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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亚同

乡村治理三大难
人少、钱少、事情多

“中青年外出务工、经商，村里走出去的人
基本上只有逢年过节才回来。这几年，在城里
买房、上学、就业的村民也越来越多，加快了村
民外流。”来自渝西地区某镇一党委书记直白
地告诉重庆日报记者，留不住人的乡村首当其
冲面临着“谁来治理”的问题。

谋取效益更好的工作、追求更好的生活方
式……没有主导产业支撑的“空心村”满足不
了，充满活力的人走了，乡村治理缺乏可持续
的韧性。

“这些年，村里基础设施、产业发展都不错，
村民收入上来了，但村里的问题却不少，夫妻失
和、邻里矛盾、被骗钱的、打麻将的、摆酒的、乱
占地搭违建的，我们都要管。”中心城区某村党
支书坦言，村社干部手头要处理的事情越来越
多，“活多事杂收入偏低，一些情况只能是应付
了事。”

在走访中记者发现，不少村便民服务中心
摆放的宣传资料多达十几种，涉及乡风文明、村
规民约、电信诈骗、垃圾分类、学习教育等等。
乡村治理过程中的新情况，让循惯例照搬的村
社干部无所适从：“像电信诈骗、对老年人的传
销，这些我们怎么管？”一村干部无奈地表示。

此外，因集体经济规模小，不少村庄在公
共服务、村民福利方面投入不足，村民对集体
存在感下降，对公共事业不关注、少参与；公共
文化活动开展少、传统人际关系淡化等，导致
村庄整体凝聚力和村民归属感不断下降，参与
乡村治理积极性不高。

依托产业共治乡村

清明时节，行走在北碚区柳荫镇东升村杨
家院坝外，葱郁的香柳迎风飘摇，远处高架于
空中的渡渠古朴壮观，白墙黛瓦的民房错落有
致，厚重的土坯房被改造成民宿，曾经的猪圈
成了乡情展厅。小小的院坝，承载着满满的乡
愁，吸引了一波又一波的游客。

“没想到我们这里一下子成了引领全村人
发展的希望。”嫁到杨家院坝30多年的冉明菊
高兴地告诉记者，因不远处的空中水渠几年前
意外成为网红打卡地，村里选择位置最好的杨
家院坝进行房屋风貌提升，利用土坯房打造民
宿、茶馆和接待中心，美化提升环境打造了“柳
巷竹巷”特色院坝，吸引了不少游人来村里。

以前在外做建筑工的冉明菊，瞅准了商
机，回村利用自家的老房子与别人合伙建了农
家乐饭馆。“每天能接待两三桌，周末还要翻
倍。”依靠餐饮加上销售当地稻米、土鸡、猕猴
桃等，冉明菊每月收入将近4000元，相比以前
辛辛苦苦搬砖，现在轻松了不少。

“我们今年到目前已接待游客2万多人
次，旅游综合收入估计超过了200万元。”东升
村党总支副书记王琼玲介绍，在杨家院坝38
户居民中，像冉明菊这样做起农家乐餐饮及民

宿生意的还有7家，还有不少人经营小卖部、
农家土货电商，生意做得红红火火。

乡村旅游产业从无到有，让杨家院坝居民
倍感珍惜，更带来乡村治理的可喜变化。

院坝里成立了产业发展党小组，在村党总支
的领导下布局配套产业；共同的事业，让村民交
流更为紧密，矛盾纠纷基本消失，更多心思花在
了如何留住游客上。为保持环境卫生，院坝里自
发成立了志愿者队伍，每天轮流值班打扫卫生、
开展垃圾分类，还定期组织最美庭院评选。

在东升村，这样的院坝治理单元还有3
个，他们分别依靠各自特色优势，依托稻田、空
中水渠、土坯房等乡愁元素，打造了童话工坊、
稻田故园、闻柳观渠等特色景观，让院坝里的
一花一草、一庭一院皆成为风景。

去年，东升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超过2万
元，先后获得“中国美丽休闲乡村”“中国绿色
乡村”“国家森林乡村”，2020年获得了全国文
明村的殊荣。

依托院落共育新风

荣昌区安富街道通安村10社，有个远近
闻名的“三崇堂”。

在崇文、崇礼、崇信的优秀传统文化熏陶
下，多年来，以“三崇堂”为中心的院落，先后走
出了数十位大学生、干部，还有18位青年参
军。浓厚的文化气息、以礼相待亲如一家的氛
围，让“三崇堂”院落的54户村民，形成了互敬
互爱、互帮互助的良好传统。

近年来，“三崇堂”又探索“党建引领+新
风小院”治理模式，积极推进自治、德治、法治
有机融合。院落成立了党小组，实行党员联系
服务小院群众，开展平安建设，还开通了院落
居民的大微信群，大事小事都发在群里讨论商
议，村民参与的热情很高。

“三崇堂”前的公共院坝出现破损，村民自
发捐款加上社里资金共计11万元，翻新扩大
了院坝小广场2000多平方米；院落里的年轻
人建立了启智书院、志愿者服务队，为大家免
费提供茶水和书籍，定期开展志愿服务。不久
前，该院落还建起了自己的院史馆，充分挖掘
崇文尚礼守信传统，传承好家风好家训及邻里
守望、友爱相亲的互助精神。他们还常态化推
进最美志愿者、“好婆婆”“好媳妇”等评比，孕
育文明新风。

“院落里的事大家商量着办，村民在参与
中真正成为村庄治理的主体。”通安村党总支
书记邓跃虎介绍，牵头主事自治议事机构的人
都是经由群众推选的有威望、有能力且愿意为
大家服务的党员群众，院落的公益建设、维护，
救助对象确定等，都由自治组织、群众大会评
议讨论决定。

像这样的院落在荣昌也越来越多。
为提升基层党组织动员、组织群众能力，

荣昌区把基层治理重点调整为农家院落，在全
区范围内以10—20户传统院落为单位，打造
各具特色、不同主题的“新风小院”。“因地制宜

‘一院一策’，用乡土文化和乡愁凝神聚魂。”荣
昌区政法委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该区已建
成“新风小院”220多个，成为创新推动新时代
乡村善治的有力抓手。

依托法治共享和谐

日前，武隆区后坪乡白石村获得
第八批“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的殊
荣。该村探索建立“让一让”调解工作室、“法
治大院”治理模式等，教育引导农村干部群众
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
靠法，推进乡村善治的探索实践和显著成效。

重庆市司法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派驻
到白石村担任第一书记的杨懿，就是这项实践
的重要推手。三年前，初到白石村的他，对村
里脱贫攻坚无从下手，经过调研，他决定坚持
自己的本行：法治。

法治在乡村的落脚点，需要一批看得见摸
得着的公共服务阵地。杨懿在村里探索建立
了调解室，让政法公共服务延伸到基层，帮助
村民解决问题、调解疑难矛盾纠纷。

调解室的效果出奇地好——村民们在调
解员的撮合下，通过“仪式感”强的调解程序，
往往都能化干戈为玉帛。这个名为“让一让”
调解室自成立以来，先后调解120余起纠纷，

“让一让”精神在村里已深入人心。
在此基础上，白石村又开始建设打造“法

治大院”，以党建为引领，自治增活力，法治强
保障，德治扬正气，加强以农村院落为单位的
治理机制建设，促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村里有一处名为“菜地湾大院”的院坝，住
着13户居民，20位村民。“现在院里各家只要
有啥子事，就聚在我家门口，邻里、家庭闹矛
盾，劝一劝、让一让，及早化解。国家政策、公
益事业、农业技术等，聊一聊、摆一摆，做到心
中有数。”“院主”秦光美说，她家的“礼让堂”成
了院坝里的调解室。

杨懿介绍，“法治大院”只是一个统称，无
论从命名到院落标识，都是结合实际情况来彰
显地方特色，而“大院”范围并不拘于形式，一
般以居民端碗饭能聚拢来为范围。如今，白石
村已经有16个“法治大院”。

“通过打造‘法治大院’，建立‘院坝治理’机
制，村里产业发展兴旺，村民们法治素养得以提
升，保障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杨懿
说，下一步，将在乡村振兴中继续完善“院坝治
理”机制，让白石村成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
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

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经
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也在
基层，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
如何更好发挥基层单元在乡村治理中的作
用？重庆日报记者采访了西南大学国家治理
学院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教授周永康。

周永康认为，乡村有效治理需要多主体
参与、多维度实施、全社会发力，因地制宜推
动有效治理向更基层延伸，并推动治理体系
向系统化转变，创新探索有效治理的小单元、
新平台，打造适应扁平化社会治理方式的乡
村共同体。

乡村地域广大，各地经济社会条件及历
史文化传统等差异较大，乡村社会自身也存
在差异，基层治理存在不均衡性。各地乡村
治理面临的问题不同，但也有一些共性问

题：形式主义对待政策、惯性依赖与怠惰情
绪；基层治理能力较弱，有效治理平台较少；
治理主体特别是居民参与度不高；有些乡村
地区空心化严重，导致治理主体力量不足。

推动乡村治理向更基层延伸，应重点围
绕组织、政策、资源、平台四个要素来扎实推
进。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完善
乡村基层治理制度政策，健全资源供给体系、
渠道与机制，探索创建有效治理的平台空间，
努力形成内力自生与外力助推的乡村治理的
动力机制。在理论层面上，推动建设以乡村

政治、乡村经济、乡村伦理、乡村精神为主的新
型乡村共同体，即以公平正义、自由平等、民主
法治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新型乡村政
治共同体；以市场导向、集体经济、合作生产、
共同富裕等原则，探索可持续的乡村经济共同
体；以和谐、友爱、互助、宽容等主导，再造乡
村伦理共同体；以实现人的幸福、快乐、生命
意义为目标，升华乡村精神共同体。

各地要根据自身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历
史传统、产业状况等综合考虑，找准治理突破
口，形成自身治理特色。有的地方可从生态

治理入手，有的地方可以从发展特色产业入
手，有的地方可以从村规民约入手等等。

乡村社会是一个情理社会，在治理体系
构建中，人的情感是不可或缺的。从传统向
现代社会转型中，乡村治理更需要情感的安
抚、联结、支持、疏导和整合。转型时期一系
列变革使乡村社会的情感结构发生了重要转
换，面临诸多深刻的挑战与冲突，如出现了以
情感伦理失序、情感异化、情感疏离等为表征
的“共同体困境”，应通过创新乡村社会治理
思路，重建乡村社会生活共同体的情感基础。

西南大学国家治理学院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教授周永康

找准突破口 打造共同体

万州
赤松茸长出新“钱景”

近日，万州区郭村镇关子村5组食用菌
种植基地，11个大棚近3000多平方米的赤松
茸迎来收获季。

赤松茸，又叫大球盖菇，口感极佳、营养丰
富，已被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接受和认可。关子
村村支书谭成小心翼翼地揭开地里铺着的稻
草，轻手轻脚地采摘成熟的赤松茸。他介绍，目
前市面上赤松茸的销售价格为每公斤12元至
20元，且需求量较大。

郭村镇气候适宜，水源充足，森林覆盖率
高，经有关部门和业内人士充分考察论证，被
评为“优质食用菌适生区”。辖区内大量青杠
树、玉米、桔梗，牛、马、羊粪等是食用菌理想生
产的丰富原料，农田耕作机械化程度较高，农
村劳动力比较充裕，为食用菌生产提供了理想
之所。

2018年开始，郭村镇党委、政府正式启动
山东省济宁市东西部扶贫协作对口支援项目
资金390万元，将食用菌生产作为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的特色产业在全镇范围内推广实施。
关子村充分发挥自然生态环境优势，以“公
司+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发展了赤松茸产
业，并建成食用菌深加工厂，推动脱贫攻坚与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为当地农民增收就业开辟
了新的途径。

三峡融媒体中心 张倩

南川
白茶丰产提前上市

近日，在南川区兴隆镇金花村3组，层层相
连的茶山映入眼帘，嫩绿的茶苗散发着清新的
香气，令人心旷神怡，近百名采茶工人正忙着采
摘茶叶。

白茶基地负责人甘江涛介绍，基地近2000
亩白茶迎来第一年丰产，预计将产出干茶7500
公斤，带动当地村民务工60余人，年人均增收
超过1万元。今年，通过“公司+农户”的方式，
他们免费给农户提供茶叶、化肥和技术，带动当
地近10户农户种植白茶20余亩。

今年早春天气好，气温高，白茶开采时间较
平常提前了近一个月，茶叶提前上市，占领了市
场先机。“接下来，我们将打造‘南川白茶’品牌，
注册‘南川白茶’商标，并根据市场的需求，做好
精加工，满足不同顾客的需求。”甘江涛介绍。

南川区融媒体中心 梁向红

垫江
桨板公开赛本月中旬举行

2021年首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桨板邀
请赛暨“兴垫杯”重庆市第二届桨板公开赛，将
于4月17日—18日在垫江高安镇举行，4月10
日截止报名。

本届公开赛竞赛项目包括桨板600米技
巧赛、桨板 200 米冲刺赛、桨板长距离竞速
赛、龙板200米团队赛等，届时来自成渝地区
兄弟区县将同场竞技。参赛运动员每人最多
可报三个单项，兼团体一项，报名时需查验近
14天出行记录、近期医院体检证明、签署免
责声明书。

近年来，垫江县体育文化事业蓬勃发展，
吸引了大量游客到垫江观看赛事品尝美食，领
略垫江地域风情，实现了“体育+旅游”的完美
结合。

垫江融媒体中心 周旭

合川
“青见”枝头正招手

近日，合川区土场镇杨柳村文袁水果种植
家庭农场里，金灿灿的柑橘挂在枝头惹人喜爱。

农场老板文永山介绍，果园占地面积约80
亩，其中种植“青见”柑橘约30亩，可产“青见”
柑橘1万斤左右。该果园采用无公害要求种
植，目前正是采摘期，每斤零售价6元，欢迎大
家去采摘品尝。

联系人：文永山；电话：13896000699。
合川区融媒体中心 周云

铜梁
采完樱桃选土产

近日，铜梁双山镇仙隐山上的建新村，公路
两边、农家房前屋后、山坡地头的樱桃树上，挂
满了水灵灵的樱桃。

双山樱桃分早中晚熟品种，以本地白花、乌
皮、金红、银珠等品种为主。近年来，当地引入
黑珍珠、大红妃、中华红等品种，粒大味美、色泽
鲜艳、酸甜可口，今年预计产量将突破60万
斤。目前早熟的品种已经成熟，欢迎大家前来
采摘。来村里除了采樱桃，还有农家的鸡鸭
（蛋）、手工咸菜、蜂糖、竹笋、侧耳根等土产品供
选择。

联系人：杨世新；联系电话：13883668186。
铜梁区融媒体中心 赵武强

核心提示〉〉〉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
基石，夯实乡村治理根基意义重大。

当前我国农村正从传统社会向
现代社会转型，经济社会和传统文
化差异显著，乡村治理存在不均衡、
人才缺乏、参与度低等问题，治理能
力水平亟待提升。近年来，国家逐
渐将社会治理重心向城乡社区倾
斜，打通社会治理“最后一公里”。

在重庆，乡村治理正在党建引
领下向纵深推进，部分区县因地制
宜推动有效治理向更基层延伸，一
些村庄涌现出依托院坝、小院等为
治理单元，实现自治德治法治各有
侧重又有机融合的现象。

专家访谈〉〉〉

武 隆 区 白 石 村 菜 地 湾 法 治 大
院。 记者 王亚同 摄/视觉重庆

北碚区东升村杨家院坝里的村规民约。
记者 王亚同 摄/视觉重庆

20212021年年33月月2424日日，，奉节县平安乡文昌村奉节县平安乡文昌村，，
村民在田地里劳作村民在田地里劳作。。该村不断激活资源要该村不断激活资源要
素素，，发展富民产业发展富民产业，，村民参与村庄建设的积极村民参与村庄建设的积极
性不断提高性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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