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梳理《方案》，重庆日报记者发现，一大批利好即
将袭来，我市农村群众将普遍受益。

1 到2020年开展农村群众性法治文化活动3000场

以上，同时开展“庭审进乡镇”活动，每个区县每年5场
以上，全市200场以上。力争到2020年全市农民的普
法知晓率达到70%。

2 每年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3000场，每

年开展农业实用技术培训100次以上，培训一支懂技
术的本土农技员队伍，辐射带动农户5万户以上。

3 力争2020年新增100个非遗项目传习所，非遗生

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增加至120个，推动20个非遗保护
特色小镇建设。

4 2020年力争建成10个传统工艺市级工作站。

5 到2020年，全市戏曲演出达到500场。

6 力争到2020 年，建设一批乡村文化旅游重点项

目，打造首批30家乡村文化乐园，建成1—2个文旅融
合发展示范古镇。

7 到2020年，打造一批市级乡村文学基地，建设市

级文艺创作基地100个以上，打造市级乡村艺术特色
学校25所以上。

8 到2020年，乡镇（街道）和村（社区）基层综合性文

化服务中心实现全覆盖。

9 到2020年，完成14座无线发射台站改造，基本实

现数字广播电视户户通。

10 支持在乡镇建设室内固定惠民电影放映厅，2020

年建厅总数达到全市乡镇总数的50%。

11 到2020年，下线2个月内的商业电影公益放映增

加到5万场。

12 组织“红色文艺轻骑兵”，每年开展文艺进基层活

动1000场以上。

13 到2020年，每个乡镇（街道）至少建立1支民间文

艺团队，每个村落实1名文化志愿者、发展3个文化中
心户，实现全市1000支民间文艺团队、1万名文化志愿
者、3万个文化中心户服务农村文化建设，全市基层公
共文化队伍达到5万人。

14 2020年底，实现全市所有自然村光纤和4G网络

覆盖，建成120个“互联网小镇”、1200个“移动互联网
村”。

15 到2020年，基本完成全市行政村有线电视网络

覆盖，达到100M及以上带宽接入能力。

数字乡村文化振兴
一大批利好即将袭来

实施乡村文化振兴，我市将建设一系列新的乡村
文化阵地，筑牢农民精神家园。

■ 新时代讲习所。依托公共服务阵地，在每个

乡镇建立“新时代农民讲习所”，利用农村院坝、田间地
头、文化大院等，在村（社）开展流动讲习工作。组建以
党政领导干部、第一书记、宣讲团成员、致富带头人、农
技专家、“五老人员”、新乡贤等为骨干，专兼职相结合
的讲习队伍。讲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讲好乡村振兴战略，讲好惠农、强农、富农政策，讲
好实用技术、实用技能，讲好乡村新风正气、身边好人
好事。

■ 在有条件的乡镇，推出家训馆、建设家训墙、

打造家训街，展示当地优秀家风家训。

■ 在乡镇和村社宣传栏设立“乡村振兴榜样”展

示墙，定期公示和展示先进典型事迹。

■ 在村社设立“失德曝光台”，组织村社妇联执

委和巾帼志愿者、老党员、热心村民组建“美德劝导员”
队伍，对不道德、不文明的行为进行劝导。

■ 在乡镇依托调解工作室，建设1个“小马工作

室”，推广“老马工作法”。

■ 依托农家书屋、文化大院、乡贤家庭设立“乡

贤堂”，整合党员议事会、群众议事会、人民调解委员会
等职能，发挥新乡贤公信力强、影响力大的优势，集中
力量解决乡村事务，助推乡村社会治理。

■ 在18个深度贫困乡镇和24个“村会合作”助

力乡村振兴示范点建设共享科技馆，提升农民科学素
质。

■ 加强村级志愿服务站等阵地建设，精准实施

新时代文明传习、产业扶助、乡村老人帮扶、乡村邻里
互助、乡村儿童启智、守护乡村文脉、“重庆志愿服务
季”乡村行等重点志愿服务项目。

■ 鼓励支持建设一批“乡情陈列馆”，实施乡村

房屋住所、劳动工具、生活器具、服饰以及艺术品等乡
村特色文化遗产保护。

■ 鼓励有条件的乡镇、街道建设集室内演出、艺

术展览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文化礼堂，鼓励有条件的
村按照“七个一”标准（一个文化活动广场、一个文化活
动室、一个简易戏台、一个宣传栏、一套文化器材、一套
广播器材、一套体育器材）建设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因地制宜
打造一批新的乡村文化阵地

按照全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行动计划的总体工作部署，《方
案》制定了2020年攻坚战、2035
年持久战、2050年远景规划三个
实施节点，提出了全市乡村文化
振兴的阶段性目标。

到2020年

立足抓重点、补短板、强弱
项，乡村文化振兴取得重要进展，
公共文化服务基本实现标准化均
等化，农村公共文化设施、队伍、
活动、投入得到保障，群众喜闻乐
见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更加丰
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
心，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切实加强，
乡村文明水平显著提升。

到2035年

统筹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乡村文化振兴达到新高度，现代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成，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人们的
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优秀传统
文化、农耕文化得到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成为
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群众文化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大大增
强。

到2050年

乡村文化全面繁荣兴盛，农
业文化内涵、农村思想道德、农民
精神面貌全面提升，助推富强民
主文明和谐美丽新农村建设，让
广大农村多彩民俗风情、丰富特
色风物、厚重人文风韵，彰显生命
之美、生活之美、人文之美。

短中长目标相结合
实现乡村文化全面振兴

乡村振兴不光是过上好日子、住上好房子，还包括乡村文化的振兴。
近日，市委宣传部等4个部门印发了《重庆市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方案》紧紧围绕乡村“铸魂”行动精准发力，大力繁

荣乡村文化，着力培育新时代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让人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为乡村振兴战略行动计划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梳理《方案》，一张乡村文化振兴的实施路径图徐徐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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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翔）“‘清白传家’
这是杨氏优良家风的核心要义。”前不久，
潼南区双江镇新一轮家风故事分享会开始
了，一个个涵盖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革
命家风深刻内涵，以及乡风文明的良好家
风，正快速走进千家万户中。

家风，影响着一个人的品质和行为，只
有千千万万个家庭培养传承好家风，才能
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在促进乡村文化振
兴时，潼南区双江镇依托杨尚昆故里的“四
知堂”等资源，大力挖掘革命家风深刻内
涵，让好家风走进千家万户，提振村民的

“精气神”。
“我们首先加强了对革命家风的再学

习、再挖掘和再认识。”双江镇一负责人介
绍，他们组织了专家学者研究“清白传家”
等革命家风，提炼形成《从严从实修身、立
德立行治家》《革命先辈家训解读》等13个
必修党课。

同时，大力打造家风宣传传播载体，依
托杨尚昆故里的“四知堂”建成全市首个家

风教育基地，打造了家风主题公园和全市
首个家风馆，开展革命家风讲解1万余场，
发放“清白传家”宣传折页2万余份。同
时，开通网上家风馆和“好家风 我点赞”
互动平台，扩大家风教育覆盖群体。

为了让好家风真正走进千家万户，当
地抓住党员干部这个关键，利用“奋进大讲

坛”、中心组学习会等平台，常设家风家教
品牌课程，开展“树廉洁家风 建和美潼
南”“传承优良家风 培育崇高品格”等主
题活动以及评选最美家庭，使广大党员干
部成为了好家风的宣传者、传递者。

在此基础上，当地通过在村社开展“领
导干部谈家风”“干部名嘴传家风”“社区院
坝讲家风”、家风故事分享会等活动，推动
全社会培育和涵养良好时代家风。针对不
同类型的宣教对象，还分类分层推出网下
家风基地、网上家风馆，高雅家风文艺精
品、通俗家风小品故事等个性化宣教手段，
实现了家风兴、党风清、民风淳、社风正的
良好成效。

潼南双江：

挖掘革命家风深刻内涵
让好家风走进千家万户

“老荫茶含芳香油很多，也含多酚类化
合物，泡饮时较清香，滋味厚实。在炎热的
夏天喝最合适，不仅可以消暑解渴，还能提
神助兴。”6月27日，武隆区浩口苗族仡佬
族乡浩口村田家寨村民杨建峰告诉重庆日
报记者，老荫茶熬水后用来擦拭身体，可以
杀菌止痒，消除疲乏。

浩口村的田家寨，是重庆市唯一的仡
佬族特色村寨，至今已有200多年历史，目
前有50余栋仡佬族传统民居保存完整。

田家寨地处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
毗邻美丽的芙蓉江珠子溪水上喀斯特原
始景观。田家寨建设主要以保护仡佬文
化为前提，是集民俗体验、旅游观光、休闲
养生为一体的“仡佬文化”特色村寨。一
座投资100余万元的仡佬族民俗陈列馆，

以及占地2000平方米的民族文化广场也
基本建成。

“近年来，我们依托老荫茶‘这碗茶’，
大力发展乡村旅游，走特色乡村旅游之路，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有的游客就是为品尝

‘这碗茶’来的。同时，我们依托仡佬族聚
居点优势，还逐步发展现代生态观光农
业。”浩口乡党委书记文静介绍，田家寨还
传承着祭祖节、吃新节、“祭树”（喂树）等仡

佬传统节日以及“三幺台”“五敬酒”的文化
习俗。

古色古香的木屋，乱石堆砌的院坝，红
火耀眼的灯笼，独具特色的图案……一栋
栋特色民居隐于山水之间，云雾缭绕间，一
股茶香味飘然而来。

文静说，老荫茶是一种树叶，并非常
见的茶叶，多生长在高山密林之间。树大
叶茂，比一般茶叶厚大，煮沸后，茶水呈红

褐色。
老荫茶不仅是当地民俗文化的传承，

更是农户增收的良业。田家寨种植了200
余亩老荫茶，作为特色效益产业。

村民杨代权家种植了10余亩老荫茶，
每亩可采茶叶1000多斤，收入5000元以
上，单茶叶这一项就能实现今年的增收目
标。

“先是人工把茶叶进行分类采摘，然后
机器炒、揉、烘、筛，再进行人工挑选、包装，
最后出来的成品喝起来味道醇正，香气浓
郁，巴适。”村民汪勤维说起老荫茶的制作
过程头头是道。

欣赏仡佬族传统民居，品味清香醇
厚的老荫茶，这就是田家寨最吸引人的
地方。

一碗老荫茶品味仡佬文化
武隆浩口村用“这碗茶”发展乡村旅游

本报记者 栗园园 实习生 付琳眉

正确导向立起来
奋斗精神强起来
群众生活美起来
乡土文化活起来
农村风气好起来

《方案》聚焦当前我市乡村文化振兴面临的突出问题，实施六大重点工
作。

一是开展农村思想道德教育行动
针对部分农民集体意识淡漠、责任意识淡化、思想道德素质亟待提升

等突出问题，我市将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通过开办新时代
讲习所、开展乡村家庭道德教育、选树宣传乡村振兴榜样、开展乡村德法相
伴活动、培育乡贤文化、提升农民科学素养、深化农村精神文明创建和志愿
服务活动等工作，强化农村群众价值理念、行为规范、道德准则、科学知识，
提高社会责任意识、规则意识、集体意识、主人翁意识。

二是开展优秀乡土文化挖掘传承创新行动
针对农村房屋建设缺乏规划，巴渝传统民居受到严重破坏，农村建筑

风貌逐渐消失，农村不可移动文物遭到损坏，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后
继乏力，文化遗产合理利用不充分等突出问题，我市将开展乡村文化遗产
资源普查、编制乡土文化保护利用规划、加强乡村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
强化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推动民间传统工艺发展、促进地方戏
曲创新发展、引导文化产业助推乡村振兴、深化乡村文旅融合发展，让乡土
文化活在田间地头、体现时代气息。

三是开展乡村文化供给优化升级行动
针对乡镇、村社区文化设施覆盖面不广、功能不齐全、设备陈旧、建筑

面积不达标、服务效能不高，基层文化阵地利用不充分，活动开展少且形式
单一等问题，我市将坚持以农村群众的文化需求为导向，推进乡村文学艺
术创作、开展精品剧目下基层巡演、推动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推
进广播电视传输网络乡村全覆盖、加强基层电影放映厅建设，创新文化下
乡内容和形式，加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夯实乡村文化人才队伍等，推
动乡村文化服务载体、文化供给结构和方式逐步优化升级，为农村群众提
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

四是开展乡村移风易俗行动
针对我市部分农村存在相互攀比、人情过重等现象，我市将坚持问题导

向、破立并举，注重分类治理、标本兼治，实施以“十抵制十提倡”为主要内容
的重点工作，有效治理农村不良社会风气，持续培育乡村文明新风。

五是加强乡村信息网络建设
针对乡村数字化建设滞后、公共文化平台分割、资源不能整合、孤岛现

象突出、吸引力不足等问题，我市将紧紧围绕农村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和互
联网信息技术的运用，推进“信息乡村”、广播电视“村村通”“户户用”工程、
乡村文化网络服务平台、乡村文化网络内容、网络扶贫工程等五大支撑体
系建设，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网络支撑和工作载体。

六是加强乡村文化振兴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
针对农村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凸显的新问题新情况，我市将以农村

思想道德教育、优秀乡土文化挖掘传承创新、乡村文化供给优化升级、乡村
移风易俗等乡村文化振兴“四大行动”为重点，加强正面宣传、舆情导控和
新闻扶贫，着力营造乡村文化振兴的浓厚氛围。

聚焦突出问题
实施六大重点工作

6月13日，万州区弹子镇弹子学校，参加乡村少年宫足球
班的孩子在操场上训练。作为农村地区素质教育的重要载
体，目前我市已建成乡村少年宫500余所，覆盖全市所有区县，
并开设体育、美术、音乐、文艺、科技等5大类型100多种课程，
使其成为农村少年儿童的乐园。 首席记者 崔力 摄

我市建成乡村少年宫500余所

定了，
全市乡村文化振兴就这么干！

本报记者 颜安 实习生 王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