村史
馆，连同周边的革命先烈故居，是我
们镇着力打造的‘红色马渠’政德政
风教育基地，也是乡村组织和文化振
兴的重要阵地。”龙池镇副镇长赵慕
羚说。

如今，参观村史馆、翻看村志、听
取村庄发展故事、开展各式主题活
动，成了昌邑很多农民的新生活方
式。在卜庄镇郑家社区党总支书记
张艳香看来，村史馆就是一个正能量
发散中心。据了解，为了充分放大村
史馆的带动效应，昌邑将其纳入乡村
振兴整体战略规划，并组建红色村史
宣传队 20 余支，带动新增乡村文化
活动 900 余个，新增特色旅游村、生
态文明村 16 个，其中 70%的村镇达
到市级及以上文明村镇标准。

山东昌邑打造一批特色鲜明的村史馆

用村庄历史激发发展能量

本报讯 记者雷婷报道：近日，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发布《西北乡村类
型与特征调查报告》，报告将我国西
北地区乡村划分为11种类型。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组织 2000
余名教师、学生，从 7 月 25 日至 8 月
30 日，奔赴陕西、甘肃、青海、宁夏、
新疆、内蒙古（除东四盟）及西藏7省
区，针对乡村产业、生态、文化、区位
等要素开展乡村类型与特征调查。

报告显示，当前我国乡村类型可
划分为生态保护型、粮食主导型、特
种作物型、果蔬园林型、城郊结合型、
文化传承型、乡村工业型、草原牧场
型、畜禽养殖型、乡村旅游型和多元
发展型 11 种类型，其中粮食主导型
乡村最多，达到 13014 个，其他类型
乡村大量涌现，文化传承、乡村旅游

及生态保护型乡村数量分别达到
380个、654个、2572个。

本次调查以问卷调查为主，半结
构化访谈和深入访谈为辅。调查对
象为各省农业厅、民政厅等部门，以
及各县、乡镇和村民委员会，总共获
得有效调查样本31388个。

专家表示，调查报告一方面可
为我国西北地区各级政府编制乡村
振兴规划提供科学依据，另一方面
调查构建的乡村类型特征及划分的
21个量纲标准，可为其他区域乡村
类型的划分提供参考和理论依据。
此外，调查搭建的乡村类型基础数
据库平台，可为乡村振兴发展规划
编制提供数据管理和信息查询，为
数字乡村建设和乡村智慧化管理提
供信息支撑。

西北乡村调查报告发布

为乡村振兴提供信息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