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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末隆冬，寒潮初袭。12 月 18 日，海
拔 500 米的“垅上茶乡”寿宁县竹管垅乡，
处处洋溢着欢乐的气氛。在镇区茶青交
易广场，歌者深情歌唱，观众鼓掌喝彩，欢
声笑语响彻茶乡；茶园里、山岭上，运动选
手纵情奔跑，感受茶乡独特美景，体验穿
越茶园之趣……

当天，2022寿宁高山茶（林长杯）茶道
山径赛暨茶山音乐节在竹管垅乡盛大开
启。数百名跑友欢聚万亩茶海激情开跑，
共赴一场多彩茶香的运动之旅。此次活
动由福建省体育局、宁德市人民政府主
办，宁德市体育局、寿宁县人民政府承办，
竹管垅乡人民政府、清源镇人民政府、寿
宁县文体和旅游局、寿宁县茶产业发展中
心等协办。

记者了解到，今年是寿宁高山茶茶道
山径赛的第2个年头。本次赛事在保留首
届活动亮点的基础上，更以“新”为概念，
紧紧围绕“茶旅发展新动力”为主题，结合
竹管垅茶山生态廊道，通过“文化+体育+
茶业+音乐+旅游”，打造五彩新竹管垅，展
示“寿宁高山茶”公共品牌内涵，以茶产业
助推寿宁乡村振兴。

当天的活动，300 多名省内外选手分
为30公里挑战、15公里畅跑和5公里慢跑
3 个组别展开角逐。此外，活动还举行了

“茶山音乐节”、“围炉煮茶”、小型音乐会、
“集市行乐”、非遗项目展示及棕榈叶互动
手工等系列配套活动。

来自福安的 60 岁山径赛选手龚先生
告诉记者，此次，他和 40 多位跑友结伴参
赛。比赛中，大家不仅体验到户外运动的
乐趣，也见识了高山茶乡独特的乡土人文
风貌，收获满满。

寿宁地处闽浙交界，素有“两省门
户，五县通衢”之称，拥有“茶叶之乡”

“生态之乡”“廊桥之乡”“红色之乡”“人
文之乡”的美誉。寿宁产茶历史悠久，是
全国重点产茶县之一，福建十大产茶大
县。境内常年云雾缭绕，天气温和湿润，
土壤富含硒锌等元素，其云生雾养、自在
自然的高山生态育茶环境，造就了“寿宁
高山茶”香而不浊、清而不淡、鲜爽甘甜
的独特品质。这里出产的绿茶、红茶、白
茶和乌龙茶品质优异，受到茶业界的青
睐。“寿宁高山茶”更入选全国第二批农
产品地理标志保护工程，“寿宁高山乌龙

茶”荣获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入选第
十五届世界武术锦标赛官方指定用茶。
寿宁先后获评“中国名茶之乡”“中国茶
业百强县”“全国产茶重点县”“全国生
态产茶县”。茶产业早已成为寿宁县主
导产业之一。

寿宁县副县长吴勇告诉记者，本次在
垅上茶乡万亩茶海间举办户外文旅活动，
旨在借助山径赛事、茶乡歌会和特色展
销，让寿宁高山茶品牌文化内涵得到进一
步弘扬和传播，提升茶乡乡土人文的知名
度和美誉度。他希望，今后，能有更多的
运动爱好者、休闲游客走进寿宁，领略茶
乡风采，体验特色乡村魅力。

□ 记者 黄璐 刘霄鹏 文/图

闲置资产“活起来”
走进硖门乡东稼村，数千亩茶园层峦

叠翠，连绵起伏，扮靓了山岗，托起了山里
人家的“产业梦”。

“高山云雾出好茶。但十年前，我们村
是全乡最偏远、产业最薄弱的一个村，部分
茶园闲置，群众收入渠道也有限。”东稼村
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周桂瑞说。

为激活“沉睡”资源，东稼村以“茶”为
突破点，整合闲置茶园公开租赁，同时改造
提升入村公路，进一步打开“山门”，并引进
SC认证茶企和乡贤回归，打造“公司+合作
社+农户”模式，建设生态茶园基地，打造

“千亩茶庄”。
“明确定位后，我们动员全村打造生态

茶叶品牌，配套茶山观光道、主题民宿、休
闲娱乐项目等，延伸茶产业链。同时，持续
用活高山资源，发展蔬菜基地，融入宁德核
电经济圈，做强乡村产业，力争 2022 年村
集体经济收入突破50万元。”周桂瑞说。

在沿海，青湾村联合周边 3 个村将
5500 亩闲置海域进行统一规划，对接企
业、养殖户发展生蚝、贝藻养殖项目，征收
海域使用租金，年收入 40 万元；渔井村参
与闲置国有资产委托管理专项行动，与福
鼎市交通局议定，在权属不变的前提下，
运营管理停车场，年收入21万元……

挖掘潜力，注入活力。“我们全面摸清

‘家底’，开展资产清理整顿，盘活闲置资源
性、非经营性资产等，推动资产由闲置到收
益。”硖门乡党委副书记、乡长蓝美时说。

经过整合，该乡开发利用闲置土地、
河流、海域等资源，谋划实施农业产业园、
水产养殖、供水服务、停车场等项目11个，
为全乡7个村村财年增收94万元；采取物
业租赁、承包经营、股份合作等方式，将全
乡8个村（社区）共14处闲置旧楼房、旧厂
房、旧学校改造成加工厂房、仓储设施、商
铺店面、职工宿舍、直播基地等并对外运
营，年收入 128 万元，为村集体经济“造血
生肌”。

抱团发展“富起来”
“家住别墅，出门高速，前有广场，后

有公园，生活很富足。”在硖门乡柏洋村，
村民们安居乐业，日子过得好不惬意。

“这些年，我们充分发挥优势、创新创
业，探索多元化发展路子，打造宁德核电
服务区、柏洋工业区、金山农耕文化园、田
头水果采摘园等‘两区两园’，推动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2022年，村财收入可稳
定突破 1000 万元。”柏洋村党委书记王兆
品说。

在自身集体经济“加速跑”的同时，柏
洋村携手周边村庄“齐步走”。在原有柏
洋党委组织架构基础上，建立以柏洋、渔
井、东稼、瑞云 4 个村为主体的“中心村大

党委”，共同谋划推动区域产业共兴、人才
共享、文化共传、项目共建、村民共富。

由“单兵”变“抱团”，硖门乡通过“畲乡
风情·渔村听涛”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完
善柏洋通往瑞云、东稼等村的“四好农村
路”，共同打造乡村振兴示范廊带圈环；把
渔井滨海民宿建设、瑞云畲族文化弘扬、东
稼生态茶园种植等纳入闽东乡村振兴学院
（研究院）柏洋分院的现场教学基地，共同
推动文旅产业振兴；硖门村、秦石村等7个
村合作建设住宿营地“和海苑”出租增收。

在村村联手的基础上，推进村社联
结、村企联建，由村党支部领办各类专业
合作社，或由村集体成立强村公司、村集
体以“三资”等与企业合作，集聚散落资
源，推动产业规模化发展，获得经济收益。

目前，硖门乡 9 个村（社区）共实施宁
德核电承包商营地、永福农贸市场商铺等
合作项目 5 个，年收入 576 万元；3 个村共
成立农业、旅游专业合作社以及强村公司
5 家，实施集体经济项目 7 个，年增收 938
万元；6个村（社区）与企业合作，实施后勤
服务、股份合作等联建项目 8 个，年收入
40.7万元。

“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深化‘抱团发
展、村村共赢’的互利发展模式，全面促进
集体经济提质增效，助力集体经济从‘一
枝独秀’到‘百花齐放’，为共同富裕打下
坚实基础。”硖门乡党委书记杨世凌说。

□ 王婷婷

小区内道路干净整洁、车辆停放有
序；新建成的小区景观亭内，居民们围坐
在一起，谈天说地，其乐融融……近日，记
者走进霞浦县松港街道百丽花园小区看
到这样一幅和谐画面。随着霞浦城区老
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如今，该小区面貌焕
然一新。

“百丽花园共有居民 596 户，12 栋楼
房。由于小区建成已有二十年，过去的小
区不仅看着破旧，公共设施老化现象也十
分严重。”百丽花园业委会主任冯石佃介
绍，改造之前，小区存在屋顶漏水、地下水
管破裂等诸多问题。

为提升小区居民生活品质，2019 年，
百丽花园业主们在小区党支部的带领下，
自筹资金 146 万元，对一些相关配套设施

进行改造，但小修小补始终无法从根本上
解决问题。2021年，随着百丽花园入选松
港街道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小区真正迎来
了“脱胎换骨”的机会。

“我们希望小区能建一个休闲凉亭，
这样茶余饭后大家有个去处”“小区停
车位应增加些，以便居民有序停车”……
听闻小区要改造，居民们热情高涨，你
一言我一语，说的都是改造的细节。社
区、物业、施工方、设计师耐心倾听、认

真记录、用心沟通。在大伙的共同努力
下，小区很快开始动工建设。“此次改造
总投资 339 万元，总建筑面积 5.27 万平
方米，完成了雨污管网改造、增设燃气
管线、道路提升‘改黑’，并增设停车位，
修复消防系统等，还新建了一座近邻驿
站，作为党建活动、居民休闲娱乐的场
所。”冯石佃说。

如今，随着百丽花园“颜值”不断提
升、“内涵”不断丰富，小区脱下“旧衣”，焕

发出新的活力。在此居住二十多年的居
民黄亿卿见证了小区改造前后的变化。

“以前老嫌小区脏乱，我们都不愿意下楼
散步，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了，小区合理规
划，活动空间更大了。不久前，社区工作
人员还在休闲长廊里宣讲党的二十大精
神。”黄亿卿笑着说。

不仅百丽花园小区，近年来，松港街
道以改善民生为核心，先后启动了万豪
商业广场、金山、金海湾、王龙名城及世
纪锦园等 5 个老旧小区改造工程，通过
改造，补齐了小区基础设施短板，提高
了安全防范能力，改善了人居环境，让
越来越多小区居民的幸福感在家门口得
到“升级”。
□ 本报记者 吴枋宸 见习记者 俞锦阳

本报讯（游爱芳） 为提高群众对“平安三率”的
知晓率、参与率和满意率，近日，黄柏乡组织乡村干
部、志愿者到下坪村开展“平安三率”集中宣传活动。

宣传中，志愿者们采取有奖问答、宣传展板展
示、赠送剪纸宣传册等方式，向群众普及平安创建、
扫黑除恶、防火防盗、禁毒禁赌、防网络诈骗等相关
知识，提高群众应知应会能力、治安防范意识和自我
防范能力。

此次活动，共计发放各类宣传资料 1000 多份，
有效推动了平安建设宣传全覆盖，提高了居民参与

“平安建设”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营造全民参与
平安建设的浓厚氛围。

本报讯（记者 刘源 通讯员 郑德冬）“党为民
族谋复兴，党为人民谋幸福，坚定不移跟党走……”
近日，在柘荣县英山乡半岭村的“福小宣”宣讲点，一
场别开生面的党的二十大精神巡回宣讲活动，在三
句半《喜庆党的二十大》中拉开帷幕。

舞台上，银发志愿者展现风采，表演了电吹管曲
《十送红军》、音乐快板《凯歌献给党的二十大》、越剧
《唱支山歌给党听》、葫芦丝演奏《映山红》、双簧《共
产党领导半岭大变样》等节目，抒发了对党的忠诚、
对新时代的赞美、对家乡的热爱。

据了解，柘荣县银发志愿者服务队由柘荣县新
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总队、县委宣传部、县委老干
部局、县妇联、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柘荣分公司牵头组
建，目前有成员 18 人，主要来自县老年大学艺术
团。他们热爱公益事业，除开展理论宣讲外，还积极
参与疫情防控、文明劝导等志愿服务。

宁德市理论宣讲轻骑兵、银发志愿者陈艳表示，
将做好传帮带工作，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志愿服务和
理论宣讲工作中，把党的声音传遍基层。

本报讯（记者 刘源） 近日，柘荣县城郊乡“扫黄
打非”工作站工作人员，联合城郊乡“小板凳”宣讲队
深入该乡岭边亭村开展“扫黄打非”主题宣讲活动。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快板的形式，以接地
气的语言向群众宣传普及“扫黄打非”相关政策法
规，让大家了解“扫黄打非”的内涵和意义。同时，
现场还设置有奖问答，并以实际案例教授群众鉴别
违禁、非法出版物的方法以及举报途径，引导群众
自觉抵制“黄非”丑恶文化现象，共同营造健康、文
明的文化环境。

据悉，本次活动在提高群众对“黄、非”活动的
社会危害性认识、持续净化城郊社会文化环境、深
化乡风文明建设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

福鼎硖门：“百花齐放”结“富果”

放歌茶山 激情竞跑
2022寿宁高山茶茶道山径赛暨茶山音乐节开幕

霞浦松港：

“老”居民乐享“新”生活

冬日，福鼎市硖门乡田野
乡间处处美。柏洋村的瓯柑丰
收，渔井村的旅游正热，东稼村
的千亩茶园层峦叠翠……乡村
发展“全面开花”，不断拓宽
群众增收渠道，为村级集体
经济结出“富果”。

然而，2018 年以前的硖
门乡，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不
平衡，除了柏洋村集体经济
收入超过500万元，其他村村
集体收入均在10万元左右。

如何从“一枝独秀”向“百
花齐放”发展？近年来，硖门
乡充分利用自身山海资源及
邻近宁德核电区位优势，通过
挖掘资产潜力、加大资金支
持、强村带动弱村、强化监督
管理等举措，破解“增收难”，
推动村级集体经济跨越式发
展。2022年底，预计该乡各村
村集体经济收入达50万元以
上，其中柏洋村村集体收入将
突破千万元大关。

山径赛激情开跑山径赛激情开跑

茶乡放歌茶乡放歌

柘荣城郊：

快板宣传助力“扫黄打非”

柘荣：

银发志愿者进村宣讲
党的二十大精神

柘荣黄柏：

开展“平安三率”宣传

本报讯（记者 苏晶晶） 近日，在福鼎龙安开发
区杨岐公园项目建设现场，记者看到篮球场、休闲
广场等设施已基本完工，工人们正紧锣密鼓地建设
管理用房。据悉，该公园将于年底建成投用，届时
将成为龙安群众休闲健身的又一好去处。

“该项目自6月动工以来，我们一直抢工期、抓进
度。预计近期就能投入使用了。”项目施工负责人张灵
酒介绍说，杨岐公园项目总投资约300万元，占地2200
多平方米，规划建设了休闲广场、运动健身区和篮球场，
以及休闲椅、公厕、无障碍设施等，是集运动、娱乐与休
闲为一体的公园，切实满足群众舒适感和体验感。

下阶段，龙安管委会将进一步完善公园配套设
施建设，增设儿童微乐园和老人活动区，满足男女
老少各个年龄段的需求。同时，建设喷泉池、假山、
通山步道等项目，全面提升公园景观，让广大群众
深切感受龙安温度，共享龙安发展成果。

小公园连起大民生。近年来，龙安管委会以群
众需求为导向，积极推行民生实事举措，投入资金
近 3000 万元，先后建设龙安生态水系河道公园、休
闲漫道和西澳、江南观景台等民生项目。同时，大
力建设村、社区级的小公园、小广场，建设一批“小
而美”的绿地景观，营造优美舒适游玩休憩环境，切
实提高群众的“幸福指数”。

福鼎龙安：

建好“小公园”
连接“大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