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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林盘 过向往的生活

新区推进精品川西林盘保护修复 建设幸福美丽新村
小院朴素温馨，
小院朴素温馨
，
周边种满果蔬，
周边种满果蔬
，
有鸡鸭同鸣，
有鸡鸭同鸣
，
有鸟啼犬吠，
有鸟啼犬吠
，
森森树林，
森森树林
，
炊
烟袅袅，有劳作的乐趣
烟袅袅，
有劳作的乐趣，
，也有收获的喜悦……湖南卫视《向往的生活
向往的生活》
》让无
数的观众在享受“慢综艺
慢综艺”
”的同时
的同时，
，感受到了心灵的放松
感受到了心灵的放松。
。人民日报曾刊发
评论，
评论
，点赞《向往的生活
向往的生活》
》，认为“在物质生活丰富的同时
在物质生活丰富的同时，
，人们希望在精神
生活上更加富足、
生活上更加富足
、
内心更加平静闲适”
内心更加平静闲适
”
。
而如今，
而如今
，
合江街道有了现实版本的向往生活—
合江街道有了现实版本的向往生活
——青山绿水
—青山绿水、
、
乡土田园，
乡土田园
，
曲径通幽，
曲径通幽
，
一幅自力更生、
一幅自力更生
、
自给自足、
自给自足
、
温情待客、
温情待客
、
完美生态的生活画卷，
完美生态的生活画卷
，
在鹿
林村徐徐展开。
林村徐徐展开
。据了解
据了解，
，目前
目前，
，为全面推进幸福美丽新村建设
为全面推进幸福美丽新村建设，
，
持续推进人
居环境综合整治，
居环境综合整治
，
合江街道已完成鹿林村7
合江街道已完成鹿林村
7组精品川西临盘保护修复
组精品川西临盘保护修复。
。

行走在林盘中感受茂林修竹，
清风徐来

农家小院里柑橘已结果

向往精神
的富足

小路在竹林中穿行

这 样 的 生 活 滋 味 美
草莓协会会长：
草莓卖到欧洲 在小院里给朋友推豆花
穿过清幽翠绿的大片竹林，
是
彩砖铺设的小径，硕果累累的柑橘
树自由自在地把枝头伸到路中，
上
面挂满绿色还未成熟的柑橘，葡萄
架整整齐齐地在田野里排队，栀子
花栽了一大片，各种蔬菜竞相结
果，放眼望去整个世界都是绿色，
写满春华秋实。
一栋一栋的民房穿插在绿色
中，掩映在竹林里，小院藏着烈日
下的凉快。天府之声记者来到这个
世外桃源时，正是下午时分，60多
岁的鄢仕德从一栋两层小楼走出，
刚刚午睡醒来的他沿着家门口的
小路，在果树林里蹓跶。
鄢仕德是合江街道草莓协会会
长，
在南天寺村种了三十多亩草莓，
十多年前，
他家的草莓就远渡重洋，
被运到东欧，
因口感好受到当地人
的热烈欢迎，
这几年更是搭乘国际
航班，远赴巴黎、法兰克福，代表合
江草莓，
在欧洲的超市热卖。
因为种植草莓而有着稳定经

济来源并成为“先富起来”的那批
人，鄢仕德告诉天府之声记者，原
本可以在城里买房居住的他并没
有进城，而是在自己带小院的两层
小楼里安居乐业，这里空气好，种
的蔬菜多，院外就是竹林和果园，
好像连时光都慢了下来。
天府之声记者在鄢家小院看
到，院内种的冬瓜、丝瓜、豆角早已
挂满累累果实，四川人餐桌上的必
备的青辣椒和红辣椒更是新鲜得
仿佛会说话，
院里连移栽的火龙果
都生长得极为旺盛……小院正中
间一把巨大的太阳伞下，
是两张拼
载一起的木头桌子，足以容纳20人
吃饭。鄢仕德告诉天府之声记者，
经常会有朋友或战友给他打电话，
要来小院吃饭，他会亲自推豆花，
还会做正宗的东山豆腐皮、农村酸
菜鱼给来客。
一大桌子美食和一群好友，
在
竹林下吃饭喝酒聊天，
这是城里没
有的向往的生活。

农村文化人熊老师：
这里有农活 也有雅兴
一辆电动自行车停在一家老
四合院门口，70多岁的熊洪武大爷
和老伴下车，
打开了院门。
四合院的门口，
除了成片的蔬
菜，还有铁树，盆景，
小院外的竹林
迎风飘拂，将带着泥土芬芳的空气
吹到小院的每个角落。
小院看起来已经很有年头，
陈
旧而干净，一棵几十年的黄葛兰意
境长成了茂密大树，花开满树时，
全院芬芳。有看家犬，有农具，也有
柴火房，在这典型的川西民居里，
一盆别致的睡莲尤其醒目。青砖砌
成的卫生间墙壁已经老旧不堪，
但
里面的冲水马桶和洗手池崭新洁

白——厕所改造是政府部门出资
进行的惠民大手笔，
惠及每一户。
熊洪武告诉天府之声记者，
几
十年前他曾是村里小学的教师，
教
过的学生如今不少上了岁数，
而村
里简陋的小学也早已停办，
孩子们
如今都在现代宽敞的合江小学上
学。三个儿子如今都在外工作，两
个孙子一个已经大学毕业，
一个还
在幼儿园，老两口留守“大本营”，
种菜养花，等候儿孙节假日回来。
年迈的他们并不希望到城里和儿
子们一起居住，对于他们来说，在
这里自给自足，过着传统的川西农
村日子，就是“最向往的生活”。

院门口种蔬菜
果树成林

小院掩映在竹林中

打造“精品林盘”
下大功夫
“三改”

据合江街道分管农业的副
柑橘等特色果林园，打造特色农
镇长郭强介绍，为落实“三改”， 家乐1家，实施“阡陌工程”，建产
实现“美化”，改善庭院环境，合
业步游道2400米，有机串联聚居
江实施了林盘整治提升工程，新
点、林盘、产业园，形成“美丽乡
修步游道1条，打造林间小游园。 村+林盘+产业园”
发展格局。
在闲置山坡林地种树，在步游道
在改变不良习惯方面，围绕
两侧栽花。利用天然竹林资源， “清洁美化提升村庄 助力乡村振
将废弃竹子加工后编扎成菜园
兴”主题，开展庭院卫生清洁美、
竹篱笆。围绕“茂林修竹 清风徐
厨房厕所洁净美、庭院布置协调
来”主题，打造街道廉政文化教
美、
庭院绿化格局美、
文明风尚身
育基地1个。
心美
“五美”
评比，
表彰一批
“美丽
在改善村容村貌上，为依山
庭院示范户”
，
以小家美带动大家
傍水发展枇杷、桃子、梨、葡萄、 美，
院落面貌焕然一新。

“公园间·城市里”
摄影展来了
快翻出您的
“独家记忆”
来投稿

精 美 的 林 盘 这 样 造
林盘里
有文化院坝 也有法律之家
据村委会负责人介绍，合江街
道鹿林村七组余家林盘属聚居型
林盘位于新区货运大道（合江段）
外绕线东侧，
地处龙泉山城市森林
公园带，老地名叫余家院子，占地
约40亩。余家林盘涉及农户22户73
人，房屋以砖混结构和土坯房为
主，通过“三清三改”实现净化美
化，成为美丽宜居特色林盘。
天府之声记者在林盘旁边的
村委会看到，这里有文化院坝，也
有法律之家，是传统农村生活，更
有现代文明。
据了解，
为了让农村生活更美
好，落实“三清”
，实现“净化”，
曾组
织干部群众到崇州道明镇茅香艺
村参观学习，
转变观念，提高意识，
积极主动投身人居环境整治。随
后，凝聚各方力量，集中清理了林

盘内的枯枝落叶、房前屋后的垃圾
污垢、田间地头的杂草杂物等，对
每户的庭院、居室进行彻底大扫
除，余家林盘变得干净亮堂。
实施垃圾分类，
每户设置2个垃
圾桶，在公共区域设置集中收集桶
点2个，让垃圾“对号入座”。为12户
旱厕户修建三格化粪池，
配套建设
公厕1座，农村厕污得到有效治理。
对林盘内的池塘、
沟渠进行清淤，
打
捞漂浮杂物，
培栽水生植物，
臭水塘
变成“清莲池”
。
“亮墙根”
行动重点
清理了墙角、墙根，
码齐柴垛、清除
杂物，
摆上盆景、
栽上绿植。
规范3户
散养户进行圈养。
腾退绿化用地，
清
理道路两旁、房前屋后的废弃建筑
材料、
砖头、
瓦块以及林盘内的烂竹
根等，
1户农户主动留权拆除老旧垮
烂的房屋，
还耕植绿。

据了解，鹿林村7组制定了
美丽新村卫生管理制度、最美庭
院评选办法、星级院落测评标准
等制度，建立环境卫生评选机
制。划定管护区域，落实“门前三
包”。开展“传家训、立家规、扬家
风”等活动，编制人居环境整治
顺口溜，倡导文明新风尚。以组
团和户为单位，根据每月考核验
收结果，给予不同积分奖励，积
分年底兑换物品。完善村规民
约，
做好长效管理和提升。
天府之声记者 宿姮 摄影报道

人民日报曾刊发评论，
赞《向往
的生活》，
认为
“在物质生活丰富的同
时，人们希望在精神生活上更家富
足、
内心更加平静闲适”
。
全文如下：
当下，农家乐成了城里人热衷
的休闲方式。繁忙工作之余，走进
田园，回归自然，纵情享受青山绿
水和简朴生活带来的精神愉悦。最
近几年，人们走向田园的方式又更
新了，在农村租一块地，悉心种植，
最后收获劳动成果，送与亲友也
好，自己留下也好，既享受在大自
然中劳作的乐趣，也品尝了用汗水
换来的美食。
从走进城市到回归乡土，中国
人的乡愁绵延千年，始终未断，今
天，随着工作和生活压力的加大，
田园生活更是成为不少人心中的
向往。
从另一个角度也可看出当下
中国人浓烈的乡土情结。去年，一
档名为《向往的生活》的节目开播，
几位在城市里生活的主人公来到
乡村，靠自己的双手生活和劳作。
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节目创意，却
受到了观众的喜爱。今年，节目的
第二季又与观众见面，忙碌于乡间
的主人公们一起插秧、捕鱼、劈柴、
生火……不少观众都说 ，这样的
“慢”综艺，让生活在城里的人们感
受到真正的心灵放松。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
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
强调，
“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
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
乡土田园之所以寄托着人们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于它有着绿
水青山的自然，不仅有山水之乐，
更承载着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生
活方式和传统文化，这才是人们寄
之以情的根本原因。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也在悄然发生变化。过
去，可能吃饱穿暖就是美好；后来，
人们希望吃得好、穿得美；如今，在
物质生活丰富的同时，人们希望在
精神生活上更加富足、内心更加平
静闲适。
当然，简朴闲适的乡土生活只
是现代人所向往的生活的一个层
面，但它足以说明，人们向往的生
活始终都在内涵与外延上发展变
迁，这就对各地区发展规划、发展
策略和发展智慧提出了挑战。以牺
牲自然环境和文化传统为代价来
发展经济的思维早已被时代摒弃，
既讲求以奋斗谋发展，又引导人们
实现精神上的富足，才是适宜的发
展之道。

成都科学城知名企业林立
七十载岁月穿梭，
七十年砥
限公司、成都天投产业投资有限
砺前行。光辉的岁月值得回忆， 公司、成都天投资产管理有限公
时代的变迁值得定格。
为庆祝中
司承办的“公园间·城市里”
摄影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由成
展将于9月23日在文轩BOOKS
都天府新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九方店）举行。
主办，
成都天府新区建设投资有
为做好本次展览，
现面向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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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广泛征集摄影作品。
■ 总体要求：
通过摄影作品展现天府新
区发展面貌及天府新区民众生
活百态，突显由城兴业、由业聚
人、由人造境、由境融城，
“ 人城
境业”
四位一体和谐发展的大美
公园城市形态，
新区
“大我”
与个
体“小我”的交织发展共同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 作品主题：
1、
体现天府新区发展变迁
2、
体现天府新区大美面貌
3、体现天府新区宜居宜业
生活
■ 征集对象：
关注新区发展的群众及摄
影爱好者
■ 征集时间：
9月2日~9月10日
■ 特别好礼：
精选的照片有机会入选
“公
园间·城市里”公园城市成就摄
影展，你将见到自己的照片与
“大师”
作品同步展出，
同时还有
机会获得纪念版书签一套。

■ 征集要求：
1、所有作品均必须为作者
原创，
未侵犯任何他人的任何专
利、著作权、商标权及其他知识
产权，提交作品同时并附“作品
说明”
（作品名称、拍摄点位、创
作时间、作者姓名、作者联系方
式。
）
2、投稿作品可为单幅作品
或多幅组照（每个系列照片不超
过4张），作品统一为JPG格式，
规格3M以上。
3、活动方对投稿、参展作品
享有展览、研究、摄影、录像、出
版及宣传权，
凡报送作品参加本
次活动的作者即视为同意并遵
守本次活动的各项规则约束。
■ 投稿邮箱：
pumpkinalx@163。
com
还在犹豫什么？赶紧翻出您
对天府新区的“独家记忆”来投
稿吧，
如果您还没有合适的照片
也不要紧，作为公园城市首提
地，
随处风景如画的天府新区欢
迎您来采风拍摄。
天府之声记者 龚靖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