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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
通安村13社有个契约剧场，犹如一个巨大拇

指摁在大地上。1月12日上午，三名游客在剧场
边选购村民才采摘下来的新鲜柑橘。

“随便选，绝不欺客宰客，没有一个烂果，不会
少一两秤。”村民拍胸脯保证。

“是不是哟，这么耿直？”游客问。
“良心买卖，这个契约剧场就是见证。”村民一

本正经地回答。
该剧场是一个装置艺术，出自中央美术学院

青年艺术家之手，设计灵感源自乡村签订契约时
按的手印，以荣昌红陶堆砌而成，巧妙地把“契约
精神”与公共艺术融为一体，不仅传达了艺术家的
价值取向，也极具艺术张力和感染力。

近年来，日本越后妻有的大地艺术节、美国罗
伯特·史密森的“螺旋状防波堤”等案例走红，“文
化进村”成了赋能乡村发展的一种潮流。我市也
打造了武隆懒坝、酉阳叠石花谷等景点，成为市民
休闲打卡的热门地。

文化兴村，具有温和性、渐进性、柔软性，在润
物细无声中重塑乡风文明，激发内生动力，推动农
文旅融合发展，在全国各地得到蓬勃发展。

不过，乡村需要什么样的文化艺术，既不侵扰
田园牧歌的“诗意”，又能融入乡村、融入农民的生
活，把文化内涵和时代风貌巧妙地融合？

通安村的村民们说了这样一句朴实的话：“看
得懂、摸得着，又能改变目前的生活，引发一些思
想上的变化，这就是我们想要的乡村文化艺术。”

在记者看来，在乡村建设中，要激发文化的深沉
力量，还需要重建人与人、人与自然、城市与农村的
关联，注重亲民性、参与性、在地性、生态性、多样性、

功能性，进而激发不同文化实践
主体的参与感、积极性和创
造力，这样才能让乡村文
化更加灿烂、多样、长久。

乡村振兴需要文化铸魂

□本报记者 韩毅

观穿越两千年的汉代陶俑、赏作为国
礼的双色釉鱼耳罐、品玲珑剔透的镂空花
瓶……

1月12日，暖阳如春，在荣昌区安富街
道通安村，有人徜徉在古街、古道，聆听延
续千年的故事；有人流连在展览馆、博物
馆，“触摸”历史文物的生命；还有的人，到
通安小栖、文创市集寻找灵感与创意。

“这么精致的文化表达，营造出了一个
独特、惊艳、富有感染力的乡村空间，太让人
震撼了！”慕名前往踩线的导游张佳妮，一路
走一路拍，随时定格沿途风景。

乡村振兴，文化不能缺位，否则将“有
形无神”。怎样找准文化品性与市场品性
的最佳契合点，激发更深沉、更持久的力
量，把文化种到村民“门口”、游客心里？

通安村，做出了探索和实践。

资源枯竭，“富村”变“负村”

步入通安村，小桥、老街、古巷串联成
珠，陶艺、文创、展览相得益彰……悠闲、静
怡的村庄院落，配上远处波光粼粼的鱼塘、
成排的新型农业大棚，构成了一幅古典与现
代交织的“富春山居图”。

阳光渐暖，三矿井创意产业园旁的茶馆
热闹起来，游客、农民、买手、文青，品茗、鉴陶、
交易，各自寻找着最舒适的生活状态。

65岁的永荣矿务局退休职工钟洪才，
新淘到一把灰釉壶。“你看这个窑变，有没有
高山流水的感觉，既生动又形象。”几十年的
浸润，钟洪才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
瓦，“待在这里是我最幸福的时光。”

在钟洪才看来，通安村从古至今不缺少
精彩故事：

论“古”，成渝古驿道穿境而过。“金竹山，
瓦子滩，十里河床陶片片，窑公吆喝悍声远，
窑火烧亮半边天”“安富场，五里长，瓷窑里，
烧酒坊，泥精壶壶排成行，烧酒滴滴巷子
香”。这些民谣见证了它的千年繁华与辉煌。

说“今”，永荣矿务局于1959年在此掀
起了第一波乡村建设。由于打井采煤的带
动，村里建起了电影院、商店、保健站、食
堂、招待所、职工宿舍等。“高峰时，年产煤
炭5万多吨，职工有1200多人。”彼时，钟
洪才随父来到通安村，之后又“子承父业”
在矿上上班，这里就成了他的“乡愁”之地。

回忆起当时村子的繁盛，55岁的村民
刘长久同样记忆犹新：“借煤矿的光，我家上
世纪五十年代就装了电灯，当时很多县城都
只能点煤油灯。村里的姑娘小伙，是十里八
乡争相说媒的对象。”

不过，与多数资源依赖性村庄一样，煤
炭并没让通安村永续发展。从上世纪八十
年代起，随着煤炭资源的逐渐枯竭，三矿井
被迫关停，之后矿上虽成立了公司，通过发
展养殖业等谋求转型，但“死而不僵”的状态
也没维持多少年。

“工人撤离，厂房荒芜，又因此前矿厂占
地，我们人均只有4分地，靠种粮食蔬菜，致
富根本无望。”刘长久称，曾红极一时的“富
村”渐渐变成了“负村”。

重燃窑火，唤醒千年文化记忆

全面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通安村

必须要振兴，问题的关键在于它该如何因地
制宜，走出一条特色化发展之路。

穿过一片金黄色的柑橘林，拾阶而上，一
栋古色古香的四合院跃入眼帘，推开木门，院
内古树参天，各房间内展架一字排开，陈列着
各种古朴典雅的陶器。一对90后小夫妻正
在制陶，揉泥、制坯、打磨、刻花、上釉……轮
盘飞转，一件件陶器渐渐成型，让人油然而生
陶渊明“结庐在人境”之感。

他们是通安村的“新居民”，在此安营扎
寨已有3年时间。丈夫名叫管永双，妻子叫
李云杉，两人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学的是
陶瓷艺术专业。

“我们今天能过上想要的生活，完全受
益于荣昌的两种‘土壤’，一是优质陶土，二
是文化土壤。”管永双开门见山地说。

荣昌陶，兴起于汉代，兴盛于唐宋，中兴
于元明，复兴于清代。其陶土含铁量高，品
质优良，制出的陶器“红如枣、薄如纸、亮如
镜、声如磬”，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与建水陶、钦州陶、宜兴陶齐名，并称为

“中国四大名陶”。
管永双、李云杉大学毕业后来到荣昌，在

一家陶艺公司上班。2018年，当地政府出台
了一系列大学生创业、兴办微型企业扶持的
政策。他们辞职后租下此处院子，建起柴窑，
点燃窑火，办起工作室，取名“西山雨”，源自
齐白石“兴衰无语西山雨，离别如行东岭云”
诗句。

相比非遗传承“师传徒”模式，二人经过
专业艺术院校的培训，有较高审美能力和创
新能力，在延续荣昌陶工艺流程基础上，对
器型、颜色等进行了大量艺术创新，尤其是
对汉代草木灰釉进行了创新发展，开发了
20多种植物灰釉作品。

这些作品不仅丰富了荣昌陶的色彩和
艺术表现形式，更将“时代基因”编入到非遗
技艺中，契合时代审美，深受消费者欢迎，并
屡获全国大奖，其中作品《无象》还被中国美
术馆收藏。

通安村党支部书记邓跃虎称，目前村里
已开办陶艺工作室4家，吸引四川美术学
院、景德镇陶瓷学院毕业的青年艺术家数十
人。整个安富街道，现有陶企业39家，总产
值达13亿元，并已建成安陶小镇游客接待
中心、陶宝古驿道、陶宝古街、荣昌陶博物
馆、荣昌区示范性综合实践基地等。

“如今，我们这里既有老窑址、老街区、
博物馆，也有文创园、文创市集；既有坚守工
艺的匠人，也有创意迭出的年轻人……厚重
的历史感和灵动的创造力共生共荣。”邓跃
虎说。

依托千年文化底蕴，做大做强文化生态
圈，通安村走了一招好棋！

搭建平台，链接全国智库聚集资源

如果说管永双等人的扎根，带来了通安
村的文化觉醒，那么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
站、乡村复兴论坛荣昌峰会，则是奏响了通
安村文化复兴的冲锋号。

从安富场镇驱车10分钟后就到了通安
村13社。

乍一看，这只是平常山间村社，农人荷锄
归来，黄狗相随。再细看，很多房屋又有着不
同的味道，精心设计的院落、巧妙布置的艺术
装置……无不体现对美的个性化追求。

13社与艺术结缘，源于一拨拨来自清华

大学、中央美术学院师生的集聚发力。这里
本是一处工业遗存，处处断壁残垣、杂草丛
生，既造成资源闲置，又影响村容村貌。2020
年8月，全球知名建筑设计事务所Aedas的
建筑师和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学生对其进行
了大胆设计，既保留了原有格局，又进行了合
理加建，使之成为集村民活动中心、清华大学
学生实践基地等多重功能的空间。

“这是我们在重庆建的首个工作站。”清
华大学建筑系学院党委副书记张弘称，乡村
问题十分复杂，只有扎根乡村、深入乡村，真
正去了解它，才能对症下药。2017年起，该学
院联合清华大学14个院系以及全球60多个
专业，首创了“乡村振兴工作站”模式，在全国
不同地区针对性布点，与地方政府共建实体
工作站，打造公益性、开放性、长效性的服务
平台，形成校地企联合、多专业协同、常态化
运营，真正助推乡村繁荣发展。

“荣昌站投用后，将会安排清华师生利
用寒暑假、社会实践、学术会议等机会，入驻
工作站，运用他们的智慧服务乡村建设，把
青春的汗水挥洒在田间乡头。”谈及未来的
愿景，张弘十分坚定。

不仅如此，去年11月，一场“开在村里
的大会”——乡村复兴论坛荣昌峰会在通安
村召开，吸引国内外数十家团队参加，近
400位来自建筑规划、文旅投资、民宿运营、
艺术设计等领域的专家学者、行业精英，围
绕乡村价值、文化活化、文旅升级、城乡融合
等多个议题，探讨以村落空间为载体的乡村
建设新路径。

“该峰会多元化、广视角、深层次展示了
我国乡村建设的前沿理论和最新实践，为荣
昌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加快
建设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提供了重要的
智慧动力。”荣昌区委副书记黄晏称。

通过文化力量的释放，目前通安村已走
上一条“乡村＋农业＋文化＋旅游”的融合
发展新路，实现文化资源与文化创意、生态
旅游等有机结合。现村内有农家乐4家，草
莓基地30亩，西瓜基地70亩，大棚蔬菜50
亩，苗木800余亩，垂钓鱼塘200余亩，2020
年村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1万元。

11月月1212日日，，荣昌区安富街道通安村三矿井荣昌区安富街道通安村三矿井，，市民在契约剧场拍照留影市民在契约剧场拍照留影。。

改造后的通安村三矿井换新颜，成了市
民喜爱的打卡地。 本版图片均由记者
龙帆 实习生 何佩玙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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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隆：欢迎品尝桑叶面条

近日，武隆区平桥镇乌杨村的桑叶面条上市了。
桑叶富含人体需要的多种生物活性成分。采

摘霜降后新鲜的桑叶，用午后正足的日头晒干，然
后磨成粉，与白面按照一定的比例混合做成桑叶
面粉。制成的面条不仅有嚼劲，唇齿间还有特别
的香气，是一种养生面条。

乌杨村的桑叶面条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销售，乌杨村的实体店价格是6元/斤，网
上卖价8.8元/斤。

联系人：刘长久；联系电话：13368499811。
通讯员 袁华

巫山：千余只老鸭寻“婆家”

近日，巫山县庙宇镇白庙村养殖户王运军有
1000余只老鸭急需出售，诚邀有意者前往采购。

王运军养鸭已有40余个年头。近些年来，他
每年养鸭的收入都在10万元左右。最多时，他养
殖鸭子在4000只左右，并且带动了周边不少村民
养鸭增收。他家的老鸭以散养为主，生长期都在
2—3年，不喂任何饲料和添加剂，每只重量不超
过3斤，单只价格多在60—80元。

采购路线：沪蓉高速巫山下道——庙宇镇白
庙村。

联系人：王运军；联系电话：15310526799。
巫山县融媒体中心 王忠虎

綦江：赶水请你“拔萝卜”

2020年秋冬季，綦江区分期分批种植草蔸萝
卜10万亩。目前，草蔸萝卜已进入采收期，采收旺
盛期将持续到2月底，预计总产量25万吨。

“赶水草蔸萝卜”形圆、皮薄、汁多、味美、化
渣，是綦江农业拳头品牌，适合鲜食、烹饪，也可加
工成萝卜干等佐餐食品。

草蔸萝卜基地真诚邀市民前来体验“拔萝
卜”，朋友相约、亲子活动，都是不错的选择，也欢
迎企业单位前来选购订货，批量订货可向綦江区
农业农村委产业发展办公室对接了解详情。

采摘路线：渝黔高速路东溪道口、赶水道口下
道。

联系人：杨先生；联系电话：023-85888352。
通讯员 黄玉文

万盛：美味草莓等你尝

近日，万盛经开区南桐镇石桥村草莓基地的
草莓成熟了，种植面积30亩，品种有奶油草莓、圣
诞红草莓、巧克力草莓、香妃草莓等，味道甘甜，肉
嫩多汁。

整个草莓采摘季将持续到今年4月左右，市民
入园无需门票，采摘价格40—60元/斤。也可联系
基地负责人进行直接发货或者传统物流配送，市
民足不出户也能品尝到新鲜可口的万盛草莓。

采摘路线：綦万高速平山或万盛下道，导航
“万盛草莓基地”即可到达。

联系人：杨东；联系电话：13368045790。
万盛经开区融媒体中心 王泸州

梁平：双桂湖观鸟增添好去处

近日，笔者在位于双桂湖国家湿地公园西岸
的生物多样性监测站施工现场看到，工人们冒着
寒风，抓紧搭建屋顶。监测站将修建两个木屋，搭
配落地玻璃幕墙，配备单筒望远镜、鸟类救助等设
备及座椅等便民设施，预计本月下旬完工，届时将
免费开放，为市民观鸟增添好去处。

双桂湖国家湿地公园生态环境日益改善，众
多鸟类将双桂湖作为越冬迁徙的必经之地。在此
监测站，市民可观赏到丰富的野生动植物，增强生
态保护意识。

梁平区湿地保护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区
以创建国际湿地城市为目标，认真抓好“全域治
水·湿地润城”生态保护修复工作。下一步，双桂
湖国家湿地公园南岸还将建设一处生物多样性监
测站，引导更多市民和游客关注、保护生态环境。

梁平区融媒体中心 张常伟

铜梁：铜安高速巴岳山隧道开工

1月12日下午，在铜梁区南城街道巴岳村13
社，重庆市级重点交通建设项目——重庆铜梁至
四川安岳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巴岳山隧道施工现
场，多台大型机械正在抓紧作业，一派繁忙而有序
的施工景象。

作为未来连接两江新区和天府新区最快捷的
高速公路，2023年底建成通车的铜安高速公路，
将串联起渝遂高速、重庆三环高速和在建的渝遂
复线高速。这个项目计划总投资70.59亿元，建
设工期为期3年。

铜安高速公路为双向3车道，时速 120公
里。在铜梁境内规划建设3个高速转换枢纽和石
鱼、平滩两个互通口。铜安高速建成后，将成为铜
梁至成都距离最短、时间最快、等级最高的一个对
外大通道。

铜梁区融媒体中心 赵武强

重燃窑火让乡村 起来
——荣昌通安村文化振兴的探索和实践

三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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