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首 2022，克服多重挑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持续深化；展望 2023，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信号更加鲜明，举措更加精准。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 发展乡村特色产业， 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
道。 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建设宜居宜业和美
乡村。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新时代
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

时光为卷，奋斗作笔。 在希望的田野上，无数奋斗者的
火热故事，汇成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壮阔答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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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乡大地涌热潮

2023年开年推进乡村振兴一线观察

产业高质高效：做好“土特
产”文章增强竞争力

进入冬季， 贵州香葱种植
大户汪福华往年的“冬闲”成了
“冬忙”。

应接不暇的客商电话，进进
出出的运输货车……开年忙碌
的场面让他找回了发展信心，

“最近行情回暖，香葱又开始紧
俏了，每天能卖出三四吨。 ”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黔陶
布依族苗族乡骑龙村规模化种
植香葱已有 20 多年， 这两年因
为价格低迷， 当地特色产业险
些被丢掉。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
中之重。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
出，要落实产业帮扶政策，做好

“土特产”文章，依托农业农村
特色资源， 向开发农业多种功
能、挖掘乡村多元价值要效益，
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要效
益，强龙头、补链条、兴业态、树
品牌， 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
级， 增强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
发展能力。

汪福华和乡亲们认识到：
“小香葱”做成“大产业”，必须改
变产业小散弱局面。“通过成立
香葱协会和合作社， 我们将订
单拓展到外省， 骑龙村香葱种
植面积稳定在 2000 亩左右，

90%以上的村民参与其中，全村
人均纯收入突破了两万元。 乡
里正计划引进深加工企业，将
产业链做得更长。 ”他说。

提高产业竞争力，离不开过
硬的“三农”队伍。 中央农村工
作会议提出，要引进一批人才，
有序引导大学毕业生到乡、能
人回乡、农民工返乡、企业家入
乡，帮助他们解决后顾之忧，让
其留得下、能创业。

元旦刚过，安徽界首市邴集
乡大董村， 返乡创业青年董金
玉正在蔬菜大棚里为即将到来
的春节销售旺季做准备。

他 7 年前返乡创业，在村里
帮扶下创办种植专业合作社，
去年收入 200 万元。 这是他近 5
年来效益最好的一年。

这 5 年，也是大董村从脱贫
出列到发展成蔬菜特色专业村
的 5 年———全村蔬菜基地发展
到 1600 亩， 各类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不断涌现， 带动了村民增
收致富。

像董金玉这样返乡创业的
“新农人” 近年来越来越多。 截
至 2022 年 11 月底，全国返乡入
乡创业人数累计达到 1220 万
人， 农民参与乡村产业振兴的
活力不断激发。

新的一年，董金玉谋划着自
己的“小目标”：不断做优品质，
提升产业竞争力。

农民富裕富足： 走出增收
致富新路子

一夜大雪过后，湖南十八洞
村美景如画。

民宿店长杨云秋打开“十八
洞悬崖酒店”微信号，把刚拍摄
的视频发布在各大社交平台，
很快就收到很多点赞和评论。

“像现在这样充满希望的生
活就是最幸福的生活! ”杨云秋
一边忙着线上确认当晚入住民
宿的游客一边说。

回到十八洞村 6 年的杨云
秋，凭借踏实勤奋，一直从村里
旅游公司的销售、讲解员，干到
了民宿区的店长。 目前，村里已
经有 276 名像杨云秋这样的年
轻人在家门口增收致富。

曾经， 十八洞村闭塞贫穷，
流传着“有女莫嫁十八洞”的苗
歌；如今，村子的产业、文化等
全面发展， 吸引周边村镇融入
“十八洞村经济圈”， 去年全村
人均纯收入已达 23505 元。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要
坚持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三
农”工作的中心任务，千方百计
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老乡们
走出了新路子，腰包越来越鼓，
日子越过越好。

在辽宁营口市东岗子村，老
乡们探索数字经济和农业产业
深度融合，拓宽增收致富路。

掀开厚厚的温室大棚保温
帘，一片花团锦簇，“花房姑娘”
张野正麻利地整理花苗、 修剪
花枝。 为拓宽销路，她邀请网红
小镇主播来讲述花房里的创业
故事。如今，张野的 10 个花棚每
月可采摘鲜花 15 次， 月销售额
在 18 万元左右。

截至目前，营口市老边区网
红小镇，共进驻了 300 多家直播

运营机构，有主播超 15 万人，粉
丝流量达 3.5 亿。2022 年网红小
镇所在的老边区农产品网络销
售额超 1 亿元， 比 2020 年多了
近一倍。

近期，《2022—2023 年国家
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农村青
年主播”培育工作方案》公布，
明确农业农村部、 共青团中央
联合快手开展“农村青年主播”
培育工作， 培养一批掌握短视
频和直播“新农技”，带动农民
增收致富的农村青年主播。

直播成为新农活，手机成为
新农具，新观念、新方法也融进
农民的生活， 老乡们增收致富
的路子越走越宽。

乡村宜居宜业： 和美乡村
孕育生机无限

冬日暖阳下，农闲时节的宁
夏关桥村更显惬意。

“你看我这村子，和城里比
有啥差？ ”村民冯增虎走在村里
宽阔平坦的石板路上， 边走边
介绍， 只见路两侧民居红墙白
瓦整齐划一，儿童游乐广场、幼
儿园、卫生院等设施齐全。

关桥村位于宁夏回族自治
区海原县，素有“苦瘠甲天下”之
称的“西海固”中的“海”字，就指
海原。 冯增虎曾在村里干了 10
多年村主任，见证了山乡巨变。

“新的一年，关桥村正在规
划健康希望小镇， 未来可以享
受定期体检、 送医上门……日
子越过越有盼头。 ”冯增虎说。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 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
然在农村。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提出， 农村现代化是建设农业

强国的内在要求和必要条件，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农业
强国的应有之义。

近年来，各地乡村瞄准“农
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的
目标， 提高乡村基础设施完备
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
舒适度， 让农民就地过上现代
文明生活。 通过实施乡村建设
行动， 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
84%，基本实现村村通电、通硬
化路、通客车、通光纤和 4G 网
络……乡村绿水青山不断“擦
亮”，现代版“富春山居图”徐徐
展开。

和美乡村， 孕育生机无
限。 乡村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公共服务更加健全，乡村生产
生活更便利，城乡差距全面缩
小，农村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
创业干事。

“这是老乡们自家的柴鸡
蛋，真正小时候的味道……”

河北阜平县顾家台村，正在
网上带货的小伙儿叫顾腾飞。
他是 2020 年底村里第一批返乡
创业的“90 后”。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近年，
有 30 多名像顾腾飞一样的年轻
人返乡创业就业， 为家乡的振
兴带来新观念、注入新活力，顾
家台开始“腾飞”。

幸福绵延，生机无限。
新的一年，继续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
国广袤大地必将呈现欣欣向荣
的蓬勃气象， 向着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坚定前进！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