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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艺术村落、带动农产品销售、借助短视频做推广、组织文艺活动，湖南省长

沙市宁乡市坝塘镇600名文联女会员活跃在艺术助农新舞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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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用艺术助力乡村振兴

■ 邵伟 唐天喜

“刀豆花、砂仁糕、苏梅果和冰姜，是有名
的‘宁乡四小碟’……”正在直播间介绍传统小
吃的主持人，是湖南省宁乡市坝塘镇文联书画
分会会长邱平辉。打开产品的包装，一幅已经
装框的字画同时展示在观众眼前。

这是坝塘镇文联艺术助农的一个缩影。
这种将艺术作品和农产品巧妙结合的带货方
式，在当地已然成为风尚。该镇文联成立一年
以来，吸引约600名女会员入会，她们借助艺
术的力量投身乡村建设，用巾帼智慧助力乡村
振兴。

被艺术影响的村庄

每逢周末，很多游客喜欢自驾来到坝塘镇
油麻田村泉塘组“打卡”，这里沩水河河面开
阔、波光粼粼，除了美丽的河景，还有画展可以
欣赏。画展就在两层楼高的沩河美术馆里。
这家美术馆正是当地村民邱平辉打造的。

邱平辉曾师从宁乡籍书画大家欧阳笃
材。2021年，湖南省第一家在民政部门注册
登记的乡镇级文联——宁乡市坝塘镇文联成
立，并组建书画分会，邱平辉担任书画分会会
长。“乡村不是没有文艺需求，而是因为缺乏文
艺供给。”邱平辉说，坝塘文脉深厚，这里先后

走出了一批书画名家，因此，在老家建造美术
馆的念头在她的心头燃起。

美术馆由展厅、创作室等组成，展厅里展
出的本地人创作的书法和绘画，让村民倍觉亲
切。坝塘镇文联和书画分会在美术馆里组织
的艺术活动，让村民觉得很新鲜。美术馆不仅
影响着本地村民，也吸引了很多外地人来一探
究竟。这让邱平辉产生了把泉塘打造成艺术
村落的想法。

张贴在墙上的泉塘组美丽乡村建设规划
图中，对每一户农舍都进行了功能定位，有农
耕博物馆、红色展厅、泉塘剧院泉塘戏场、陶艺

制作空间、土特产展厅、家坊作业区等，一些闲
置的老旧房子还将被改造成阅读馆。

邱平辉正在组织书画分会的会员们努力
在乡村做墙绘。“目前一起画了二十几幅，有山
水画，有人物画，也有生活场景画，画了近千平
方米了。”

多姿多彩的墙绘让原本空白、老旧的农舍
墙壁变得五彩斑斓，形象生动、通俗易懂的画
面不仅吸引村民驻足观赏，一些户外爱好者也
前来打卡拍照。

邱平辉不仅自己画，还带领村民一起画，
并打造农民画室，“想带领村民通过绘画增
收。”

农民也可以当画家？村民一开始并不相
信。邱平辉没有多说什么，带着村民前往益阳
了解画家许国良用艺术促进乡村振兴的成功
事例。在油麻田村“两委”组织下，泉塘组村民

还去了浏阳市小河乡，实地参观当地
的农民画创作基地。

徐花、肖新明等一批对
艺术感兴趣的村民加入学
习绘画的行列。在县城从
事专业艺术培训的冯碧辉、
甘智辉等人成为农民画室
的义务老师。如今，徐花每
天只要料理完家务，送小孩
去上学后，就会来到村里的
农民画室画画。

“虽然都是零基础，但
大家进步很快。目前我们
的订单已经达到了一万
幅。”邱平辉介绍。才学画
几个月的徐花，已经被预订
了几十幅画。徐花笑着说：

“现在不打麻将了，心思都
在画画上。”

土特产搭上艺术销
售翅膀

2022年年底，邱平辉第一次开通直播，不
为卖画，而是卖农产品。“宁乡有很多特色产
品，我一直在想怎么通过文化助力特产销售。”
邱平辉说，通过调研和思考，她决定把艺术作
品和农产品进行捆绑销售。

在直播中，邱平辉向大家展示了当地的
传统小吃“宁乡四小碟”，以及腊肠、干鱼、腊
肉等，打开这些产品的包装，里面还有装框的
字画。

实际上，捆绑销售的艺术作品还有“福”字
中国结、书法折扇、娃娃图团扇等。越来越多
志同道合的艺术家加入这个队伍。坝塘镇文

联秘书长叶翠华是横田湾村一名普通的农家
妇女，平时喜欢写点东西，也喜欢摄影和制作
短视频。到文联任职后，叶翠华一直在思考文
联如何助力乡村产业振兴，“想来想去，还是决
定发挥自己的特长，负责拍视频做推广。”当地
桑葚园果子成熟时，她和小伙伴们赶去免费拍
摄。“桑葚果期短，不快速采完可能就烂掉了。”
叶翠华前后拍了几次，剪成短视频，发布在镇
文联的100多个群里。短视频引来了长沙一
些学校和家长带孩子组团研学，为当地农庄带
来了客流。

两年来，叶翠华和小伙伴们通过抖音、公
众号、视频号、朋友圈等线上分享的形式，义务
帮助当地特色农业园扩大销售渠道、推销产
品，先后为蓝莓基地、桑葚基地、吉吉谷家庭农
场等促销20多万元。

文艺活动丰富村民精神生活

除了用文艺帮助村民增收，叶翠华和小伙
伴们还经常组织村里的妇女们搞点文艺活
动。“我们的节目采用小品、快板、花鼓戏等多
种形式，自编自演，引导村民们移风易俗，传递
正能量，很受村民欢迎。”叶翠华说。

去年，在“国际禁毒日”来临之际，叶翠华
响应镇党委和镇政府号召，根据当地社区戒毒
和社区康复原型，自编自导禁毒宣传微电影
《重生》，号召村民一起参加拍摄。村民报名踊
跃。叶翠华用了一天的时间面试演员，用一天
时间完成拍摄，当天剪辑，忙到凌晨。

“由于是本地村民出演，短视频发布后，村
民争相观看，点击量近10万，起到了很好的宣
传作用。”叶翠华说，短视频后来还获得宁乡市
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产品大赛三等奖。

2022年6月，文联组织举办坝塘镇“美丽
乡村 讴歌新时代”文艺会演活动。通知下发
后，前来参加活动的队伍有16支，达160余
人。节目都是村民自编自演，吸引了很多村民
观看。村民参加活动积极性的提高，离不开镇
文联的培育和支持。坝塘镇妇联主席邹婧介
绍：“对于村里的文艺队伍，镇文联经常请老师
教大家唱歌或跳舞。”

群众文化活动的开展，让各村加强了交
流、文明了乡风。村民既锻炼了身体，又丰富
了精神生活。不少村民纷纷离开牌桌，积极参
与到文艺活动中来。

“坝塘镇文联从最初72人发展到今天的
近千人，其中女性会员近600人。”坝塘镇文联
主席钟俊夫表示，文联的女会员不仅在文化振
兴中发挥重大作用，在产业振兴里大有作为，
同时也在组织振兴、生态振兴、人才振兴中扮
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邱平辉和书画分会的会员们已在村里绘制
近千平方米墙绘。 （受访者供图）

女会员们一起商讨如何用艺术为本地特产赋能。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王永钦

白手起家创业，踏上发展快车道

张静出生在内蒙古科尔沁大草原，是内蒙
古自治区通辽市人大代表，库伦旗骏峰牧业有
限公司董事长。26岁时，张静白手起家创业，
从经营饲料起步。为了打出自己的品牌，她带
领员工逐渐摸索出一套完善的检验销售台账
制度。她亲自验货、收货，使每件饲料都能追
本溯源、有据可查，从根本上避免了过期劣质
饲料流到顾客手里。

因为诚信，回头客越来越多，公司在激烈
的市场竞争中逐渐站稳脚跟，并踏上发展的快
车道。

“在跟养殖户接触过程中，我发现大部分
养殖户因为品种选取不当、科学饲养技术能
力不足、疫病防治不到位等原因，导致养殖成
本增加。而且，养殖户大多单打独斗，没有形
成统一的规模化科学饲养，养殖效益不高。”
张静说。

从2015年开始，张静先后在库伦镇、茫
汗苏木和六家子镇几个嘎查，组建了两家养
殖专业合作社和三家养殖服务中心，为当地
养殖户提供免费技术指导和肉牛疫病防治服
务，逐步探索出“企业+养殖合作社+养殖户”
的经营模式。

张静为当地养殖户精选优质牛源，保证养
殖品种和质量。利用自身经营饲料的优势，为
大家统一提供成本价饲料，大大节约了养殖成
本。她还统一了销售渠道，解除了养殖户的后
顾之忧。

公司从内蒙古民族大学畜牧学院聘请
了3名畜牧专业教授和博士后，免费为养殖
户提供专业技术培训和指导。张静曾带领
186名养殖户前往山东、辽宁等地，考察学
习肉牛养殖基地。她在旗内免费组织肉牛
养殖技术培训230场次，直接受益9.8万人
次，先后扶持培养了260名技术服务人员，
带动库伦旗 162 个嘎查村 920 户加入肉牛
养殖行业，公司成长为库伦旗首屈一指的畜
牧企业“领头羊”。

因村制宜扶贫，因户因人施策

2018年，张静当选六家子镇小南京洼村
名誉村主任。为了助推当地脱贫攻坚，她连续
两年给村里捐赠5万多元的鸡苗和饲料，引导
当地贫困户走上养殖致富之路。

家住白音花镇斯日布嘎查的王金海因为
年纪较大，外出务工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张
静主动让他到自己的养殖场工作。“现在我在
家门口就能有收入。家里遇到啥困难，提前预
支工资也没问题，过年过节还给我们发米、面、
油等福利。”王金海高兴地说。

2021年11月，库伦旗遭遇特大暴雪，看
到老百姓的牛羊棚舍受损，张静第一时间带领
员工，顶风冒雪为22个受灾养殖户送去价值
6万元的饲料和犊牛防护服。

去年疫情期间，她为库伦社区
服务中心捐赠了50套医用防护
服、750桶 84消毒液和
8000个口罩，用实际行
动为一线抗疫人员送去
温暖和爱心。

去年3月，库伦旗同
富养殖合作社老板哈斯
巴根给张静打来求助电
话，称因疫情防控需要，
牛市实行闭环管理，客
商无法前来购牛，合作
社 3000 多头牛面临断
粮。张静想办法派出三辆采
购车，按照疫情防控相关要求，全
程闭环管理，几经周折从外地调运来
饲料，以每吨低于市场价500元的价
格，赊销给同富养殖合作社，解了老板的燃眉
之急。

库伦旗六家子镇小南京洼村的冯瑞江丈
夫身患类风湿疾病，一点重活儿也干不了，两
个儿子上学花费大，处处需要钱，生活一度陷
入困境。“国家政策这么好，只要肯干，我一定
帮你脱贫。”第一次见面，冯瑞江被张静真诚
的一番话感动得哭了。第二天，张静就来到
冯瑞江家，吊棚、刮大白、铺地面、建鸡舍，张

静忙得脚不沾地，又买来油葵苗和200只鸡
雏。年底一算账，收入一万多，冯瑞江也看到
了希望。今年开春，冯瑞江又买了40多只羊
羔，她的目标是再拼几年，争取让两个儿子都

考上大学。
疫情期间，公司还开启了线上服务，随时

为养殖户解决困难，竭尽全力保障饲料供应。
“扶贫要因村制宜，因户、因人施策，支

持和引导贫困群体提高劳动技能。”4年前，
经过多方考察，她从温州引进新品种——麻
七公鸡养殖项目，为53户贫困户免费发放
鸡雏2400只，户均增收2000元以上。通过
一对一帮扶发展养殖业，带动8个苏木乡镇
32个嘎查村的500多户农民，安排12名下
岗职工再就业。

如今，张静的业务包括卖饲料、搞养殖、
育肥牛、兽药和技术服务。她说：“带动家乡
老百姓一起致富，为乡村振兴出力，尽自己所
能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我们的生命才更
有价值。”

张静（右）和养殖户在一起交流养殖经验。
（受访者供图）

由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
司、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国家乡
村振兴局社会帮扶司、全国妇
联妇女发展部共同指导，中国
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央广
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主办的“瑞
雪红梅 欢喜过年”——游购乡
村系列活动日前正式启动。活
动将汇聚全国各地乡村特色农
文旅产品和宣传视频，通过

“云”旅游、线上购，满足人民群
众节日物质文化需求。

近年来，乡村旅游依托乡
村优秀乡土文化、优美自然生
态和诗意生活方式，在经济社
会发展中的独特优势和综合效
益不断凸显。特色农文旅产品
是乡村旅游消费的重要内容，
是增加农民收入和就业机会，
发挥旅游综合带动效益和发展
乡村特色产业的重要方式。乡
村旅游不仅成为群众就近出
游、放松心情、回归自然的重要
选择，更成为新时代乡村振兴
新力量，为全社会关注乡村振
兴、参与乡村振兴提供了广阔
天地 。“ 瑞 雪 红 梅 欢 喜 过
年”——游购乡村系列活动以

“游购乡村 好物迎春”为口号，
整合行业协会、新闻媒体、短视
频平台、电商平台、OTA平台、
导航地图等社会力量，开展专
题宣传推广、宣传视频展播、公
益直播带货等活动，在年终岁
末带领大家纵览乡村美景、发
现乡村好物，通过线上线下渠
道满足人民群众节日物质文化
需求，促进农民增收致富，让城乡居民共享乡村振
兴成果、共赴乡村振兴实践。

启动仪式现场发布了“瑞雪红梅 欢喜过
年”——游购乡村系列活动主题宣传片，推出“乡
村四时好风光——瑞雪红梅 欢喜过年”全国乡村
旅游精品线路。直播连线刚刚入选联合国世界旅
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的广西大寨村和重庆荆竹
村，以及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内蒙古锡林郭勒盟
太仆寺旗边墙村，感受当地正在开展的游购乡村
现场活动热烈氛围。 （文旅）

■ 邰胜智 文/摄

近日，在贵州省黔东南州施秉县易地扶贫搬
迁安置点飞凤社区金万鹏电子有限公司扶贫车
间里，搬迁妇女们正在赶制订单高频变压器，生
产线上一派忙碌景象。

“搬进新房子，我们就在小区里上班挣钱，太
安逸了！”

员工杨秀美家是从偏远的农村搬迁到飞凤
社区定居的原建档立卡户，她家的新房子在扶贫
车间楼上，上下班只需几分钟时间，从她脸上不
难看出落户城里又能在家门口就业的那份幸福
感、满足感和归属感。

“工人们很勤奋，除了每月统一休息4天外，
她们都能满勤上班，虽然是计件工资，但每人每
天能拿到100元以上。”公司负责人邓成林说，“来
社区创办公司，可以解决我‘招工难’问题，同时
也可以解决搬迁群众‘就业难’问题。”

贵州省黔东南州施秉县金万鹏电子有限公
司，是该县引进入驻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的其中
一家企业，公司分别在飞凤社区和南官营社区各
设立有扶贫车间1个，共吸纳搬迁群众就近就业
80余人。

“搬进县城后，社区为我们提供就业岗位，不
仅让我有班上，还可以实现孩子就近入学，真高
兴。我家就住在楼上，上下班很方便，现在熟手
了，做得快工资也提高起来了，目前一个月至少
也有3500元的收入。”杨秀美一边忙于加工零件
一边说。

近年来，为确保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
有就业、能致富”，施秉县坚持把就业作为重大民
生工程来抓，采取以奖代补、奖补结合方式，不断
加大援企稳岗、金融服务等政策支持力度，不仅
帮助企业渡过难关，也帮助搬迁群众实现家门口
就业增收。

“这些工人95%以上是搬迁户，以前她们都
在外面打工，现在社区有了加工厂，她们都回来
就近就业。”飞凤社区党支部书记李洪标介绍道。

据了解，该县以搬迁群众民族特点、人员结
构、岗位需求、就业意向等为导向，组织社区“两
委”干部、帮扶干部和楼栋长深入搬迁户摸底调
查、征求意见，了解群众就业创业愿望，通过建立
信息台账，认真分析就业意愿后，精准引进苗绣、
蜡染、电子、服饰、手套等企业入驻社区开办扶贫
车间，目前设立有岗位100余个，共带动搬迁群众
妇女3000余人就近就业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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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黔东南州施秉县千方百计引进
企业助力搬迁妇女稳岗就业

“在小区里挣钱，安逸！”

从组建养殖专业合作社、养殖服务中心，到一对一帮扶、扶危济困——

张静：当好家乡百姓致富的“领头羊”

2023年1月5日，搬迁妇女在金万鹏电子有
限公司生产车间里赶制高频变压器订单产品。

张静先后资助过32名困难孩子，
有的已经大学毕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