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地艺术节为什么选择了越后
妻有而不是日本的其他乡村？艺术
的背后是否存在其他力量在共同催
生越后妻有的繁荣？这样的乡村振
兴模式对中国当下的乡村振兴有哪
些借鉴意义？

全球至少有1000个乡村想走
这条路。但为什么只有日本的越后
妻有等几个少数乡村走了出来？他
们的操作秘籍是什么？

大地艺术是艺术家以大自然为
创造载体，把艺术与大自然有机结
合所创造出的一种富有艺术整体性
情景的视觉化艺术形式。日本的越
后妻有，正是通过大地艺术，将这个
在日本城市化进程中逐渐被抛弃、
遗忘、以至于衰败、废弃的广阔乡村
重新复活和繁荣。

20年前的越后妻有就像今天
中国的许多乡村，老龄化严重，年轻
人涌向城市、乡村缺乏生机、产业凋
零、房屋空置、学校关闭、农田荒
芜。然而，越后妻有是幸运的，这样
的局面在2000年后得到了扭转。

日本著名策展人北川富朗通过
大地艺术祭，邀请世界各地艺术家
前来参展，让这个几乎被世界遗忘
的日本乡村从此焕发生机。艺术祭
充满当地风土人情，并与自然及社
区息息共生，每三年举办一届，至今
历时18年举办了6届。

因为大地艺术节，越后妻有所
在的新潟县的年度经济收益达到了
46亿日元。应该说大地艺术对越

后妻有就像魔法师手上的魔法棒，
让这个破败潦倒的小镇重获新生。

艺术为农产品带来新的商机
越后妻有所在的新泻县市稻米

产量仅次于北海道的日本第二农业
大县，越后妻有自身也是传统的农
耕地区，一直以来局限于原始农产
品销售方式，虽然有着“越光米”、

“吟酿清酒”这样质量受人肯定的农
产品牌，但卖得再好依然无法突破
传统农产品天花板的局限性。

于是，越后妻有运用艺术节带
来的艺术大师们的设计，开始创造
属于这片土地的新特产。在大地艺
术节的线上商城中，有众多当地特
产正在贩卖。而其中有不少商品融
入了曾来布展的知名艺术家的作品
元素，成为了具有大师标签的创意
产品。

艺术让乡土旧物焕发新生
随着人口的流失，越后妻有很

多民居被闲置，出现了几百座废弃
的空屋。处理他们需要花费几百万
日元，但若放任不管，很有可能随着
时间的流逝，这些房屋将变成废
墟。因此大地艺术节从第一届就开
始关注空屋改造的问题，在现存的
359件作品中，有1/5都是以空屋为
场所或者是由空屋改造而成的。大
地艺术节的目的之一，就是让这些
废弃的房屋以艺术的方式重新焕发
出文化魅力。

比如，光之馆独具创意地将住
客的“梦”留下——房间内留有一本

“梦之书”的笔记本，住客需要在第
二天醒来后，把自己有趣的梦写在
本子上。这样一本汇集许多普通游
客梦境的《梦之书》，已于2012年出
版，现在已经被摆上了日本最大的
连锁书店纪伊国书屋的书架，售价
2000日元。

艺术驱动乡村文化复兴
来自伊利亚与艾米利亚卡巴科

夫的《梯田》，这部作品就是艺术呈
现乡土生活场景的典范。两位艺术
家的做法不同于传统艺术作品，他
直接将农民耕作的形象栩栩如生地
放置在了梯田中，在农田里树起了
彩色的农民雕塑，分别呈现出“犁
田、播种、插秧、割草、割稻、到城里
贩卖”等动作状态。并将一首歌颂
农民的诗，以雕塑的形式耸立梯田
中的农民雕塑旁。

此外，他们还在梯田对面建立
了观展台，使得整个作品就像是从
画册跳到现实中的绘本诗歌。这个
梯田作品是越后妻有最知名也是最
经典的艺术作品之一。这是因为在
被人耕种的田地中，用艺术的方式
呈现和歌颂了本地农民农耕生活的
原风貌场景，使得艺术完全融入到
乡土大环境之中，成为了展现属地
精神的，有灵魂的艺术作品。

艺术激活文创经济
为了复兴当地经济，艺术祭的

组织者、艺术家及当地村民共同合
作，将当地的民俗手工艺品借助艺
术家们的设计“加持”，大幅提高了

文创商品的吸引力及售价。比如草
间弥生的《花开妻有》作品图案的包
裹布，售价高达4800日元，具有田
岛征三设计图案的包裹布也卖到了
3800日元的价格。

这些原本在越后妻有的荒山中
无人问津的东西，除了包裹布还包
括儿童拼图、标签纸、钱包等，在大
师设计的带动下，现在不光在越后
妻有很受游客喜欢，甚至还卖到了
东京最繁华的新宿——老牌百货商
场伊势丹专门为来自越后妻有的经
过艺术化设计的商品定期举办专场
展销会，深受年轻时尚消费人群的
欢迎。

艺术促进旅游发展
艺术节不仅是世界艺术家每3

年一次的盛会，更是当地人借此创
新产业、重振经济、发展旅游的手
段。

在越后妻有的大地艺术节中，
艺术家们负责艺术作品本身的创
作，而整个艺术节本身的举办工作，
如布展、协调和组织运营等就落在
了由本地居民和区域外的支持者组
成的“越后妻有-里山合作组织”身
上。

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核心主力
“小蛇队”，他们的成员包括本地居
民、来自东京等日本各地及海外的
义工（从中学生岛 80 多岁老人不
等），他们本着自身兴趣志愿加入，
通过内部自发组织的方式参与到艺
术节的组织工作中。从艺术节开幕
前协助艺术家完成艺术品的制作、
到开幕之后各场馆的接待管理，甚
至是艺术作品、餐厅、民宿的运营，
都可以看到这些热心义工的身影。

除了组织，艺术与乡村生活的
融合等因素外，越后妻有大地艺术
节有如此强大生命力的根本原因在
于北川所坚持的理念，用他自己的
话说“这不是一个有关艺术的节日，
艺术只是一个催化剂，是用来呈现
当地历史和人的生活方式。”

显然，这里一开始就把振兴乡
村作为终极目标，艺术只是振兴乡
村的手段和载体。这跟很多国内外
艺术兴乡的举措把“彰显艺术”放在
首位有着本质的区别。

越后妻有的艺术节，正是因为
将艺术深深地根植于乡土之中，才
使得村民们从最初的怀疑抵触，转
变为如今的全情支持，跟艺术家建
立了深刻的互助、依赖关系。

牛建岗 邹毅

伊朗本财年海鲜出口
已创汇4亿美元

伊朗渔业组织官员古沙希
表示，本财年前10个月（2020
年3月至2021年1月）伊朗共
出口海鲜产品11.4万吨，价值
4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4%和
6%。伊朗是中东地区主要海产
品生产国，上财年共出口14.6
万吨，价值5.39亿美元。主要
出口产品有鳟鱼、鱼子酱和虾，
另外部分非清真渔业产品也被
出口，比如带鱼、鱿鱼、鲶鱼等。

2020年12月份澳小麦
对华出口创下历史最高

澳大利亚政府的数据显
示，2020年12月份澳大利亚小
麦出口量达到250万吨，同比
增加173%。2020年澳大利亚
小麦产量从连续三年因干旱减
产的水平上恢复，达到历史次
高纪录3120万吨，再加上其他
主要出口国的出口供应紧张，
有助于澳大利亚2020/2021年
度(10月到次年9月)的小麦出
口大幅增长。中国在过去几个
月里一直在大量从海外市场进
口谷物，满足国内需求。行业
人士表示，澳洲新麦价格很有
吸引力，是鼓励中国进口澳麦
的主要原因。

新西兰肉类出口坚挺

新西兰有关机构报道，
2020 年新西兰红肉出口创下
92亿新元最新纪录，同比增长
1%，相比2018年增长7%。该
新西兰肉类协会称，肉类出口
市场更加多元，2020年共出口
至111个国家。疫情影响下，
全球对安全、自然的优质红肉
需求旺盛，这是新西兰的竞争
优势。2020年，新西兰红肉十
大出口市场并未发生变化，中
国依然以33亿新元占据首位，
占比 36%。 新西兰羊肉出口
增长了3%，达到40万吨，中国
是第一大出口市场，英、美紧随
其后。牛肉出口47.17万吨，
出口额37亿新元。美国是第
一大出口市场，达到 14 亿新
元，同比增长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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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辽宁省发改委选派侯全生、张道锦、桑颖、代聪4名干部，派驻喀左县坤都营子乡。他们同当地党委、政府和广大干部群众一

道，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以建强基层党组织为主线，以壮大乡村集体经济为突破口，本着

咬住问题不放手、解决问题不松劲的精神，组团想事、谋事、干事，使坤都营子乡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步伐踏实而又铿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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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向】

牛圈里的“幸福味”
不管打扫得多么勤快，聚集着

三十多头牛的牛圈里都总有那么一
股味，但王聪富却把这种气味称为

“幸福味”。
这两年来，这位36岁的农民就

是依靠这些肉牛供养两个孩子在县
城上学，给家里添置了农用车、小轿
车，还计划再攒点钱尽快翻新自家
的房屋。

王聪富家住宁夏回族自治区固
原市西吉县吉强镇水岔村，别看这
个村庄距离县城仅有4公里，但因
沟深坡陡、干旱少雨、土地贫瘠，贫
困发生率曾高达28%，是全镇17个
村庄中唯一一个深度贫困村。

贫穷逼得村民外出谋生。王聪
富没上过多少学，15岁就去建筑工
地打工。“外面打工苦、累不说，还不
自由，很多时候更不好要工钱。”他
说。

随着脱贫攻坚的推进，水岔村
的硬件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崭新的村委会、文化广场、村卫
生室等基础设施建起来了，水泥路
也通到了家门口。

村民终于享受到水岔村离县城
近的地理优势，开着小车或摩托车
在县城、老家两头跑，打工、种植养
殖两手抓。

伴随着这股“回乡潮”，王聪富
也回到了水岔村，他希望借助脱贫
攻坚的东风真正改善家里的光景。
他尝试流转土地种小杂粮，也与其
他村民一起办起了合作社，最终他
和妻子把希望和所有的精力都放在
养殖肉牛上。

“这两年政府有贴息贷款帮助
我扩大养殖规模，肉牛市场行情也
好，感觉日子越来越有奔头了。”王
聪富说。

在添置农用车拉饲草、肥料之
后，王聪富又在2018年底买了一辆
小轿车，总共花了近15万元。“村里
人盼了几十年的水源交通坝也在去
年建好了，现在下雨下雪都不怕了，
开车十分钟就能到孩子在县城的学
校。”他说。

同样在2018年底，这个村庄接
上了自来水，村民告别了咸井水，喝
上了自来水。“以前养牛光靠井水还
不够，还得开车去买水，现在一拧开
水龙头，水管够！”王聪富说。

不仅王聪富的生活发生了改
变。据吉强镇党委副书记马雄介
绍，近年来，通过闽宁项目实施带动
和各项帮扶政策的落实，水岔村基
础设施不断完善，还建设了花灯制
作扶贫车间、艾草种植基地，群众在
家门口就能稳定就业，2020年水岔
村脱贫出列。

2020年11月16日，作为宁夏
最难啃的“硬骨头”，西吉县正式退
出贫困县序列。有关评估检查数据
显示，西吉县综合贫困发生率为0，
群众认可度达98.9%，行政村道路硬
化、安全饮水、动力电、标准化卫生
室等实现全覆盖。

王聪富告诉记者，他的牛圈最
多可养八九十头牛，现在才三十多
头，还远远不够。“我吃够了没有文
化的苦，只能辛苦点多养牛，娃娃们
能学到啥程度就供他们到啥时候。”
他说。 艾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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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介入乡村振兴

日本越后妻有大地艺术节的启示
［［异域传真异域传真］］

大地艺术节为什么选择了越后妻有而不是日本的其他乡村？艺术的背后是否存在其它力量在共同催生越后妻有的繁荣？这样

的乡村振兴模式对中国当下的乡村振兴有哪些借鉴意义？

□张仁军

2018年3月注定是个不平凡的春天。在
这个充满生机与希望的季节里，辽宁省1.2万
名第一书记带着使命和责任，奔赴各自的派驻
乡村，在扎根农村的岗位上书写着乡村振兴的
华章。辽宁省发改委选派的侯全生、张道锦、
桑颖、代聪4名干部就是其中一员。他们被派
驻在喀左县坤都营子乡，侯全生任坤都营子乡
党委第一副书记，张道锦、桑颖、代聪分别任上
店村、坤都营子村、房申村第一书记。

上任伊始，他们同当地党委、政府和广大
干部群众一道，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
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以建
强基层党组织为主线，以壮大乡村集体经济为
突破口，本着咬住问题不放手、解决问题不松
劲的精神，组团想事、谋事、干事，使坤都营子
乡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步伐踏实而又铿锵。

修村部，强党建
第一书记首要职责就是抓党建，而派驻村

存在着党建基础薄弱、制度落实不到位、党员
年龄老化现象严重等问题。为改变这一现状，
3名驻村第一书记带头坚决整改，落实党建制
度并严格执行，广泛走访深入了解党员群众所
思所想，宣讲党的方针政策，提高党员意识。
现在“三会一课”、“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发展年轻党员、党日活动、义务劳动……
已成为3个派驻村抓党建的有效载体。

上店村、房申村、坤都营子村3个村的村
部因老旧失修常年漏风漏雨，4名选派干部多
方争取资金支持，逐年进行改造。目前上店村
600平方米和房申村300平方米的党群服务中
心已拔地而起，坤都营子村350平方米的党群
服务中心的主体工程与外墙装饰已经完成。

2020年，上店村和坤都营子村先后成为坤
都营子乡“道德银行”试点村。上店村就在新
建的村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启动仪式，请了县
文工团的演员表演。精彩的表演背景映衬的
是宏伟的上店村党群服务中心，使人心里激动
澎湃。

建园区，引项目
坤都营子乡是典型的农业乡，工业基础十

分薄弱，税收非常微薄，2017年完成一般预算
收入仅23万元。为拔掉贫困乡的“穷根”，为
当地群众种下致富的种子，4名选派干部与乡

党委班子一起谋划壮大乡村经济发展途径，提
出了建设“飞地经济”产业园的构想，着力推进
产业结构调整。

为编制园区规划，侯全生和张道锦多次回
省发改委汇报工作。在委领导的大力支持下，
协调省工程咨询集团和省城乡建设规划设计
院无偿编制规划，为乡节省编制费用100余万
元。“坤都营子乡产业园区发展规划”和“一乡+
两村”的三个总体规划应声出炉，标志着坤都
营子乡产业发展进入了“快车道”。

三年来，坤都营子乡税收翻了5倍，村民
实现了家门口打工的愿望。为了招商引资上
项目，侯全生和张道锦多次与乡党委主要领导
一起奔走京津冀和大连等地区，通过不懈努力
和多次洽谈，总投资10亿元的运晟达辽宁喀
左健康产业园，作为“飞地经济”项目落户喀
左；总投资1.8亿元、年产20万吨纳米碳酸钙
新型环保材料项目也即将落户在乡产业园区。

为使项目顺利推进，在省发改委党组大力
支持下，选派干部们积极协调国家发改委、国
家能源局等有关部门，争取指标和政策，为项
目保驾护航。投资2.7亿元的运晟达辽宁喀左
健康产业园一期项目落地至今，4名选派干部
帮助开展前期工作，侯全生和张道锦更是多次
协调省市县相关部门，打通项目建设瓶颈，使
项目顺利快速推进。目前，一期项目厂房基础
已完成，累计投资4000万元。

做民生，美乡村
在与村民打交道的过程中，4名选派干部

更是从心底里把老百姓的事儿当成自己的事
儿，他们“求实、务实、落实”，为民办实事解难
事，有的放矢打通致富堵点。三年来，3个派驻
村架桥、修路、建广场、治河道，乡村基础设施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上店村以前没有自来水，村民都是在自家
院里打井，而且基本上都是百米以下的深井。
但即使这样，到了旱季，当家家都抽地下水时，
就会出现无水可抽，最重要的问题是，地下水
水质无法保证。安装自来水后，饮用水安全
了，水质得到了保证。而且无论旱季雨季，定
点给水，保证了村民用水量，便捷干净。

他们争取95万元农村安全饮水工程专项
资金，解决了上店村和张家窑村 976 口人及
2000多头大牲口饮水难问题；他们向上争取
350万元资金用于房申村河道治理，如今凌河

西支房申段河道治理工程已竣工，百姓再也不
用遭受河水泛滥之苦；他们争取的以工代赈项
目资金190万元，修建房申村巷道6.05公里，
为该村巷道全覆盖打下基础；他们争取的49
万元美丽乡村项目，为坤都营子村新建广场
2000平方米和村内主干道美化绿化亮化；他们
向上争取建设资金34万元，修建上店村和坤
都营子村留守妇女儿童之家，现已全面运行。

农村人居环境逐步改善。清三堆、治八
乱，坤都营子村从脏乱差转变为市级美丽示范
村。修边沟、搞绿化，上店村和房申村村容村
貌发生了质的飞跃。400座无害化卫生厕所的
落成，逐步转变了村民如厕习惯。3个村的堆
沤池+焚烧炉全部修建完成，使垃圾分类减量
成为现实。

抓产业，促增收
为了让更多的发展成果惠及于民，4名选

派干部利用部门优势，立足当地实际，请农业
专家实地考察指导，推动种植结构调整。

2019年房申村争取了100万元农业扶持
资金，发展杂粮种植产业；坤都营子村也建立
了谷子、小麦种植基地。随着试种作物喜获丰
收，他们主动为产品代言，多次参加农产品推
介会，并与辽勤集团签订农副产品产销合作框
架协议。坤都营子村引进的总投资近300万
元的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项目，投产后将有效
处理畜禽粪污、改善人居环境、增加农民收入、
形成绿色农业循环经济。

选派干部积极争取为乡村联系企业和项
目，省工程咨询集团为两个留守妇女儿童之家
捐赠项目建设款20万元；张道锦通过工作关
系，引入伊利集团为乡小学和幼儿园师生及老
党员、老干部、军烈家属无偿捐赠价值15万元
的奶制品；引来东软医疗集团为村“留守妇女
儿童之家”捐赠20多万元电子办公产品。

坤都营子乡村三年大变样，让侯全生一行
赢得了百姓的信任，“希望他们在这多干几
年！”的质朴评价，背后承载的是第一书记全心
全意、不遗余力地倾情付出。

脱贫之后如何接续乡村振兴，侯全生表
示：“我们4名选派干部将以更大的决心、更明
确的目标、更有力的举措，推动派驻乡村农业
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为加
快推进辽宁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作出更新更
大的贡献。”

魏本欣：一片“榛情”在山林
“我是农民的儿子，从小在农

村长大，对农业农村和农民有很深
的感情。”魏本欣说。

65岁的魏本欣，在山东诸城是
一个响当当的人物。在别人看来，
原本创业有成的他，辛苦了大半辈
子，“功成身退”后可以过上侍弄儿
孙、乐享天年的幸福生活了。可是
年近古稀的他，却没有赋闲下来，
而是选择了一条常人难以理解的
人生路：在漫山荒野处种满榛子
树，带着老乡们脱贫致富。

要种出好榛子，先选好苗子。
经过严格筛选，魏本欣看中了平欧
杂交榛子。“这种榛子以欧洲大榛
子为父本，以平榛为母本，通过远
缘杂交选育成功。”魏本欣开始因
地制宜发展榛子产业。

皇华镇万亩榛子园西北的常
山东侧，魏本欣于7年前在这里种
的300亩平欧大榛子现已进入盛果
期。积累多年的种植经验，让魏本
欣更有底气，“3年龄榛子，每棵产
干果大约一斤，一亩地栽种 110
棵，按照现在每斤20元价格，能收
入2000多元。前两年套种花生、大
豆，可以保证劳务费，第三年持平，
第四年开始盈利”。

“百棵低保，千棵养老，万棵发
家，百万棵造福一方。”这句话成为
魏本欣鼓励乡亲们种榛子的座右
铭，“我种在常山的榛子树，4年就
进入了盛果期，亩产500斤以上，这
就是1万元的收入，抵得上咱们种
10亩田的收入。”在老魏的鼓励下，
乡亲们也逐渐对种榛子产生了兴

趣：“老魏这个二十年不种地的老
板能行，咱种地应该也不差起他才
对。”

为了继续做好示范带动，魏本
欣先期投资600万元，在胡沟村南
岭 250 多亩山地里种上引进的一
年、二年生榛子树苗。没承想，天
不遂人愿，苗子种上不久，遇上大
旱，树苗奄奄一息。

看在眼里急在心里。魏本欣
不分昼夜，身先士卒，调动大小车
辆十几台从镇上拉水抗旱保苗。
早出晚归，近三个月连轴转，在岭
地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跑，嘴上起了
口疮，脚趾得了甲沟炎，走路一瘸
一拐的，皮肤也晒得黝黑，让这个

“早就创业有名的企业家”吃足了
苦头，朋友们纷纷打趣：“放着好日

子不过偏来种地找罪受，怨得了
谁?”魏本欣没有怨天尤人，用他的
话说，就是为了“给乡亲们打个
样”。

有志者事竟成。在魏本欣的
努力下，满山遍野的榛子树吐芽展
叶，榛子苗大部分成活，他心里踏
实了许多。

按照“良种榛苗选育、基地示
范种植”的发展方向，魏本欣在
2014年注册成立了山东华山农林
科技有限公司。截至2019年，魏本
欣先后开垦了2.1万亩荒山，新建
蓄水塘坝13座，新修上山道路50多
公里，种植榛子树突破200多万株，
一举成为远近闻名的“榛子达人”。

榛子树基地建起来了，榛子产
量提高了，如何把产业继续做大，

让乡亲们实现增收致富呢?
2017年，魏本欣成立了主打榛

子深加工的生物科技公司，注册了
“魏榛”“华山老魏”等商标，建成了
占地1.5万平方米的智能化、全封
闭的榛子深加工车间，并聘请了中
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
学院教授高彦祥为顾问。在科技
创新的加持下，魏本欣的工厂研发
出全球首款榛子乳，建成了亚洲单
体面积最大的榛子基地。

由此，沉睡多年的荒山被工业
机器唤醒，生产力被再次激活，老
魏的榛子全产业链已经闭环，用一
颗小小的榛子串联起了一二三产
业，形成了“种苗繁育+榛子收购+
深加工研发+仓储物流+线上线下
销售”的融合模式。 牛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