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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的前一天， 常德市津市市毛
里湖镇青苗社区的腊八节广场搭棚起
架， 举办 “青苗腊八节”。 游客从城
区或周边乡镇赶来， 选购当地百姓自
制的腊八豆、 腊香干、 芝麻糖、 土家
腊肉等农副产品。

青苗 ， 一个普普通通的乡村社
区， 依托特色节庆和农事体验活动，
走上农旅融合发展之路。

一次大胆尝试
让村庄产业“绝处逢生”

青苗社区是村改社区， 津市最大
的移民安置点 ， 2007 年接纳石门皂
市水库土家族移民 168 人。 曾经的青
苗村一穷二白， 没有水泥路， 也没有村
部。 2013 年， 村里有孩子考上清华大
学， 一位企业家驾车来村里捐资助学，
因路面太差刮坏了车底盘。 企业家说：
“早知这样就不过来了， 不如多捐些钱。”

说者无意， 听者难以释怀。 原村
党支部书记傅年喜下定决心改变家乡
面貌， 号召父老乡亲近 1000 人筹资
52 万元， 出工出力 ， 修好村部和一
条主体公路。 村里开始发展特色种植
养殖 ， 2015 年成立黄牛养殖专业合
作社， 利用河洲草滩放养 300 多头黄
牛。 没想到， 当年牛肉滞销。

牛肉卖不出村， 就想办法让顾客
上门。 傅年喜听取旅行社朋友和村里
党员的建议 ， 决定举办 “青苗腊八
节”， 拉动周边游客进村， 看现场宰
牛、 烹饪， 品尝全牛宴、 土家菜， 体
验熬糖、 打糍粑。

有了家门口 “卖货” 的机会， 村
民热情高涨， 紧急筹备半个月。 2015
年， 第一届 “青苗腊八节” 接待游客
1 万多人 ， 销售农产品近 100 万元 ；
第二年大家提前做足准备， 接待游客
4 万多人， 销售 400 多万元； 2018 年
突破 600 万元 。 “今年 ， 为配合防
疫， 社区提前举办腊八节， 展销时间
也缩短了。” 社区居民张爱忠说， 以
往活动期间， 自己能卖 6000 多元钱
的萝卜丝等农产品 ， 2021 年她只摆
摊一天， 也有 2000 多元钱的收入。

瞄准短线旅游
四季节庆串珠成链

2017年， 应傅年喜邀请， “85后”
青年杨洋返乡担任社区干部， 2021年被
推选接任社区党支部书记。 接过乡村
振兴接力棒的同时， 杨洋也继承了前
任书记 “轻建设、 重实用， 花小钱、
办实事” 发展思路。 腊八节的成功让
他意识到， 农旅融合发展前景广阔。

“青苗没有奇山秀水， 没有历史
传说 ， 只有几亩田地和老百姓的手
艺。” 杨洋说， 社区不争 “排面”， 不
盲目投资建设古镇、 花海等大型人造
景观， 而是抓住农耕活动体验， 瞄准
“短线游” “周末游”， 发展小而美的
休闲农业。

朴实 、 务实的想法得到群众支
持。 大家积极配合社区流转 80 多亩
土地种桑葚， 去年仅游客采摘桑葚一
项收入就有 30 多万元。 没摘完的果
子制桑葚酒、 桑葚干， 桑叶制成桑叶
茶， 包装销售。

一片低产滩涂地被社区居民改造
成沙滩乐园， 附近的水塘和土坡分别
改造成游泳池和滑草场。 旅游旺季，
这里成了孩子捉鸡摸鱼、 玩泥戏水的
乐园； 淡季， 沙地、 水塘也不用投入
过多人力维护。

杨洋和傅年喜又策划打造桑葚采
摘节、 沙滩狂欢节、 农民丰收节。 社
区成立集体企业绿野青苗旅游产业有
限公司， 节庆活动串珠成链， 一年四
季游人不绝 。 2020 年 ， 青苗社区被
评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居民人均
年收入从 2015 年的不足 5000 元， 增
加到去年的 2.4 万多元。

（据 《湖南日报》）

一份温情满满的
民政“成绩单”

本报讯（黄亚辉通讯员林好好） 回
眸过去的 2021 年， 衡阳市蒸湘区
红湘街道树牢 “民政为民 、 民政
爱民” 宗旨， 聚焦脱贫攻坚、 聚焦
特殊群体、 聚焦群众关切， 履行基
本民生保障 、 基层社会治理 、 基
本社会服务等职责， 强基层、 打基
础， 基层社会治理水平不断提升 ，
提质量 、 抓服务 ， 街道工作取得
了优异的成绩 ， 获得上级部门和
群众的充分肯定和好评。

构筑严密防线 ， 全力做好疫
情防控工作 。 红湘街道落实落细
疫情防控要求 ， 时刻绷紧疫情防
控这根弦， 严格落实 “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 的要求， 扎实做好疫情
防控物资准备、 重点场所和大型活
动管控 、 风险人员排查管控 、 冷
链食品疫情防控等相关工作 ， 安
全有序 推 进 新 冠疫苗接种工作 。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该街道
3周岁以上人群累计接种新冠病毒疫
苗 16 万余剂次， 基本实现完全覆
盖 ， 为共筑安全防疫屏障贡献了
红湘力量。

树立优质服务理念 ， 落实优
惠政策和帮扶措施 。 三孩生育政
策全面放开以来 ， 红湘街道广泛
宣传三孩政策 、 落实利益导向和
奖励扶助政策及各项民生实事 ，
2021 年新增特扶 4 人 ， 两癌筛查
300 人， 产前筛查 328 人。 为 195
户计生家庭购买家庭意外险 ， 救
助困难计生 22 户。

落实救助政策 ， 为特困居民
排忧解难 。 实施低保动态管理 ，
规范低保申办工作 ， 全辖区共取
消 87 户， 调整 37 户， 新增 18 户。
及时发放城市低保金 42 万元， 受
益户数 538 户、 795 人。 慰问困难
群众 90 人次 ， 救助困难群众 103
人次。 关爱残疾人 ， 带领街道 20
名残疾人参加就业招聘会 ， 让残
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 ， 为残疾人
提供就业机会， 改善生活条件。

本报讯 （通讯员 仇荣） 为营造
良好的社区治安环境， 近日， 浏阳市
淮川街道西正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组
织退役军人志愿者开展安全巡防志愿
行动。

巡逻过程中， 志愿者们针对辖区
内主要巷道、 重点地段等各个角落进
行治安联防巡逻防控， 加大巡视和检
查力度， 及时发现并消除社区内的安

全隐患。 同时提醒居民群众禁止焚烧
垃圾， 做好防火、 防盗等治安防范工
作。

“我们住在这里， 这里的安全与
稳定与我们息息相关， 希望能出一份
力， 为大家营造安全的环境。” 退役
军人纷纷表示。 通过此次平安巡逻，
加强了社区安全防范力度， 对保护居
民财产安全、 维护社区稳定等方面起

到积极作用。
西正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站长邱

练介绍， 今后， 社区将积极引导退役
军人主动发挥优势， 在社区治理、 治
安巡防、 环境保护、 疫情防控等方面
继续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大力培育社
区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伍， 倡导保持
“退役不褪志， 退伍不褪色” 的革命
本色。

1 月 4 日， 永州市道县营江
街道新屋村， 村民在赶制红灯
笼。 近年来， 该县通过“党员 +
合作社 + 家庭” 模式， 发展灯笼
制作加工产业， 带动当地群众家
门口就业增收。

蒋克青 / 摄

没有资源优势的津市青苗社区， 依托四季特色节庆和农事体验活动， 农旅融合发展有声有色

平凡土地绽放农旅之花

浏阳市淮川街道西正社区 退役军人志愿者助力平安社区建设

灯笼加工
助农增收

衡阳市红湘街道

暖心志愿服务， 关爱残疾人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