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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文明乡风】

淇县涵育文明乡风赋能乡村振兴

淇县聚焦用好新阵地、涵养新风尚、满足新需求,提高

乡村社会文明程度,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推动乡村振兴蓄

势赋能。

用好新阵地,引领群众添动能。打造新时代文明实践阵

地。把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所、站)作为助力乡村振兴的

主阵地,县委书记亲自挂帅、宣传部长统筹推动、村镇书记

具体实施,多方筹措资金,整合基层资源,建成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 (所、站)172个。打造 “德润朝歌”宣讲品牌。

将身边好人、文化名人、乡村干部等纳入 “德润朝歌”好人

宣讲团,活用好人报告会、红色故事会、新编经典剧目等形

式,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对象化、分众化、互动化理论宣讲,

今年以来组织宣讲活动500余场次。打造便民惠民志愿服务

项目。健全 “点、派、接、评”闭环服务模式,以科技富

农、医疗健康、法律援助、扶危济困等群众 “急难愁盼”事

项为重点,加强志愿服务项目孵化,组织1393支志愿服务

队伍开展各类活动1680余场次。

涵养新风尚,移风易俗增势能。村规民约大家定。在全

县各村 (社区)发动群众积极建言献策,广泛征求意见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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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讨论酝酿,制定规范完善、通俗易懂的 “一约五会”。

乡村典型大家评。以 “乡村振兴 文明同行”主题实践活动

为载体,深入开展好婆婆、好媳妇、好儿女等 “乡村光荣

榜”典型人物选树和 “星级文明户”评选,已评选出 “十星

级文明户”1218户、 “乡村光荣榜”典型人物3035个,涌

现出植树造林30余载,栽种树木20余万株的 “中国好人”、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靳月英;年过花甲主动回乡,带领村民探

索乡村振兴道路的 “中国好人”“全国模范退役军人”徐光

等全国典型人物。好人有难大家帮。动员全县文明单位、爱

心企业,每年对生活困难的乡村典型和星级文明户开展慰问

帮扶活动,已持续走访慰问865户 (人)次。

满足新需求,以文化人挖潜能。文化合作激发群众活

力。制定 “一块牌子、一个活动室、一套档案、一个领导班

子、一套活动器材、一个品牌节目、一个营销推广团队、一

个活动营销计划”等 “八个一”标准。截至目前,已成立乡

村文化合作社28个,建成戏曲文化、非遗文化、红色文化

等示范性合作社3个,630名乡村文艺爱好者踊跃报名入

社。文化惠民丰富群众生活。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乡村

文化广场开展 “百场演出惠民生”、“快乐星期天 幸福奔小

康”等惠民文化活动360余场,惠及群众30余万人。文旅

融合积蓄发展动力。通过旅游节会、文艺汇演、非遗展演等

方式活化保护传统文化,增强乡村文旅影响力、吸引力,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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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独具特色的文化IP,其中大石岩村以传承红色文化为主

题建设 “红馆”、“重走长征路”沉浸式教育基地,已经成为

集影视基地、红色旅游、党建学习为一体的乡村旅游新地

标,平均每年接待游客近20万人次,人均增收超4000元。

项城市 “四举措”实现 “四提升”

项城市整合乡贤力量,通过成立各级乡贤会、定期召开

乡贤联谊会、评选优秀乡贤人、建立好人馆 “四举措”,实

现资金回流、项目回归、信息回传、人才回乡 “四提升”。

“聚”乡贤,改善人居环境。组建市镇村三级乡贤会,

建立 “人才库”和 “信息库”,组织引领,增进情感认同,

一批事业有所成就、道德品德高尚、才华能力出众、热心家

乡建设的乡贤,成为当地引领文明乡风,助推乡村振兴的中

坚力量。政府主导,项目带动,群众协同乡贤群体积极参与

到人居环境改善中,义捐善款、筹集物资,修建文化广场、

健身活动中心、文化礼堂、阅读书屋;发展特色农业、采摘

旅游、生态观光等项目。

“用”乡贤,发展富民产业。通过定期召开联谊会等方

式,问计于乡贤,激活乡贤力量,充分发挥乡贤在产业兴

旺、社会治理、乡风文明、生态宜居、公益慈善等方面的优

势和作用,吸引资金、技术、人才回流。在 “一村一品”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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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驱动下,该市乡贤纷纷回乡发展富民产业,带领群众致

富,全市112个乡贤成立农业合作社等各类专业公司,吸纳

13.5万农民进厂务工,人均月工资4000余元。

“树”乡贤,引领乡风文明。每年开展选树活动,评选

出优秀乡贤代表,广泛宣传报道,营造尊重乡贤、爱惜乡

贤、学习乡贤的浓厚氛围,不断增强回归乡贤的荣誉感、获

得感和归属感。深化三级 “乡村光荣榜”评选,用身边事教

育身边人,引领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文明乡风。以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 (所、站)为阵地,以乡贤为主体成立宣讲

团,每年开展各类宣讲活动1100多场 (次);引导乡贤力量

积极参与 “一约四会”,移风易俗,倡导新风,五美庭院、

道德模范、金秋助学等活动。

“展”乡贤,促进乡村和谐。通过深入挖掘乡贤资源,

集中收录乡贤名录资料,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城乡主要

干道建立 “好人馆”“好人榜”,宣传展示乡贤事迹,弘扬乡

贤文化,传播乡贤义举。建立 “乡贤评理堂”,一大批热心

公益、公道正派、德高望重、群众认可的乡贤,被吸纳为

“乡贤评理员”,参与到法治宣传、乡村治理、乡规民约制定

等工作中。

目前,该市以优秀企业家、知识分子、身边好人、道德

模范为代表的乡贤力量,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更多更

好地发挥作用。据统计,全市成立乡贤联谊会430个,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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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203个,投入资金达13.5亿元。

商城县深耕文明乡风谋划乡村振兴新篇

商城县坚持将深化移风易俗作为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的重要内容,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狠

抓农村社会风气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农村思想道德教育,有

效提升农民素质和乡风文明程度,有力助推乡村振兴发展。

坚持移风易俗,让乡风文明 “活”起来。深入基层查

病灶。深入基层开展调研活动28场次,走访基层群众、

“五老”代表、乡贤人士480人次,梳理全县陈规陋习300
余条,归纳汇总为 “十大陋习”。精准施策开良方。制定

印发 《商城县移风易俗工作实施方案》,实施 “核心价值

观宣教”等 “六大行动”,有针对性整治天价彩礼、大操

大办、薄养厚葬等陋习。党员干部强引领。发挥全县2万

余名党员、干部职工在深化移风易俗中示范引领作用,带

头遏制大操大办,倡导文明新风。村民自治促和谐。342
个村建立 “一约五会”组织,完善村规民约,定期召开村

民议事,协商解决邻里纠纷、矛盾问题1.5万余个。

聚焦凝聚群众,让乡风文明 “美”起来。全域 “建”,

村村都有实践站。总投资2000余万元,按照 “六有”标准,

建成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站)393个,实现乡村文明实践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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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全覆盖。全面 “管”,站站都有管理员。实践站由专人管

理,完善管理制度。统筹四级文明创建资金,利用以奖代补

的方式激励阵地较好运行。全民 “用”,月月都有好活动。

每年举办理论宣讲、科技培训等300余场次,持续开展道德

模范、好人等评选活动,积极帮助 “鳏寡孤独残”等群体解

决生活难题。广泛开展文化体育活动,举办大别山民俗文化

节、丰收节等节庆活动,以及 “学习强国”答题挑战赛、广

场舞比赛等赛事活动,。

注重氛围营造,让乡风文明 “浓”起来。狠抓宣传造

势。标语、横幅、宣传栏、小戏、小品、大鼓书、宣传车等

统筹结合,广播、电视、报纸与新闻网站、微博、客户端互

为补充,县、乡、村三级联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优秀

传统文化相得益彰。强化示范带动。发挥社会能人的正面引

领作用,乡贤、族长的带动作用,倡勤俭,不比阔,多行

善,让广大人民群众学有方向,行有标杆,做有动力。创评

活动激励。深化文明村镇创建,高标准打造全国文明村3
个、省级文明村镇4个、市级文明村镇75个、县级文明村

镇224个;持续开展 “讲文明、树新风、改陋习”主题教育

活动,文明家庭、文明公民、乡村光荣榜评选活动,以及

“三关爱”“六文明”行动,增强广大干部群众参与的荣誉感

和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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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许县厚植文明乡风 助推乡村振兴

通许县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站、所)建设为统揽,

着力在夯基础、营风尚、文旅文创融合上下功夫,扎实推进

乡风文明建设,助力乡村振兴。

打造新基层阵地,勾画文明新画卷。一是强阵地。建成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1个、实践所12个、实践站304个,

实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所、站)全覆盖。二是精服务。

成立375支志愿服务队,包括政策宣讲、文化文艺、科学普

及等8支专业志愿服务队伍,开展 “关爱关怀·健康同行”

“文明祭祀、生态祭祀”等志愿服务活动,有近6万群众获

益。三是扬新风。整合全县基层阵地,全力打造爱国主义教

育、文明宣讲、民俗文化等六大文明实践基地,开展一月一

主题的特色志愿者活动。

舆论宣传到位,营造良好风尚。一是创新传播手段,打

通基层宣传 “最后一公里”。利用 “智慧云喇叭”赋能乡村

宣传阵地建设,让乡镇实现一对多实时喊话。采用播放分时

段,内容差异化等方式,因时制宜播放党的政策、疫情防

控、春耕备播等理论知识和戏曲、相声等娱乐内容。二是多

方联动,奏响宣传最强音。根据疫情防控需要,利用 “云上

通许”APP、官方抖音号、微信公众号等媒介广泛转发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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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疫情防控有关政策;清明节期间,发布 “文明低碳寄哀

思 绿色祭祀树新风”等短视频,设置 “网络中国节·清

明”等专题,转发文明祭祀倡议通告,相关视频信息阅读转

发量累计达到10万余次;利用各村大广播、小喇叭定点宣

传,共出动宣传车2千余辆次开展流动宣传,发放倡议书

20余万份。三是丰富活动形式,激发群众参与热情。组织

各中小学校广泛开展 “小手拉大手,移风易俗进校园”等主

题教育活动,12万师生、家长通过组织主题班会、家长共

绘手抄报等形式参与其中。各乡镇各单位公众号开展 “线上

云扫祭,指尖寄哀思”活动,号召通许籍人员网上文明祭

祀,非必要不返通。疏堵结合,提前购入鲜花5万余支,以

乡镇为单位开展 “鲜花换烧纸”活动。

文旅文创融合,讲好通许故事。一是守护传统文化,凝

聚奋进力量。按照 “一村一景观”“一乡一亮点”原则,充

分融合乡村优势资源,挖掘和保护农耕文化,利用空心院

落、废弃坑塘精心打造特色村史馆、展览馆、文化墙等,打

造 “千年咸平 状元故里”“醉美孙营”等系列乡镇主题特

色文化场所。二是挖掘红色资源,赓续奋斗精神。打造通许

县党支部旧址纪念馆、百年党史档案文献馆、党员政治生活

馆3个县级红色教育基地,孙营乡党员政治生活馆、玉皇庙

镇党史教育活动馆等系列乡镇红色教育基地。三是创新驱动

文创,赋能文化活力。推出 “田园通许 花乡农旅”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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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册、中国通许邮票集、城市吉祥物等系列特色文创产品。

发挥乡镇特色,打造宋韵千菊园国家3A级景区,以及通许

国有林场、和熙生态园等系列农旅融合景点,形成了 “邸阁

印象”“菊花小镇”等特色旅游线路。

淮阳区为乡村振兴注入文明力量

淮阳区以培育文明乡风为抓手,探索 “厚植文化、选树

典型、移风易俗、城乡共建”的乡村振兴新路径,为乡村振

兴注入文明力量。

厚植乡土文化,锻造农村群众精神脊梁。深挖乡村厚重

历史文化,打造出千年古镇安岭镇、天下粮仓时庄、红色基

地薛孟庄、布老虎之乡庞庄、非物质文化遗产泥泥狗许楼村

等文化厚重、彰显特色、宜居宜业的特色乡村26个。王店

乡王楼行政村村史馆,原汁原味地保留豫东平原四合院完整

布局,老式木箱、木床、纺车,一件件老物件焕发出新活

力。大连乡大朱村充分发挥平粮台古城遗址博物馆、考古工

作站、研学基地等文旅项目对外开放的引流作用,推动乡村

旅游产业快速发展,实现年增加集体经济收益30万元以上,

带动村民就业50余人。

选树先进典型,打造农村精神文明高地。持续开展各类

先进典型选树活动,涌现出全国道德模范3名、中国好人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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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市级以上先进典型110名。自2014年,累计表彰 “孝

顺媳妇、好婆婆、文明家庭”1235人,发放奖品价值300
余万元,其中乡村占比90%以上。

推进移风易俗,唱响文明乡风时代乐章。以新时代文明

实践所站、乡村文化广场为阵地,以志愿服务为主体,组织

现身说法、巡回宣讲、文艺汇演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实践活

动。以 “一约五会”等群众性自治组织为抓手,把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融入百姓看得见、听得懂的 “土规定”和 “土口

号”中,让 “小规约”成为群众办理婚丧嫁娶事宜的 “硬杠

杠”。刘振屯乡曹李集村利用闲散集体用地,打造乡村大食

堂,“法定”为群众婚丧嫁娶、公务接待、工作用餐 “新去

处”,规定婚丧嫁娶彩礼礼金、酒席桌数、菜品标准、烟酒

档次等标准,先后帮助村民操办300余场红白喜事,为村民

节省花销200多万元。

推动城乡共建,实现城乡精神文明融合。57个市级以

上文明单位与19个乡镇开展 “四送一助力”结对帮创活动,

创建省级以上文明村镇4个,区级以上文明村镇达82%。

组织100余名文艺志愿者到26个村开展墙体绘画、村史文

化馆建设等帮扶活动。安岭镇大冯村1600余米的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等墙体绘画成为生动的教育课堂,看得见、摸得

着的文化跃然墙上,塑造了农村的 “精气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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杞县让文明乡风浸润人心

铸就乡村振兴之 “魂”

杞县立足文化资源优势和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坚持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持续开发红色资源,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不断加强阵地建设,涵养文明乡风,扎实推进乡村振兴。

深挖红色文化,筑牢思想高地。以宗店乡虎背岗村为基

点,打造豫东革命文化教育创作基地,高标准打造北部八路

坟纪念馆、中部杞县革命烈士纪念馆、水东革命烈士陵园、

南部吴芝圃故居纪念馆、淮海战役总前委旧址纪念馆等一大

批红色教育基地景点。吸引广大基层党员干部群众前来旅游

参观,在景点开展瞻仰革命旧址、重温入党誓词等情景式、

体验式、沉浸式现场教学。

加强阵地建设,拓宽宣传平台。整合现有社区党群服务中

心、文化活动室、党员活动室等资源。已建成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1个,新时代文明实践所21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599

个,实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所、站)全覆盖。利用新媒体

渠道,在 “学习强国”杞县融媒号、“云上杞县”APP等平台

开辟 “乡村振兴”专栏专题,弘扬乡村特色资源。推行 “农家

书屋”全覆盖,通过乡村文化墙、文化长廊、遵德守礼提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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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在乡村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打通宣传教育群众的 “最后一公里”。

深化文明引领,凝聚精神力量。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

地,大力开展 “党员先锋”“爱心帮扶”“科学普及”等系列

实践活动,利用身边事影响身边人,弘扬崇德向善良好品

德。持续开展 “文明家庭”“好媳妇 好婆婆”等群众性精

神文明创建活动。截至目前,共评选出文明家庭386户,打

造市级文明村36个、省级文明村4个。开展移风易俗活动,

倡导农民群众破除低俗陋习,控制人情往来,遏制大操大

办、讲排场、摆阔气的歪风邪气。

建立健全机制,激发内生动力。深化乡风评议,建立完

善村规民约、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禁赌禁毒会、红白

理事会等 “一约五会”组织,引导基层群众积极有序参与乡

村振兴各项工作。印发 《进一步推动移风易俗 助力乡村振

兴》工作实施方案,细化宣传任务、责任分工到人。建立

“乡村光荣榜”制度,注重先进典型选树,通过爱心超市兑

换礼品给予奖励,营造比学赶超浓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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