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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心声

漫步在妈屿岛领略独具风韵的内海湾
美景，走进十一合村体验一墙一厝的潮汕艺
术风，前往沟南许地探寻悠久的历史和丰厚
的文化底蕴，还可以到濠江区依山傍海的

“侨乡”东湖赏菊和潮味十足的东陇社区逛
“四小园”……金秋时节，汕头各地一帧帧美
丽的乡村画卷，喜迎第四届中国农民丰收节
盛会的到来。近年来，汕头市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开
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作为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必须打好的第一场硬仗，下定决心、
下苦功夫整环境、补短板、促发展，因地制宜
打造乡村连线连片乡村风貌带，乡村建设

“提档升级”，广大农村人居环境大变样，焕
发新活力，唱响了乡村振兴主题曲，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持续增强。

补齐短板补齐短板 生态宜居乡村入眼来生态宜居乡村入眼来
在汕头市濠江区滨海街道东陇社区，只

见一条条干净整洁的村道巷道不时点缀园
林小品、废弃农具，以及别致的“垃圾分类
屋”，传统民居一幅幅富有农村生活气息的精
美墙绘，村头巷尾、房前屋后见缝插绿、种菜
栽果，一股浓浓的潮味乡村气息扑面而来。

东陇社区是汕头市不断补齐农村人居
环境突出短板，打造生态宜居乡村的一个缩

影。如今，汕头市农村地区垃圾有人收运还
能变成电；污水有了去处化成了清水，河溪
都变清了；建起了一个个漂亮卫生的公厕；
一条条村道铺上水泥，更加整洁畅通。目
前，汕头市 872个行政村和涉农社区已全部
完成美丽乡村规划，完成率100%，汕头市干
净整洁村达到 95%。汕头市 1156个自然村
已全部完成“三清三拆三整治。汕头市村委
会通自然村村道路面硬化已全部完成，2020
年新建“四好农村路”240公里。农村垃圾治
理全面实现体系化，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全域
推进，农村地区“厕所革命”全面完成、集中
供水覆盖率100%。

在开展农村“四小园”建设行动中，汕头
市加强示范先行，有序统筹推进。通过小范
围的拆旧、建新、插绿、复垦等方式，因地制
宜建设“四小园”，集中成片打造示范户、示
范片、示范带、示范村，以边角之景带动村容
村貌提升，用“绣花功夫”点缀美丽乡村画
卷。829个自然村累计建设各类小花园、小
菜园、小果园、小公园 5453个。如今，“四小
园”犹如“花蝴蝶”一样飞入“寻常百姓家”，
成为了汕头市农村的一道亮丽生态景观。

““提档升级提档升级””打造乡村振兴示范片打造乡村振兴示范片
乡村大变样、焕发新活力。走访中，记

者发现，汕头市乡村之美不仅千姿百态、各
美其美，而且串珠成链、连线成片，形成一个
个有魅力有活力的乡村振兴示范片。汕头
市累计投入资金37192万元，打造了“海韵乡
村”的南澳县示范片、“潮汕水乡田园风光”
的潮阳区示范片、“潮音侨韵，风尚家园”的
潮南区示范片，覆盖 15个行政村，已成为汕
头市乡村旅游的热门打卡点。汕头市已创
建中国传统村落12个村、中国最美休闲乡村
1个、中国美丽休闲乡村2个。濠江区“滨海
古韵 乡村休闲游”线路入选农业农村部
2020年中国美丽休闲乡村旅游精品景点推
介线路（广东省仅 3条）。南澳县海韵乡村、
澄海区樟林古港获评“广东美丽乡村精品线
路”。潮南区东华村获全省“十强村”称号，
龙湖区妈屿社区获“广东农房风貌提升名
村”，澄海区仙门村获“广东贫困村创建名
村”。汕头市金平区沟南社区等10个村庄获
评“汕头市十佳美丽乡村”。

近年来，汕头市濠江区走“美丽城区+美
丽乡村”融合发展之路，高标准打造全省乡
村振兴样板。加快打造南山湾文旅综合体、
花卉全产业链融合示范智慧园区以及“滨海
古韵乡村休闲游”“开埠海港风情游”等精品
游线，推动文旅融合，激活“美丽经济”。同

时，坚持“侨牌”“农牌”两手抓，打造东湖“最
美侨村”示范点，推出三大行动“濠”情惠侨
聚侨，努力把“侨”的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
的优势。

值得一提的是，汕头市还在 7个区（县）
打造连线连片乡村风貌带，展现农村形态之
美，大力发展乡村“美丽经济”，点燃乡村振
兴“新引擎”。其中金平区打造鮀东古村风
貌带；龙湖区在十一合村打造“艺术村”，在
妈屿社区打造海岛风情片；濠江区打造红
星、红旗、红光社区风貌提升示范片；澄海区
打造樟林古港沿线风貌带；潮阳区开展乡村
风貌提升“五个一”示范；潮南区开展 324国
道沿线立面改造项目；南澳县打造环岛南线
生态宜居美丽乡村示范带。同时，在汕头市
选择了17个“红色”或“侨乡”资源丰富、基础
条件好、交通便利的村庄，计划到 2021年底
打造8条连线连片、融合潮汕乡村风貌、传承
红色基因、具有侨乡印记的“红色侨乡”特色
精品示范线。

踏上乡村振兴新征程，汕头市锚定新定
位新目标新任务，聚焦难点精准发力，进一
步提升汕头市农村人居环境和乡村风貌，接
续打造更多宜居宜业的精美乡村，推动乡村
全面振兴。 （（刘文钊刘文钊））

一帧帧乡村画卷喜迎丰收盛会一帧帧乡村画卷喜迎丰收盛会
汕头市下大力气整治农村人居环境，乡村建设“提档升级”，唱响乡村振兴主题曲

9月23日秋分节气，我们
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农民丰收
节。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
晚会》第一次走出演播厅，来到
汕头市。日前，晚会已完成录
制，将于9月23日晚在CCTV-
1和CCTV-17频道黄金时间
播出。记者探营录制现场，先睹为快。

潮汕传统文化大放异彩潮汕传统文化大放异彩
这场晚会可谓“热热闹闹有内涵，欢欢

乐乐庆丰收”的精心策划之作。在人们欢呼
的浪潮声中，一组快速震耳欲聋的钛雷烛光
腾空而起，由此拉开了《中国农民丰收节晚
会》的序幕。

随着主持人的开场白之后，“康康”“美
美”两位可爱的虚拟人物闪亮登场。央视丰
收节晚会总导演张鹏接受采访时说，吉祥物
活泼轻松的造型深入人心，身上负载了很多
汕头文化标志符号的东西，彰显地方文化魅

力，像船头鞋、潮绣、剪纸等。“吉祥物作为一
种软性沟通的媒介，和观众形成互动。即使
不说话，只要它的形象出现，就是一种互
动”，张导表示，“康康”“美美”寓意着我们进
入小康社会，建设美丽乡村，他们贯穿起整
台晚会的构架、节奏，实现晚会形式的独特
创新，品牌 IP化。

此外，汕头的非遗项目、民俗文化也将
融入晚会节目，英歌舞、舞狮、鲤鱼舞等具有
地方特色的元素将在晚会中呈现。汕头多
位“非遗”传承人登上了丰收节晚会的舞
台。汕头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佛手果制作
技艺”传承人王绵生和女儿带来的佛手茶、
佛手饮、佛手十六香等非遗衍生品让人眼前
一亮。潮汕粿品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
郑少君和爱人郑锦辉制作了甜粿、红桃粿等
丰富的潮汕粿品，别有风味。郑锦辉说，潮
汕地区是著名侨乡，潮汕粿品中有独特的老
味道，有节庆的氛围、时节的冷暖、童年的记

忆，还有亲人的思念。
返乡青年带来丰盛饭菜返乡青年带来丰盛饭菜
潮汕小吃、时令果蔬、凉拌菜……晚会

中，一盘盘摆盘精致，香味扑鼻的菜品由 50
位返乡青年代表送到台上，美轮美奂的佳肴
让人垂涎欲滴、目不暇接。

随后，返乡青年代表们与现场观众围
坐在桌前，一边享受美味的大餐一边聊着
天。干练的齐肩发、精致的妆容，返乡青年
代表小石就像一缕明媚的阳光，显得格外
耀眼。她告诉记者，越来越多的青年能人带
着理念、视界和技术回到家乡。返乡青年邓
畅刚从广州回到汕头工作，他说，他的同事
大多数是“90后”，他们对自己的职业发展前
景充满信心。

“这次回来真的感觉家乡焕然一新，几
年没回来让我感叹家乡翻天覆地的变化”

“如今的汕头给我的感觉是一座充满安稳感
和幸福感的城市”……近年来，越来越多的

潮汕青年返乡就业创业，利用自
身的优势，传承和发扬本土特色
文化。

千架无人机表演点燃千架无人机表演点燃
全场全场

清风徐徐，夜色下的潮汕
历史文化博览中心流光溢彩。

红色党旗、虚拟烟花、丰收节快乐……晚会
现场，千架无人机腾空而起，闪烁着五彩灯
光，构成一幅幅最美的风景，为观众呈现唯
美震撼的视听盛宴。

高科技和传统节日完美融合，无人机如
一群飞鸟般灵动而有规律地变幻着造型，上
演炫目灯光秀，用色彩变化、排列组合等展
现了多个变幻的文字及图案。夜空中，无人
机变化出一面鲜红的党旗迎风飘扬，随后回
归到本次活动的主题，丰收节快乐、logo等字
样和图案，大气又活泼，在场嘉宾无不为这
场精彩的无人机表演惊叹鼓掌。

整场晚会以潮汕地区丰收为中心，利用
5G技术手段，串联起全国各地的丰收景象，
呈现出一幅全国共庆五谷丰登、共享欢乐喜
悦的节日画卷。9月 23日晚，让我们一同

“庆丰收 迎小康”，分享丰收
的喜悦，共享一场“潮”味浓
郁的文化大餐。（（陈文兰陈文兰））

汕头市潮南区井都镇一
批批翠绿鲜嫩的蔬菜出产上
市，潮阳区金灶镇橄榄、油甘
挂满枝头，澄海区的狮头鹅叫
得响变身“网红鹅”，牛田洋青
蟹、“达濠鱼丸”、东里樟林林
檎、南澳牡蛎等也赶着抢“鲜”
亮相……金秋时节，产自美丽海滨城市——
汕头的农产品纷纷前来“闹丰收”。汕头拥有
丰富多样、各具特色的农产品是汕头市立足
资源禀赋，突出特色主导产业，大力培育发展

“一村一品、一镇一业”富民兴村产业的结晶。
发展“一村一品、一镇一业”，就是由资

源变产品、产品变商品、商品变名品的过程，
带动产品开发、产业发展、富裕农民，振兴一
方经济。

近日，在井都镇上南村，记者看到，一个个
蔬菜简易大棚接连成片，农民兄弟正在菜地里
顶着烈日忙着整地、施肥、浇水，一畦畦嫩绿的
春菜、油菜、白菜、空心菜等叶菜破土而出，处
处生机勃勃。“这里的菜农们一般是晚上 11
时多开始收割蔬菜，然后拉到上南蔬菜产品
装运场进行交易，大概到第二天凌晨 3时至
5时才陆续回家睡觉，早上 7时多又到田地
里劳作。”上南社区党委委员郑少龙告诉记

者，上南社区蔬菜基地面积 2500亩，其中无
公害认证基地1200亩，年产无公害蔬菜7500
吨。上南蔬菜产品装运场每天交易产品包括
本地菜和外路菜，日交易量近10万斤。正常
年份，每户菜农年收入大约四五万元。

据介绍，日前刚荣获广东省级“一村一
品、一镇一业”专业镇称号的井都镇，蔬菜种
植面积约 10000亩，从事蔬菜种植人员约
10200户，农业品牌 9个。该镇通过建设潮
南区蔬菜市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建成 1500
亩的标准化蔬菜种植基地，建设蔬菜清洗
分拣加工厂房及保鲜冷库，实现蔬菜在田
间地头实现清洗、分拣、冷冻、保鲜、销售和
运输等环节，打造蔬菜全产业链条，2020年
已辐射带动农户5500户，园内农民年可支配
收入2.1万元。

2021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乡村振兴”公
益视频大赛正在线上火热进行，濠江区参赛

作品《达濠鱼丸的传奇故事》名列中国榜单
前茅，“达濠鱼丸”名声更响亮了。近年来，
濠江区以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达濠鱼
丸”为代表，推动达濠米润、鱼饭等本土特色
美食品牌化发展，打响“濠字号”品牌；扶持
做大“东陇佛手”“东湖菊花”“岗背益母草”
等特色产品种植规模，提升品牌效应，积极
构建“一村一品”示范村（镇）。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汕头市各
地高度重视“一村一品、一镇一业”专业村镇
的培育与发展，加强宣传指导，加大扶持力
度，形成一批主导产业突出、区域特色优势
明显、市场前景较好、组织化程度较高、农民
增收效果显著的专业村镇，打造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推动产业兴旺、促进农民脱贫致富
的有效载体和重要平台，推动全市现代农业
高质量发展。2019-2021年度,汕头市计划
建设“一村一品、一镇一业”项目115个，目前

全市累计建设“一村一品、一镇一
业”项目76个。通过建设，汕头市
金平区鮀莲街道赖厝村（卤鹅）、
龙湖区外砂街道蓬中村（潮汕咸
菜）、澄海区溪南镇北社村（火龙
果）、潮阳区关埠镇上仓村 (水
稻)、潮南区胪岗镇泗黄村 (丝苗

米)以及南澳县青澳管委会后兰村 (茶叶)
等 63 个村和潮南区雷岭镇（荔枝）、潮阳
区金灶镇（水果）、澄海区莲上镇（蔬菜）、潮
南区红场镇（茶叶）和潮南区井都镇（蔬菜）5
个镇获得省级专业村镇称号；潮南区雷岭镇
（荔枝）和南澳县深澳镇后花园村（乌龙茶）
获得农业农村部第九批中国“一村一品”示
范村镇称号。

产业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这些专
业村镇犹如分布在全市各地的一个个“聚
宝盆”，引领主导产业集聚发展，激发了乡
镇发展活力，推动富民兴村产业链条和效
益不断得到延伸、提升，全面带动农业产业
转型升级，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助力乡村全
面振兴。 （（刘文钊刘文钊））

特色农产品特色农产品““闹丰收闹丰收””富民兴村富民兴村
7676个个““一村一品一村一品、、一镇一业一镇一业””专业村镇分布汕头市专业村镇分布汕头市

节目节目““潮潮””味足亮点纷呈味足亮点纷呈
记者探营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录制现场记者探营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录制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