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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忽 艳 本报记者 魏 静

山为一域之骨，水为一域之魂。15
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省安吉县余
村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
理念，为安吉的绿色发展指明了道路。
在“两山”理念的指导下，安吉县围绕全
域旅游，以水补山，以山带水，将流域治
理、资源开发、产业发展、城市改造等结
合起来，既完善城市功能，又丰富旅游产
品，满足个性化、多样化需求，让各类游
客都能在安吉找到好去处。

利用核心优势 打造水上旅游首选地

水，是安吉的宝贵资源。安吉境内
共有河道 1624 条，溪流众多、长流不
断，水资源“家底”丰厚。为了让流动的
水变得更有价值，从国务院太湖治污

“零点行动”开始，当地县委、县政府就
确定了“生态立县”战略，注重水资源保
护和生态修复，并通过开展五水共治、
山青水净、水土保持等行动举措，治理
各种盲目开发水资源的现象，护好源头
水，为水资源的有效利用奠定扎实基
础。

“水资源的保护与开发为乡村经营
奠定了体验性、差异化、多元化以及错
位发展的基础，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旅游
兴农的新实践，为农民增收提供了新途
径。”安吉县文体旅游局党委副书记、副
局长罗福娣认为。以报福镇为例，通过
引进开发漂流等水上旅游项目，有效提
高了项目所在村的集体经济收入，通过
3家漂流企业的引流效应，打造全域化
景区，引导农家乐、民宿规范发展；全镇
1.5 万人从传统农民向旅游从业者转
型，走出了一条村强民富的和谐发展路
子。“做活水经济，经营是根本。”罗福娣
表示，安吉县坚持以水品牌宣传为主抓
手，推动水上旅游项目的市场开发，尤
其是玩水节，通过线上线下活动推广，
对水上旅游进行“爆点营销”，打响了

“到安吉玩水去”的区域休闲品牌。每
年夏季，到安吉以玩水为需求的游客已
达到 300万人次以上，直接产生旅游收
入达20亿元。

据悉，自 2016年首届中国(安吉)玩
水节开幕以来，“到安吉玩水去”已成为
安吉夏季旅游的主打品牌。目前，以水
上乐园、漂流、竹排、皮划艇和依水而居
的大型酒店等旅游产业群已形成，安吉
以水为载体的旅游产业正蓬勃发展。

“夏天来安吉，无论是乐园狂欢玩
水系、惊险刺激峡谷漂、浪漫趣味溪涧
漂还是风光旖旎竹筏漂，总有一个项目
会让你留下来。经过这几年的创新发
展，如今，安吉玩水体验的深度和内容
更加丰富，增加了很多乡村业态，如天
空之境、星潮营、鄣吴以及欢乐风暴DJ
音乐、凯蒂猫水世界、江南天池天文观
星和百县千碗美食等项目。”罗福娣表
示，下一步，将全面深入推进水上旅游
项目开发建设，探索开发西苕溪全流域
水上旅游项目，放大山水运动品牌效
应，努力将安吉县打造成为水上旅游首
选地和“水经济”强县。

立足生态旅游 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诚如湖州市委常委、安吉县委书记
沈铭权所言，安吉的核心优势在于良好
的生态环境。15年来，安吉县始终坚持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大力实施全方位
的生态管控制度、全链条的生态治理制
度、全覆盖的生态保护制度，牢牢守住
了县域生态环境的“家底”。近年来，全
县森林覆盖率、植被覆盖率均保持在
70%以上，空气优良率保持在86%以上，
地表水、饮用水、出境水达标率均为
100%，实现了“气净、水净、土净”。今年
3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时隔15年重访
安吉，赋予安吉“再接再厉、顺势而为、乘
胜前进”的殷切期望。

后疫情时代，安心消费是消费者信
心的核心症结。安吉县特别强调“安心”

关键词。记者了解到，为刺激消费需求，
推进旅游市场快速复苏，安吉充分利用

“三净之地 0 病例”金字招牌。5 月 18
日，由安吉县发起，杭州市淳安县、丽水
市龙泉市、衢州市龙游县、金华市武义
县、舟山市嵊泗县等全省共 11 个“0 病
例”县（市）积极响应，共同成立全国首个

“零零联盟”。11县区以优质的旅游产
品、非遗特色、营销素材积极参与其中，
从而实现产品一体化、营销一体化、政策
一体化，共推生态游、健康游、安心游，为
全国消费者打造放心、安心、舒心的文旅
消费市场。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
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
大国家战略，今年 6月 5日至 6日，2020
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在湖
州举行，7月 17日，长三角县域绿色发
展峰会又在安吉召开，两次会议上，“共
同放大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
范区引领效应”成了共识，长三角产业
合作区 (一岭六县)应运而生。“一岭六
县”是指上海的白茅岭农场，江苏的宜
兴、溧阳，浙江的长兴、安吉，安徽的广
德、郎溪。“‘一岭六县’地处长三角核心
位置，点与点之间路程不超过 3 小时，
从地图上看，恰巧连接成一个爱心形
状。”罗福娣告诉记者，这是长三角“三
省一市”无缝对接的天然功能区块。“零
零联盟”属于强强联合，给游客最大的
感受就是“安心游”，将游客引入浙江后
再进行分流，“一岭六县”释放更多的是
政策优势，把品牌推广上升到一个高
度，可以形成标杆作用。正是安吉得天
独厚的地理环境与优质的生态环境，为
当地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先决条
件。

采用花式营销 加快旅游产业复苏

在惠民消费券、直播进社区、外展
外摆、小吃街等花式营销的带动下，安
吉旅游产业正快速复苏。据悉，除争取
财政支持外，安吉文体旅游局发动本地

高星酒店、品质景区、优质旅行社等关
联商家和行业协会共同发放旅游优惠
补贴，刺激文旅消费增长，以品牌赋能
助力提升文旅行业复苏。

“今年 6 月，为配合‘春天，我和湖
州有个约会’活动，我们在携程网上派
发总价值 307 万的旅游消费券。有
1000 家安吉酒店、民宿和近 30 家景区
在此活动中受益。”罗福娣告诉记者，针
对疫情期间游客对视频、直播等线上旅
游的关注度的快速增加，文体旅游局以
多渠道、多形式、多手段全面展开线上
直播活动。4月 29日，邀请携程董事局
主席梁建章、湖州市副市长闵云，开展
直播带货活动，以携程及旗下平台为
主、支付宝同步；当天共销售安吉高级
酒店、民宿 3000 多间，销售额 1600 万
元。

最近，在各地出台的新一轮促消费
政策中，“培育夜经济”一词频频出现，

“夜经济”已然成为衡量城市生活质量、
消费水平、开放度、活跃度、投资软环境
及经济与文化发展活力的重要指标。
据了解，安吉的鄣吴镇就推出了夜游及

“纯氧6+1”漂流夜间体验项目。该项目
包含了玻璃栈道漂流、水上漂流、悬崖
水吧等内容，全镇 6个村均投入了资金
或自然资源，村民也是“股东”。该项目
的创意不只在于整合资源、共享成果，
还变废为宝，利用景坞村废弃矿山优越
的地理位置，在矿山上打造玻璃栈道，
开设玻璃漂流项目，别样的夜间玩水体
验更是给外地游客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农村夜经济的发展前景很可观。”
罗福娣告诉记者，“目前我县游客主要
来自于长三角地区，旅游淡旺季明显；
而夜经济的发展可以展现安吉本土的
风俗人情，吸引长线游客来安吉体验，
这也为我县破题旅游淡旺季提供了方
法。此外，现在国家提倡勤俭节约、反对
浪费，下一步我们将配合落实，通过各种
方式和渠道宣传，加强对游客的引导和
提醒，督促游客在旅游过程中做到节约
饮食、绿色消费。”

本报讯（记者 汪宏胜）记者近日获悉，江苏省昆
山市陆家镇第二十届文化艺术节将于 9 月底正式开
幕。本届艺术节将以“热血奋斗·全面小康”为主题，
活动时间历时两个月，分“初心·筑梦小康、使命·奋进
小康、奋斗·全面小康”三个篇章、九大系列活动，内容
包括“回望 20年”精品节目文艺汇演、“走向我们的小
康生活”书美摄作品展、“百姓大舞台”才艺大比拼、

“决胜小康·奋斗有我”企业文艺巡演、“精彩非遗”文
艺专场演出等活动，期间还将评选出陆家镇“群文 20
年”十件大事和陆家镇“群文之星”，并在开幕式上进
行揭晓表彰。

从 2001年的第一届，到 2020年的第二十届，二十
年文化之路、200万人次的文化盛宴，陆家的文化艺术
节逐渐从稚嫩走向成熟，已成为建设“文化陆家”的一
个响亮品牌。每届文化艺术节紧扣时代主题，本着

“群众参与、群众受益”的办节宗旨和“政府搭台、百姓
唱戏”的办节原则，注重活动的文化性、艺术性、思想
性、教育性，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特别是在文艺节目
创作过程中，一大批唱响时代主旋律、讴歌幸福新生
活的原创精品节目脱颖而出，陆续登上艺术节的舞
台，在省、市各类比赛中荣获多个奖项。其中，《婚礼
鼓乐》节目参加上海世博会世博园演出，《段龙舞》、

《水袖》荣获江苏省“五星工程奖”，一朵又一朵绚丽的
文化艺术之花竞相绽放，陆家也荣获中国民间文化艺
术（龙舞）之乡、苏州市民间文化艺术（鼓手）之乡、江
苏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江苏省群众文化先进
镇等荣誉。

文化艺术节是陆家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满足群众
文化需求的生动实践，也让我们共同见证了陆家从无
到有、从有到优、从优到精的文化蝶变之路。如果说
文化艺术节是陆家文化惠民的主动脉，那么扎根社区
的文化服务载体、文艺小分队等就像是毛细血管，把
文化食粮送到了千家万户。家住木瓜小区的居民周
先生说：“文化艺术节现在是我们镇‘明星’活动，每年
都能看到段龙舞这些老节目，每年又能看到老节目的
新花样，丰富了我们居民的业余生活，也提升了大家
的文化内涵，真的是有型又走心。”

据了解，自 2005年起，几乎每年陆家镇都有关于
文化体育方面的工程项目列入政府重点实事工程。
镇艺体中心、滨江体育公园、菉葭生态园、有线智慧
镇、文化中心、24小时自助图书馆、文艺之家等一批文
化体育载体建设相继完成。全镇 9 个村（社区）按照

“8+X”的标准，实现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100%全覆
盖，近几年还异地新建了夏桥、陈巷、泗桥 3个全新的
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面积均在 1000 平方
米以上，包括图书室、妇儿之家、中老年人活动室、健
身设施、多功能室、室外综合文体广场等，并形成了菉
溪书场、戏曲之家、主题展厅、儿童绘本馆、书法工作
室等特色载体。文化中心广场获评“全国特色文化广
场”，邵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获评苏州市村（社
区）五星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夏桥社区农家书屋
获评江苏省五星级示范社区书屋。

“小平台的优势在于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我们
不光要让群众有机会享受专业院团送来的‘大餐’，更要让老百姓随时能尝到
原汁原味的‘小菜’。而要让好戏常演不衰，就得让群众在基层文化活动中唱
主角，不断激活他们心中的文化种子。”陆家镇社会治理和社会事业局副局长
施振芳说。为此，陆家镇设立了乡镇文化建设引导专项基金，实施民间文体团
队艺术指导惠民项目。2018年，又启动实施“我是戏迷”戏曲欣赏季、“我是歌
手”歌唱大赛、“我是主角”文化下乡巡演文化惠民三大系列活动，为全镇群众
提供了丰富的精神文化产品和施展艺术才华的空间。从文艺工作者到普通群
众，在陆家，每个人都是辛勤的耕耘者，传统文化、广场文化、社区文化、企业文
化、校园文化、志愿文化……在这里汇聚，而由陈凤林、曹秋芳等为领头雁，
15541人组成的志愿团队则为惠民文化活动保驾护航。他们自发组织广场舞、
瑜伽、武术等文艺表演节目走进社区，不断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提高群众的
艺术修养，展示群众的聪明才智。据统计，今年以来，陆家镇志愿团队已开展
活动 2178次，活动人次 39593人次，服务时长 181355.8小时。

“20 年不忘初心，全面小康的号角已经吹响。”陆家镇党委委员袁挺说，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陆家镇将坚持以文化品牌为出发点，
以文化活动为抓手，以文艺创作为突破，从满足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的新需求
和新期待出发，坚持以文惠民、以文化人，文化设施日趋完善，文化活动日渐丰
富，文艺创作日益多元，段龙舞、陆家浜鼓手、文化艺术节、童趣文化节等文化
名片越来越亮。”

以美丽乡村建设为抓手，大力实施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江苏江阴市璜土镇
篁村村坚持党建引领村建、党员示范带
头、党风带动村风，敢于碰硬动真，深入
推进“一推三治五化”专项行动，实现完
美“蝶变”，不仅成功获评无锡市美丽乡
村，还趟出了一条人居环境提升“成功之
路”。

篁村村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该村
与常州的天宁、新北两区为邻，近在咫
尺，“一脚踏进常州市”。在坐享独特的
区位优势的同时，也给日常管理带来诸
多问题。无锡村是篁村村的一个自然
村，仅有36户村民，却聚集着7个豆腐作
坊和 19个废品回收户，还有其他租客。
这些新市民的到来，在给村民增加了一
定收入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问题，尤其
是社会治安和人居环境，就是“脏”+

“乱”。2019年以来，篁村村就从无锡村
下手，党建引领、党群联手，实施 180天
大会战，破难点、抓重点、现拐点、出亮
点，大力开展“散乱污整治”，强力推进

“一推三治五化”专项行动，实施美丽乡
村建设，实现篁村村“龙须沟”旧貌换新
颜。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总书记
的重要指示为篁村村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抓好农村人居环境指明了方向。篁
村村首先从无锡村下手，确定目标，迅速
部署动员，党总支书记挂帅，履行第一责
任人职责，成立工作领导小组。书记带
头、干部带队、党员参与、深入一线，班子
每周阶段推进总结，党员中心户做好连
片动员，整治进展成为每月党员大会必
通报内容，党员志愿者宣传入户，以党建
促村建，推动整治工作出实效。

整治乱象，其重点就是掐住源头。
篁村村在掐源头中，宣传发动做动员、登
门入户做工作、对标清场为提升，使人居
环境整治的有关精神家喻户晓，对照政
策，限期取缔、清理。由于前期工作扎
实，该村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使横亘
垃圾得到清理，私搭乱建全部拆除，乱象
得到了彻底的整治，为下一步的整治提
升铺平了道路。

村庄怎么治，村民说了算。该村通
过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党员中心户吸纳
村民参与，大家一起走村庄、看现场，
结合自然村实际情况，共同商议制定村
庄环境提升建设方案，在拆乱变整后，
绿化、亮化、美化同步进行。对所有家
河进行清淤，相继完成了 5000 平方米
的村庄河道清淤与驳岸整治。硬化道
路 2500 平方米，新建村民健身小广

场。涂白美化墙面 8400 平方米，因地
制宜打造文化景观小品。还将村民议
事阵地前移，租用民房打造村民议事
厅，村民议事、理论学习、道德讲堂开
到自然村里。篁村村邀请“胡子小镇”
团队成员帮助设计、规划，在西横河千
米河堤挡水墙上施以墙绘，打造主题文
化群，实现村庄环境美化与文化内涵提
升并举。小作坊取缔了，村庄变美了，
吸引了更多租客，让过去的那些房东租
金收入不降反增。

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整治
是手段，长效是目的。篁村村每月由书
记带队，集中对各自然村人居环境整治
情况进行检查评分，建立红黑榜，与村
干部、保洁员等的奖惩挂钩。在无锡村
的整治工作取得一定成效后，篁村村趁
热打铁、继续发力，仅仅利用半个月时
间，就将双牌自然村边一处存在了 20
年的陈年顽疾根除。篁村村的整治步
伐没有停止，三沟上自然村的整治工作
正在收尾之中，这将成为篁村村人居环
境整治的一个新的站点。

（詹绍辉 华豪卿）

“直播带货”是近年来的热潮，不仅
能够促进消费与生产，为经济增长提供
新动能，更是为助农扶贫开创了新方
式。日前，苏州移动响应“中国移动扶
贫直播周”，举办直播助农扶贫活动。
直播现场，苏州移动将助农产品与移动
优惠相结合，用户每购买 1 件助农产
品，即可获赠 60GB流量。同时，还准
备了抽奖小惊喜，让观众积极参与互
动，直播持续一个半小时，观看人数达
7000余人。

近年来，苏州移动以高度的社会责
任感，积极参与各项扶贫公益活动，对
挂钩帮扶的吴江区桃源镇开阳村持续
深化“送服务进村、送文化进村、送温
暖进村”三项主要措施。针对开阳村
老年人较多的情况，开展老年人防电
信诈骗、智能手机使用等讲座，帮助

“银发族”快速融入“互联网+”生活，

将移动服务送进村。在帮助村委建立
爱心图书角的基础上，为村民们购买
图书，丰富村民文化生活，对开阳村 3
户困难村民展开慰问，每户发放 1000
元慰问金。苏州移动还结对帮扶贵州
铜仁江口县恕溪镇河口村河口小学，
开展“青春姑苏成长牛奶”爱心早餐计
划，以义卖捐赠的方式提供爱心早餐
基金，同时组织开展主题党日活动，为
河口小学的学生们捐赠体育用品。

作为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
会建设主力军，中国移动依托“1+3+X”
框架体系，以网络扶贫为主线，强化组
织、资金和人才三方面保障，将网络扶
贫与教育、健康、消费、民生、产业、就业
等多个领域扶贫相结合，走出了一条行
之有效、独具特色的“网络+扶贫”之
路。

（李昀哲）

苏州移动直播助农产品 助力扶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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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三净”之地 守住生态“家底”

浙江安吉：“水”与争锋

治理为要 提升是本

江阴璜土镇篁村村：“龙须沟”旧貌换新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