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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美丽驻足停留

公共空间清理出来了，如何将
这些集体资源更好地服务于乡村振
兴？邳州市统筹推进土地规模经
营，设立 1.3 亿元乡村振兴专项基
金，实现了减少农业用工、减少空
闲土地、增加产业工人、增加土地
收益、壮大集体经济。

邳城河大桥下原来是一片荒
滩，被周边村民占用，无序种植、
养殖。大桥所在的邳城镇宣传委员
彭保永介绍说，通过开展公共空间
治理，镇里收回 750 多亩集体土
地，统一规划打造了生态农耕风情
园。如今，站在大桥上放眼望去，
连片的黄花菜园和间作套种的数万
棵樱花、紫薇，连着河堰两侧的金
叶银杏，构成一幅乡村美丽画卷，
这美景让邳城河大桥一下子成了全
城“网红桥”。很多“网红”主播
来到这里，有的边唱边跳，有的与
游人互动，还有优雅的旗袍秀、刚
劲的武术表演、老少齐参与的广场
舞，在微博上，在朋友圈里，在快
手、抖音等直播平台圈粉无数。

荒滩变成网红景点后，还带来
了一笔经济收益：这个过去一直被
乱耕乱种、私搭乱建而民事纠纷不
断的河滩坡地，发包第一年就给村

集体带来35万元的收益。
铁富镇有一条特色乡村公路，

因两边银杏树相互交织自然形成
3000 米的“隧道”，当阳光照射在
金黄色的银杏叶上时，仿佛走进

“时光隧道”，成为周边地区最有名
的旅游景点之一。为了更好地打造

“时光隧道”景点，党员冯均忠第
一个拆除了自家搭建的房屋，很
快，90多户村民也都自觉拆除了违
建。如今，美丽的“时光隧道”贯
通姚庄。村“两委”大力推动村民
创业就业，实施“银杏旅游+”，村
民开办了民宿、民俗馆、银杏产品
体验中心等。

据了解，开展公共空间治理以
来，邳州全市增加补充耕地 13866
亩、工矿废弃地复垦和增减挂钩
11124 亩；进入产权交易平台成交
总额10.6亿元，50个经济薄弱村村
年均集体增收 20.03 万元，改变了
一些村集体收入长期为零的窘境。

“ 城 乡 环 境 好 ， 乡 愁 才 留 得
住。”江苏邳州市委书记陈静说：

“下一步将坚定全市上下齐心协
力、统筹推进公共空间治理工作的
路径自信，持续释放公共空间治理
叠加效应，不断推进公共空间治理
向纵深延伸，加快走出城市治理和
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近年来，随着城乡格局的快速演变，公共空间被侵占、
“四旁四荒”（路旁、村旁、宅旁、水旁、荒山、荒滩、荒
沟、荒地） 成为某些人私有资源的现象在农村时有发生，这
些被占公共空间往往环境脏乱差，一时间成了社会治理的

“真空地带”，严重影响了美丽乡村建设。
面对这种现象，许多地方都在寻找解决之道。江苏省邳

州是个拥有190万人口的县级市，地多、村多、人多，情况复
杂，单靠生硬的政府行为，力量显然单薄。江苏省邳州市提
出了“公共空间治理”的概念，通过听群众说、向群众讲、
带群众干、让群众享，把本该属于社会公共资源的空间收回
公有，再建立起同广大群众的联系——统一规划、重新分
配、利益共有，充分挖掘其公共属性，让其造福群众。

一提起“公共”和“治理”，好像和老百姓没太大关系。
在一些人的思想里，“公共”的事和“自己”的事是分开的，

“治理”的事更是历来就归政府。
邳州换了个思路。对那些长期占用公共空间的人，政府

反而退出了游说的第一线。基层党员站了出来，左邻右舍做

出了示范，七大姑八大姨的电话一个劲儿的往不配合治理的
人家里打。舆论压力来了，道德的柔性光芒照亮了心堂；更
何况，重新整治后的公共空间，无论是所有权的再分配，还
是统一的环境治理、生态的提升，受益的还是周边群众。一
点一滴的变化大家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唤醒“乡土中国”里的柔性力量，激活街坊邻里、同乡亲友
的道德关怀，成为邳州市开展公共空间治理的关键所在。

邳州市委书记陈静说，美丽乡村，就是要让人们“望得
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当人们开始从道德、情理的
层面考量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关系，重新审视自己行为造
成的社会影响，积极寻求个体在公共事物中的定位时，就是
新的“乡愁”的开始：那些非法侵占得来的个人私利，远敌
不过街坊邻里、亲戚朋友给予的“认可”和“心安”，人们对
治理公共空间的渴求，转化为乡土情怀的具体实践。

这样一来，个体的私欲显得尴尬，不理智的占有逐渐悄
悄退出。经过治理后的村子大变样：斑驳的旧墙变成了粉刷
整齐的白墙，上边有村民画的民俗宣传画；家门口堆放杂物
的空间被清理成为精心规划的菜园子和花园；淤泥浅滩变成
了森林花海；私家领地变成了街心公园。原来，被违建占掉
的空间可以如此优雅，狭窄的街巷也能变得整洁宽敞，还会
有谁会与和谐优美的公共环境过不去呢？

邳州实践让人看到这样一个事实，美丽乡村建设、公共
空间治理还是要唤醒深埋在每个农村群众心底的乡土情怀，
将其变成一个你、我、他共同参与的事业。政府定得是政
策，是导向；法律立的是底线，是威严，
而老百姓的共同参与，是道德、习俗和情
感凝聚而成的柔性力量，激发的是蕴含在
人和人最朴素关系中的理性认知。

“建设好生态宜居的美
丽乡村，让广大农民在乡
村振兴中有更多获得感、
幸福感。”在乡村振兴战略
全 面 实 施 的 大 时 代 背 景
下，美丽乡村建设在全国
引起强烈反响，各省纷纷
加入美丽乡村建设，掀起
了一股新农村建设浪潮。

美丽乡村建设开展至
今取得了众多成果：一方
面，农村村容村貌得到极
大美化。首先，以公厕革
命、垃圾分类为代表的乡
村公共卫生改造工程走进
千万村庄，解决了公共场
所 的 卫 生 安 全 隐 患 。 其
次，多地财政拨款支持农
村住房改造，在拆除旧房
中的老化结构的同时，统
一为住房新修整洁外观，
干净整洁的村道、错落有
致的房舍装扮出农村新面
貌；另一方面，村民的素质
得到提高。不少农村着力于

开展移风易俗活动，在对农村优秀传统文化保
留弘扬的同时，遏止了如大操大办红白喜事、烧
秸秆的陋习，既提升了村民的文化素养，又把钱
留在了村民的口袋里，一举两得。

得益于美丽乡村建设对农村生态环境与村
容村貌的积极影响，最近，美丽乡村旅游热传
遍了大江南北，广大农村纷纷投入到打造生态
旅游文明乡村的道路上去。

比起一些拥有得天独厚旅游资源的乡村来
说，位于安徽省淮北市的南山村靠着村民的自
发努力，在石头山中造出了一片绿洲，走出了
独特的美丽乡村建设道路。在接受笔者采访
时，因长期栽树、带动村民绿化荒山而被评为

“中国好人”的村民石宗宏说：“从 2009 年开
始，村民们就跟着我一起种树。除了漫山的松
树、石楠、连翘等，现在村民们种下了一片片
杂果经济林，面积 1.5万多亩。一到周末，县
城里的大人没事就带着小孩来看看风景，摘摘
果子，可热闹了。”现在南山村周围的山包已
经从光秃秃的岩石山变成了郁郁葱葱的树林，
十分喜人。南山村村主任石琮说：“接下来南
山村会继续打造生态文明示范村，积极开发文
化旅游资源。最重要的是继续栽树养树，让漫
山遍野的树林为子孙留下一片福荫。”

从过去“垃圾漫天飘、路在天边上”到
“文明你我他，道路通到家”，美丽乡村建设正
在让乡村变成花香鸟语、人民富足的福地。

侵占“四旁四荒”

公共空间被侵占的现象在
农村由来已久，主要表现为私
人侵占“四旁四荒”，即路旁、
水旁、城旁、村旁，以及荒山、荒
坡、荒滩、荒水。这些被侵占的公
共空间往往堆满了杂物、垃圾，
或被乱搭乱建成猪圈、鸡窝，因
抢占地盘村民之间产生矛盾的
事情也时有发生。

很多农村地区的生态环境
恶化和环境污染严重，很大程
度上也是因为公共空间被侵占
造成的。比如乡村的汪塘，原
本是容纳和排放村民生活污水
和雨水的地方，随着许多农村
汪塘被填平侵占，导致污水排
不出去，出现污水横流现象。

3 年前，这种现象在江苏
邳州也同样发生着。邳州市在
深入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过程
中发现，公共空间治理问题在

农村体现为填水占山、乱耕乱
种。在官湖镇新华一村和二村
之间，有一条数十户村民必经
的次干道。20 年间随着村庄的
不断扩张，道路两侧的公共空
间也不断被村民挤占，原本十
余米宽的道路，有一段近百米
长的路段被挤占的只剩不足两
米宽，形成一段“梗阻”。

在另一个村也是如此。“以
前，我们这里是出了名的‘问
题村’，上访告状占到全镇总量
的 2/3 还多，其中很多都跟公
共空间被占后引发的矛盾有
关。”邳州市岔河镇桥北村的村
干部介绍说。

“还公共空间于公众”的呼
声日益强烈。邳州一项网上民
意调查显示，群众对城乡公共
空间治理的支持率高达 95%。
邳州市委、市政府从 2016 年 6
月起，声势浩大的公共空间治
理就此展开。

邳州邳州：：运运河人家新生活河人家新生活
罗 兰 农 文

京杭大运河自北向南一路奔流，从华北平原直达长江三角洲，沃野千里，养育了一户户运河人家。位于苏北的邳
州市经过治理，成为运河边上一颗璀璨的明珠：3年前，当地在城乡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公共空间治理行动，并与
村庄环境整治、增加农村集体收入、农田水利建设、道路整治、精准扶贫相结合……“公共空间治理+”不断释放发
展红利，形成叠加效应。如今，那些公共空间被私搭乱建、公共资源被随意侵占的现象在乡村已荡然无存，代之而来
的是另一番光景：村庄整洁、宅田界清、路通河畅、水清塘净、沟渠相连、阡陌相通、林网成格、集镇规整；村民有
了健身场所，孩童有了游乐设施；集体收入增加了，村民收获了满满的幸福感。

群策群力共治理

治理公共空间必须发挥大
家的力量，邳州从党员干部发
挥带头作用抓起。赵墩镇 27 名
党员干部及其直系亲属带头拆
除土泗路沿线违建，陈楼镇大
顾村村干部带头拆除了村子南
头自建的老年房以及猪圈等违
建设施，原来4米的水泥路一下
子拓宽到12米。

邳州市对乡村公共空间治
理进行了严格的界定，并建立
了标准体系。比如，农村公路
从公路两侧边沟 （截水沟、坡
脚护坡道） 外缘起不少于1米的
区域为公路用地；从公路用地
外缘起，县道不少于 10 米、乡
道不少于5米的区域为公路建筑
控制区范围等；建设每 500 人 2
座水冲式标准厕所；村庄绿化
美化良好，主干道路宽于 3 米，
道路两侧绿化以各栽1行以上高

大乔木为主；村内汪塘等四周
以适宜生长的景观乔木和果树
树种为主，适当配置临水开花
灌木及水生植物：宅前屋后宜
种植蔬菜和花木或果树，高速
公路沿线村庄在迎面一侧建防
护林带；自来水入户率达 95%
以上；村内公共活动场所不小
于30平方米等。

果园村有些村民习惯将闲
置的杂物和柴火堆在屋前，渐渐
地公共空间成了自家的地方。城
乡公共空间治理启动后，很多人
开始不愿让出本该是公家的地。
村干部发动群众，八户劝一户，
村里大部分村民开始主动清理
被自己侵占的公共空间。几年时
间，村庄荒地变广场，水沟变荷
塘，村里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古
栗园和银杏林片区的负氧离子
含量高达2670每立方厘米，银杏
林片区的百岁老人特别多，吸引
了许多游人。

唤醒乡土情怀
韩 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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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几 年 来 ，
江苏省太仓市大
力推进农村厕所
革命，对农村农
户、农村公共厕
所进行改造、整
修、新建。图为
浮桥镇一农村社
区提档改造后的
公共厕所成为乡
风文明新景。
计海新/人民图片

近日，浙江
省湖州市德清县
莫干山镇四合村
根方家庭农场的
李子进入成熟采
摘期，吸引了不
少 游 客 前 来 采
摘。近年来，该
镇发展现代休闲
旅游采摘产业，
形成集吃、住、
游、娱等功能于
一体的特色乡村
旅游产业。
王 正/人民图片

田园晨光。方述怀摄

左图：公共空间治理后珠江大沟新貌。中图：铁富姚庄村
文化墙。右图：坝南社区一角。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