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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这样的农业大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伟大的壮
举，是神州大地上最为浩荡、最为豪迈的砥砺前行！

路是需要探索和实践的，德州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走出融
合化之路，虽然还不尽善、还不尽美，但他们探索不已、实践不
懈，奋勇向前！

融合化不是毕其功于一役，是久久为功，是不断深化，是
渐入化境。

德州努力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懂弄
通，融化到血液里，转化到行动上，这是他们走出乡村振兴融
合化之路的最根本所在、最核心所在、最重要所在。

德州的做法，是个好经验！融合化，在乡村振兴中，不仅
是一个特色，不仅是一种哲学，更是一条实际的路径。

德州乡村振兴融合化就是齐鲁样板的德州实践。我们希
望这样的实践，不仅山东推而广之，而且能够花开全国！

走乡村振兴融合化之路
管 斌

山东德州市夏津县郑保屯镇万亩粮食高产示范田，农机操作手正在操作水旱四驱打药机喷洒农药。 （资料图片）

（上接第十版）
山东平邑县是金银花之乡，产量占全国的60%以上，杨金

刚引种40亩。采花时，1斤鲜花人工费5元，给不少老人、妇
女提供了挣钱机会。

凡霸公司的金银花，每亩能盈利1万元。
杨金刚又是北京，又是临邑，两头跑，有时忙得上火，他抓

上一把金银花，泡水喝，去火。
——辞职为农情深深。
刘中华，异想天开！
1981年出生的人，从小在庆云长大，大学毕业后入职国

有大型企业，年薪20多万元，日子过得阳光进家、春风入户。
辞职，种铁皮石斛！
素有“药中黄金”美称的铁皮石斛，是我国珍贵的中药材

之一。明明知道这“药界大熊猫”，野生的多长在云南、广西、
浙江一带的深山老林，自然繁殖能力差、生长缓慢，已被国家
列入二级保护植物，禁止采摘。刘中华却“一意孤行”，在尚堂
镇成立山东沃森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发出石破天惊的“石斛宣
言”：“要让石斛‘嫁到’北方，实现规模化人工种植！”

2012年，刘中华夫妇自投资金2500万元，朋友、亲戚投
入1000多万元，怀着对农业的热情和憧憬，大张旗鼓干起来。

铁皮石斛对生长环境的要求极其严格，温度的高低、湿度
的大小等，都能决定其生灭。

失败接踵而至，原来锦上添花的，现在雪上加霜，亲朋好
友纷纷要把资金抽回……几个月的时间，总经理刘中华体重
降了20多斤，头发掉了不少。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柔弱女子”刘
中华，为让老百姓通过科技致富，“衣带渐宽终不悔”。她近乎
执拗地坚持着。

庆云县了解情况后，县委书记现场办公，帮助企业渡难关。
刘中华的热心，暖化了石斛的“铁皮”，实现了南斛北种的

历史性突破。
研发、组培、工厂化育苗、种植、加工、贸易，8年时间，沃森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已成为江北地区最大的铁皮石斛培育、种
植基地。

尚堂石斛小镇成为全国重点小镇。
采访时，刘中华在展厅里介绍沃森培植的观赏铁皮石斛，

花期长，花状如蝴蝶，黄的、白的、红的……鲜艳夺目。她自己
刚荣获“山东省最美乡村女致富带头人”称号，她用智慧和汗
水浇灌的人生之花，正像美丽的石斛花！

——大学生农村忙创业。
在夏津县，顺着一条土路，走进一大片杨树林，杨树粗壮、

高大。走到中间有点空场的地方，我们站住，一旁还有两棵古
老的桑树。质朴的寇超弯下腰，轻轻地拨开松软的柴草，像是
怕惊动了熟睡的孩子似的。里边初长成的蘑菇，憨态可爱。

寇超，青岛大学毕业后，加入公司，种起蘑菇来。
公司的创业团队是6名平均年龄28岁的外地大学生，6名

成员均是菌物资源与利用方向毕业生。
夏津10多万亩的杨树林，很适合发展食用菌林下经济；

万亩古桑树群，特殊的桑黄对药用菌的研究得天独厚。让他
们怦然心动的，更有这里的各项人才引进优惠政策。

他们带着梦想、带着激情来了，申请到10万元贴息创业贷
款，团队成员每人每月还能享受1000元或2000元的生活补
贴，县里还为他们协调了免费的人才公寓、办公室及养殖基地。

创业发起人是聂阳、张金、刘书程，3个人分别来自江苏徐
州、山东泰安、山东潍坊。公司名字很重要，“名不正则言不
顺”，得起个好名字。发展蘑菇，土中生金，又是3人发起，他
们想起了《道德经》中的话：“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
物。”“好，就叫‘三生万物’！”他们一致同意。

三生万物公司主攻大球盖菇、羊肚菌等珍稀食用菌，凭借
技术优势，育种、养殖，闯出一片天地。推广菌种、开展技术服
务，创业团队将菌种卖至广西、四川、云南、贵州、湖北等地，累
计推广大球盖菇3000多亩、羊肚菌2000多亩。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里需要大学生，需要更多的大学
生！充满期待的热土，拥抱着大学生创业的热情，一派热火朝天。

农业需要知识，农村需要技术，农民需要科学。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

进的新发展格局，农村天广地阔。消费市场在农村，投资需求
在农村，只有加快推进乡村振兴，让农业农村发展得更好，让
农民生活更加富裕，国内大循环才能真正畅通起来。

农业农村历来需要人才，在新发展阶段，人才在这里更有
用武之地！

有人感叹，农村缺乏人气，谈何人才！德州给出了答案，
只要领导重视、政策到位、环境优化，各方人才就会迎面而来。

文明化合文明化合

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欢迎宴会上的祝酒
辞中指出，山东是孔子的故乡和儒家文化发祥地。儒家思想
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齐鲁大地，古今文明。德州，西周以及春秋时期属齐国，
深受齐国文化影响。政治家、军事家和谋略家姜太公，周初分
封，被封为齐国君主，成为齐国的始祖。3000多年前，他就有

“三宝”之说：“三宝者，大农、大工、大商。农一其乡，则谷足；
工一其乡，则器足；商一其乡，则货足……三宝完，则国安。”

德州也有“三宝”：德州扒鸡、保店驴肉、乐陵金丝小枣。
但是，这只是德州的老“三宝”。

德州的新“三宝”呢？百姓为宝、土地为宝、产业为宝。
品味着“百姓为宝”，来到乐陵市，深情的歌声从农村文

化广场传出：“老百姓是地，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共产党永
远的挂念……”在乐陵市，记者在一个个乡村欢欣陶然：乐陵
至乐——人民欢乐！

在乐陵的乡村敬老院，大红灯笼高高挂，各色鲜花样样
摆。水饺喷喷香，乐曲阵阵响。有老人在过生日，蛋糕端上，
蜡烛点上，祝福歌声唱起。

乐陵创新实施了“365暖留工程”，让留守人员一年365
天，天天都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和关怀。在铁营镇以365天
常态化陪伴为特色，打造了集“便民365”“幸福365”“先锋
365”“文明365”于一体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让文明实践
活动无缝融入群众日常生活。

在德州，有那么多志愿者在关心着孩子、关爱着老人，有那
么多好人在做着各种善事，雷锋精神的旗帜在这里高高飘扬。

鼎泰沣公司的孙京梅，重阳节忙着慰问敬老院的孤寡老
人，平时常免费为幼儿园、敬老院提供有机果蔬，每年的六一
儿童节为附近学校600多名困难儿童赠送礼物。

德州有德，文明祥和。弘扬崇德向善、扶危济困、扶弱助
残等传统美德，培育淳朴民风。开展家风建设，传承培育优良
家训。推行移风易俗，整治农村婚丧大操大办、高额彩礼、铺
张浪费、厚葬薄养等不良习俗。

乡村振兴融合化，需要文明化合。
中华文明根植于农耕文化，德州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来

建设和保护，从中挖掘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
规范，发挥其在凝聚人心、教化群众、淳化民风中的重要作用。

德州划定乡村建设的历史文化保护线，保护好文物古迹、
传统村落、民族村寨、传统建筑、古树名木等。

夏津的传统村落、古树名木等就保护得很好，县委书记才
玉璞说：“深入挖掘乡村传统文化、农耕文化、农桑文化、运河
文化、红色文化，让乡村文化精髓维系乡村情愫，传承和发扬
好乡风文明。”

在武城，“以积分换实物”的正向奖励机制，成为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建设的生动实践。

郝王庄镇罗庄村蒲公英超市内，村民杨明生正挑选自己
所需的商品：“我用积分兑换了洗衣液和洗脸盆。”罗庄村建立
了蒲公英超市积分台账，获得积分的途径主要有参加志愿服
务活动、评为先进典型、学雷锋以及美丽庭院创建等。

文明实践，春风扑面。
德州把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摆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的统领地位，加强设计，细化举措，切实打通宣传群众、教育群
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德州已建成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13个，乡镇（街道）文明
实践所139个，村级文明实践站建成6734个，全市成立文明
实践志愿服务队8037支，志愿服务项目1350个，开展志愿服
务活动15万余次。

德州市真正做到了新时代文明实践夯实乡村文化振兴，
乡村文化振兴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在德州的文明实践、文化振兴中，融合化成为突出特色。
——线上线下服务有效融合。
他们创新“点单+送单”新模式，依托融媒手机APP，打造

了集活动展示、志愿者注册、群众点单、服务送单于一体的志
愿服务平台，采取“点单+接单+派单+评单”志愿服务模式，实
现了“线上线下互动”的志愿服务活动新形式。

——亮点工作与文明实践有效融合。
创新“文明实践+镇村特色”新模式。在郭家街道推行“文

明实践+智慧社区”新模式，用“电子印鉴系统”快速办理财务
公开、低保五保等业务，智慧化信息平台同步为所有村开展在
线党课、百姓宣讲、舞蹈教学、就业帮扶等服务，以文明实践促
服务群众水平不断提升。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与融媒体中心融合。
同频共振，同向发力。县融媒体中心积极为文明实践中

心赋能。通过报、网、屏、台、端、微等为文明实践活动开展进
行线上线下全方位宣传。“讲、评、帮、乐、庆”，文明实践工作的
内容鲜活生动，接地气，深受群众欢迎。

——文化与科技融合。
每一次科技进步，都会带来文化业态的更新换代。德州

努力让文化生产跟上科技变革的步伐，一些文化新体验、产业
新门类随之产生，文化与科技融合为德州乡村振兴的画卷描
绘上新的色彩。

——文旅融合。
德州坚实地走着文旅融合之路。
黑陶博物馆、民俗博物馆、晏婴祠、大清河历史碑廊、劳

模精神教育基地、孟家大院等棋布于齐河大地。总投资
120亿元的省级重点项目齐河博物馆群，储备各类藏品3万
余件，气势恢宏、规模庞大，体现了“一个博物馆就是一所大
学校”。

文旅融合发展的齐河县，近10年来接待游客数量以每年
约50万人次的速度稳步增长，2019年达到670万人次，实现
旅游收入32.5亿元。

德州优化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分类推进乡村振兴。
来到夏津县，进入前屯古桑文化村落，“天蓝、地绿、水清”

的美丽乡村画卷映入眼帘。他们组织村民进行院落的改造、
美化与提升，利用庭院发展桑葚干、桑叶茶、桑皮纸、桑食品等
家庭工坊，搞活了庭院经济。

这个独具黄河中下游民俗风情的村落，把文化与旅游融
合演绎得淋漓尽致。

在这里体会敬畏历史、敬畏传统、敬畏自然。
在这里感受流水纹理、道路肌理、林田地理。
前屯这个亦古亦新、亦文亦旅的村庄，迎来了很多游客。
——古今融合。
记者夜宿宁津县，睡前在院子里散步，蟋蟀声声。第二天

是中国（宁津）蟋蟀文化博览会，小虫激动得夜不能寐吗？
这博览会，当地人叫宁津蟋蟀节，已办到第八届。南里

的，北里的，买的，卖的，10万多人。
“蟋蟀之都”宁津，围绕着“小虫”推出了一系列动作：建起

德百杂技蟋蟀欢乐谷，设立蟋蟀城网、宁津蟋蟀网、“宁津蟋
蟀”微信公众号……

历史上早就有的斗蟋，宁津也古今融合，形成了文化节，
发展出文化产业。仅陶罐，就是大大小小、形形色色。

一圈陶罐，他蹲在中间，陶罐黑光焕发，他的脸也仿佛上
了一层釉，手一敲陶罐，发出悠幽声韵。

他是制陶艺人朴树棠，他在村里，在简陋的屋中，从门，从
窗，透出的都是泥土的味道。他双手搓着光头，想着这里出土
过唐代的蟋蟀罐，该如何做出洋溢时代气象的精品？

耗费近千斤陶泥，与妻子郎爱坤拼了3个月，一个巨大的
蟋蟀斗盆烧制完成。深黑色的盆上雕刻了精美的“二龙戏珠”。
这个“天下第一”蟋蟀斗盆，直径1.15米，高0.58米，重350斤。

这个大盆闪现着古今融合的壮美！
朴树棠原在天津的陶艺社发展，2008年，他制作的155个

陶艺“国娃”，是北京奥运会的中国国礼之一。他要寻根，寻寻
觅觅，朴树棠走进宁津。这里在夏朝之前，属于鬲国。有鬲氏
是上古时期一个较为发达的部落族群。鬲，三足、圆腹、敞口，
一种烧水做饭的陶器，新石器时期，在鬲津河畔，有鬲氏最早
创始，这是一种文明肇始。

鬲津河就是今天的漳卫新河，为古代九河之一。朴树棠
找到了源头，找到了落脚点。在龙潭小村，租用荒废多年的一
家破败小学，带来老婆，带来孩子，安身立命。

在泥土的搅拌中，在文明的追溯中，朴树棠明白各区域
先民相互交流融合，借鉴互动，汲取重组，产生一个时期的
文明。

5000多年，沧海桑田，斗转星移，中华文明之所以延绵不
绝，一脉相承，重在海纳百川、兼收并蓄，在互鉴中得以长存，
在融合中得到永续。

——中外融合。
正像中华文明因融合而根深蒂固，世界文明因融合而枝

繁叶茂。
在德州的乡村振兴中，中外文明的融合异彩纷呈。
融合需要开放。德州走向世界，借鉴着先进的乡村建设

文明，不封闭，不保守。
在庆云，走进水发集团的牡丹观赏园，中式风格、欧式风格

和阿拉伯风格等竞相生辉，仿佛走进世界“大观园”。
融合需要交流。
制陶人朴树棠到菲律宾、法国、印度……他去了六七十个

国家和地区，只要有陶的地方，他几乎都去。
像蜜蜂采众花而后成蜜，他把从异国他乡、从祖先那里、

从身边人这里采撷来的，在心中融合，在手中融合，在泥中融
合，在火中融合，一件件新奇的陶器到来了，神气活现。

非洲手鼓、尼日利亚巫毒鼓、澳大利亚迪吉里杜管……各
种陶制外国乐器，奇模怪样。他组织人员演奏，用中国古老的
陶文化融合世界的音乐文化，给乡亲们带来艺术的享受。

中国文明发展需要融合，世界文明发展需要融合，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需要文明融合。

融合是时代的呼唤，融合是世界的出路！

社会和合社会和合

德州统筹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
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

乡村振兴融合化，离不开基层治理融合化。
情理法融合；
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
共建、共治、共享“三共融合”；
基层党组织、自治组织、社会组织“三类组织”融合；
农民安居乐业、农村安定有序、农业安全兴旺“三安融合”。

“和合故能谐”，党群和合很重要，没有好的党群关系，绝
对不会有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善治乡村。

首先要有和合的、有战斗力的党支部。
德州实施头雁队伍优化提升工程。建立健全“选、培、管、

树”工作体系。市县对村党组织书记轮训一遍，县乡分级对
“两委”干部轮训一遍。

开展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集中整顿。倒排软弱涣散社区
（村）党组织246个、后进村478个一并进行整顿，确保转化一

个、销号一个、巩固一个。
记者在陵城区采访时，区委副书记杜朝生深有体会地说：

“乱村庄，无不是村党支部涣散；好社区，一定是党组织有力。”
党群和合，党支部书记是关键人物，农村需要优秀的党支

部书记。宁津红庙李村的张国华就是一个榜样。
红庙李村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精神文明建设

先进单位、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等。
怎么干得这样好？

“与老百姓一块过日子，让老百姓顺气。”平和的张国华，
话也说得平实。

村里通了电，老百姓顺气；领办了合作社，老百姓顺气；创
办企业，老百姓顺气。

他的诀窍就4个字：“服党顺民！”
这是真诀——服从党顺应民，还有干不好的吗？！

“村里已经这么好了，您还有什么打算？”
“人人争着做好人，家家比着过好日子！”
一个村庄这样，多好！
他站起来，腰板直直的，从橱子里取出本子，让记者看。

几十年的账本，几十年的大事记本，保存完整。
他手上没有老年斑，光滑干净，不像一位72岁老人的手。

“当村支书，得心里干净。”
再看那一本本整洁的账本，那分明就是村民一张张放心、

微笑的脸。
德州在乡村治理中，党与群，情与理，法与规，义与利，天

与地，和合能谐，圆成治理环路。
他们努力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

共同体！
德州善治，用力在“合”。
——合情合理。
和合百姓，得和合情理。
德州健全村级议事协商制度，形成民事民议、民事民办、

民事民管的多层次基层协商格局。说情有处，讲理有人。
农村以宗族血缘关系为纽带，关系错综复杂。简单粗暴

不行，需要认真仔细开展工作，他们讲究情理，解决问题动之
以情、晓之以理，颇见成效。

夏津县郑保屯镇创新建立“党支部+小巷议事会+小巷管
家”基层社会治理模式，选出697名小巷管家，统一发放“红袖
章”“红马甲”“红胸牌”，表现优秀的被评为“最美小巷管家”。

郑保屯镇八屯村李祖成一家的出门路不畅通，调解多次
双方互不让步，李祖成经常上访。自“小巷管家”模式推行以
来，八屯村党支部发挥小巷议事会的作用，小巷管家刘国禹、
李祖防等人分头到双方家中多次做工作，说事拉理，讲法讲
情，德法互融，多年的信访积案得以化解。

——合法合规。
乡村治理，法治是根本。
德州市级综治中心已标准化运行，规范化建设县级综治

中心11个、乡镇（街道）综治中心134个、村（社区）综治中心
4287个。完善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共建立了1个市级公
共法律服务中心、11个县级公共法律服务中心、133个公共法
律服务站、3722个村（社区）公共法律服务室，为全市每个自
然村和社区配备1名法律顾问。

德州开展“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组织“法律进乡村”活
动，实施农村“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培育一批以村干部、人
民调解员为重点的“法治带头人”。

平原县整治农村宅基地违规使用、整治私搭乱建违章建
筑、整治农村土地承包不规范等违法行为，规范农村综合治理
规章制度，打响“五整治一规范”农村综合治理战，收到良好法
治效果。

——合天合地。
“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哲理思想，“劝君莫打三春鸟，

儿在巢中望母归”的经典诗句……这些质朴睿智的自然观，至
今仍给人以深刻警示和启迪。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
宜居美丽乡村，与“天人合一”的基本内涵是一致的。

德州全市选择20个乡镇整建制开展美丽乡村建设示范
试点，高标准打造1000个左右乡村振兴示范样板，受益群众
50万以上。生态文明在这里闪光。

德州，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像坚实的“三足”，支撑起
“三农”的壮丽宝鼎。

“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齐河县望岱社区，邻近黄
河国际生态城，远望泰山巍巍，近听黄河滔滔，蓝天，白云，鸟
语，花香，农民在这里诗意地生活着。

这样的地方，这样的生活，自然多了祥和，多了滋润！
“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德州的老

百姓有了人乐，有了天乐，有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

结结 语语

“乡村振兴是包括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
兴、组织振兴的全面振兴”，“五个振兴”需要共振，需要全面融
合。融合，一“融”俱荣，一合俱和！

全面振兴、整体联动，不断完善、不断深化，让德州成为乡
村振兴融合化发展之地，和合出一曲乡村振兴的赞歌。

北京南望，德州不远。一曲壮歌，从齐鲁大地飞出。传唱
大江南北，流行长城内外。中国需要这样的歌声，天下喜闻这
样的旋律。

德州，光明在前，他们满怀信心——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
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
丽家园！

融 合 之 道融 合 之 道

山东德州市武城县老城镇范庄社区农业产业园内，返乡创业
的大学毕业生韩丽丽和丈夫陈帅通过直播销售多肉植物。他们租
了范庄社区农业产业园5个大棚种植多肉植物。 刘振兴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