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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长丰县始终坚持文化强县
建设，按照结构合理、发展平衡、网络健
全、运行有效、惠及全民的要求，坚持政
府投入与加强管理“两到位”，实施“种文
化”和“文化+”两手抓，积极推进文化惠
民工程，不断奏响时代强音。

补齐短板，让公共文化服务立起来
长丰县委、县政府“一班人”通过认

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自信
的系列讲话精神，深感打造好“软实力”，
加快建设文化强县责任的重大。并决定
从补齐短板入手，加大投入，三化联动，
下好公共文化服务先手棋。

一是设施建设标准化。针对公共文
化设施差问题，2014年，县财政投入7132
万元，启动三馆建设。其中的县图书馆
总面积达 6000余平方米，总投入2300万
元，各类图书报刊15万余册，电子图书307
万余册，荣获“国家级一家图书馆”称号，
并建有城市规划展示馆、书画院等文化
设施。去年，县里再次开启占地面积为
166.05亩的新三馆文体工程，其中的五层
体育馆总建筑面积为1.6万平方米，文化
综合馆总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两馆总
投入为 2.3亿元。另建有总占地面积 8.5
万平方米的室外健身场地以及景观文化
场地等文体设施。与此同时，全县 14个
乡镇（区）全部建成了面积达300平方米以
上的综合文化站，248个行政村（居）文化活
动室、图书阅览室、农家书屋以及农民文
化乐园、体育设施等实现了全覆盖，基本
满足了当地村民的精神文化需求。

二是文化管理规范化。该县全方位
落实各文化活动场所的定时开放政策，
制定了相关管理制度、服务内容、时间、
服务效能考核标准，公开选聘了29名文化
协管员专门负责做好文化管理工作。并健
全了文化工作考评机制，对公共文化设施
建设、队伍建设、活动开展、群众满意度、创
新服务等项目进行全面指标量化。

三是文化服务均等化。各文化馆站
做到：音戏舞美创编培班班皆设，弹拉说
唱跳演教样样俱全；各图书馆室通过增
设图书便民服务网点、购置电子图书数
字借阅机、流动图书车下村服务等举措，
让“富口袋”的农民“富脑袋”。县电影公
司组建了 15支农村电影放映队，流水作
业，下村放映，年送电影3080场。与此同

时，连续举办了四届全民运动会和广场
舞大赛以及八届合唱节。

活动引领，让群众文化生活靓起来
始终抓住“活动引领”这个牛鼻子，让

老百姓在家门口圆“文化梦”。依据这一认
识，近年来，长丰县着力打造多种品牌文化
活动，产生了“一石激起千层浪”效应。

一是以开展精品生产、品牌供给为
引领，让村民拥有雅俗共赏获得感。长
丰县庐剧团是该县唯一的国有专业文艺
团体。过去，该团忽视地方文化资源的
挖掘，自创节目几乎为零，每次演出“借
鸡生蛋”，不是“高大上”，就是“摇摆舞”，
基层观众极为反感。近几年来，在政府
建立精品奖励机制前提下，大力开展

“精品生产、品牌供给”活动，要求剧团
工作人员以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
农村特色文化作为创作追求，在思想
倾向上以农民群众利益与关切的主题
为突出重点，依照送文化为“种文化”理
念，先后创演了《女村长》、《人活一张
脸》、《美丽的诺言》等传播正能量的大型
现代戏和话剧3剧，创演《一碗馄饨》、《这
钱怎么花》、《悔过》、《一诺千金》、《丰
碑》、《门外》、《劝架》等小戏小品16部，创
演接地气的综艺类作品 82个，并根据老
龄观众要求，复排了庐剧传统戏《秦雪梅
观画》等 30 余台，每场演出自创节目占
八成以上。由于自创节目坚决杜绝以
低俗为通俗、以欲望代希望、以感官娱
乐作精神快乐倾向，让雅俗共赏的“草根
盛宴”每年登盘百里乡村高达 360多场，
从而让农民观众“攒足了眼球”、“伸长了
耳朵”，一举实现了好评如潮，几年来，该团
先后获得全国及省、市奖项70多个。

二是以开展“小剧场、大舞台”为引
领，让村民领略到艺术大家风采。杨庙
镇马郢社区是一个拥有 418家农户的小
村落。2016年以来，该区针对外出打工
人员多，留守老人、留守儿童孤独无人照
顾的现状，启动了以文化强村为主题的

“马郢计划”，常年利用村头小剧场开展
丰富多彩娱乐活动。并于今年春节期
间，首次举办了社区迎春联欢晚会，让老
人、孩子登台亮相，演出了诸多原生态节
目。利用小剧场办“春晚”，无疑产生了

“大舞台”效应。今年以来，孟广禄、郭
达、李立山、陈寒柏等一大批“国”字号艺

术大家纷纷光临马郢小剧场，进行义务
演出。村民们激动地说：“坐在家门口，
能看到艺术大师们的精彩演出，是做梦
都不敢想的”。

三是以开展“送戏进万村”竞标为引
领，让村民尽享“你点我演”红利。“送戏
进万村”，是由省政府直接下达的民生工
程。而在实施该项工程的过程中，村民往
往存有“我想看的你不演，我不想看的你
一个劲上”困惑。为了解除广大村民的担
忧，长丰县摒弃“一花独放 ”，大力开展演
艺团体竞标活动。他们由县文广新局主
导，委托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在网上进
行公开招标，今年县内外就有 28家国有
及民营演艺团体参与竞标，最终有 11家
获得演出资格。竞标活动结束后，县文
化部门争得大多数村民同意，要求中标院
团充分考虑农村留守老人“口味”，把国家
非物质文化遗产——庐剧作为主打“菜
谱”，同时，另储备15个以上涵盖戏曲、声
乐、舞蹈、小品等多种类剧目，在演出中供
村民自由点选点演，做到你点我演，需求
互动。在此基础上，该县制定了“送戏进
万村”监管考核机制，做到每场有跟踪拍
照，每场有整场视频，每场有问卷调查，
每场内容健康向上。并专门印制了演出
回执单，确保演出任务落实，演出质量落
实，演出效果落实，深得村民拥戴。
推进“文化+”，让经济发展引擎强起来

长丰县委、县政府“一班人”认为，文
化是经济发展的引擎，文化不仅渗透性
强，而且和相关产业的关联性十分紧密，
推进“文化+”，让文化要素与经济领域深
度融合，对提升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水
平，意义犹为重大。

一是“文化+旅游”，打造乡村旅游新
亮点。针对当前旅游市场竞争压力越来
越大的大背景，长丰县推出“文化+旅游”
模式，精心挖掘旅游地的文化内涵，做到
从宏观上系统把握，定准方向推出品牌；
从微观上精细打造，既做到讲历史，也注
重接地气；从运营上全面覆盖，有机结
合，让每一个环节体现品牌的主题元素；
从内容上深度挖掘，创新融合，让每一个
旅客感受当地的文化价值。以此实现文
旅相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二是“文化+农业”，扬起特色农业品
牌。长丰县地处江淮分水岭脊背，近年

来，伴随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
断深化，该县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稳农
村、强经济的首选产业。他们聚力乡村
振兴，转换发展动能，在中北部地区，提
升发展以草莓为代表的特色瓜果产业，
创优品质，保障安全，培育品牌，扩大线
上线下销售；在河湖湾区，大力发展以稻
虾共养为代表的生态循环农业；在江淮分
水岭岗区，持续发展以薄壳山核桃为代表
的林果产业，开启了10个田园综合体建设，
通过新产品、新业态、新创意吸引人留住
人，实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双提升。

实践中，该县一方面将文化元素注
入到农业生产中，连续不断举办草莓节、
桃花节、樱花节、辣椒节、葡萄采摘节、稻
虾文化节、农民丰收节、农业摄影大赛和
乡村楹联大赛，着力打造长丰现代农业的
新品牌；另一方面以文化为魂链接市场、
亲和大众，将农业产业演变为具有较高文
化含量和文化含养以及文化价值的新型
业态。并规划建设了10多处农业文化园，
集聚优势资源，发展文化农业，把农业园区
从单一的农产品供给功能向兼具生活休
闲、生态保护、旅游度假、文明传承、教育
培训等复合功能转变，既满足人们的物
质需求，又筑起人们的精神文化家园。

三是文化+商品，抬高特色品牌身
价。长丰县是全国草莓生产大县，年种
植草莓面积达21万亩，总产量突破35万
吨，受益农民 36万人。为了持续扩大市
场的影响力，进一步疏通草莓产销渠道，
去年初，该县抓住第八次中国草莓大会在
长丰召开的机遇，大力实施文化+草莓工
程，专门开设了全国首座以草莓为主题
的博物馆，博物馆总面积达1900平方米，
分为草莓文化、长丰草莓、品位交流、土壤
改良游戏互动、农产品售卖、交流互动等7
个展厅。并可让观众通过互动体验，寓
教于乐的方式了解草莓栽培技术、培养
草莓组织以及草莓形态特征、营养成分，
受到了与会各省草莓客商的一致点赞。
正是文化+商品新业态的推出，促使长丰
草莓的产销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去
年，长丰县草莓总产值达50亿元，同比增
长 11%以上。同时“长丰草莓”品牌价值
高达 34.3 亿元，比上年高出近 3000 万
元。（孔宪昌 罗 文）
（原载2018年第十一期《文明风》杂志）

长丰：坚定文化自信 奏响时代强音

缴费标准：2019年参加城乡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个人缴费
标准为220元/人。

缴费时间：截止日期为2018
年12月20日

1、无法在集中参保期参保
的退役士兵、刑满释放人员、持
有市精神障碍患者救助卡的精
神障碍患者、无法办理户籍的一
周岁以内新生儿、外国专家随行
子女等特殊群体首次参保，可到
县医疗保障基金管理中心办理
补保手续。

2、一周岁以内新生儿，可凭
户口本在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
政府医保部门办理参保手续。

参保范围：1、凡是户口在长
丰县的城乡居民按照属地管理
的原则，城乡居民凭户口本到所
在的村和居民委员会办理参保
手续，参保应以家庭为单位整体
参加，不得拆分；

2、长期居住在我县境内但
尚未办理户籍转移手续的县外
城乡居民，可以在居住地村（居）
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

3、不能随父母一起参加医
保的学生和户口不在我县的县
内大专院校、中小学校学生参加
居民医疗保险的，由所在学校收
缴费用并登记名册后统一到学
校所在地乡镇（区）医保办办理
参保手续；

4、鼓励家长为预期在 2019
年度内出生的新生儿提前参保。

代缴群体：第一类:全县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由县扶贫移民
办提供名单，个人缴费部分由医
疗救助资金代缴。

第二类:民政局确认在册的
特困供养人员、社会散居孤儿、
城乡低保人员、低收入家庭中的
老年人、未成年人、重病患者、重
度残疾人，该群体参保人员名单
由县民政局提供，个人缴费部分
由医疗救助资金代缴；重点优抚
对象的参保人员名单由县民政
局确认，并代缴参保资金。

第三类:符合城乡医疗救助
政策的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父母，
根据县政府《关于长丰县进一步
做好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扶助
工作的通知》（长政办〔2014〕23号）
规定，名单由县卫计委提供，个人
缴费部分由医疗救助资金代缴。

第四类:两女户（含享受两女
户政策的独女户）家庭，该家庭人员
的参保缴费原则上由所在乡镇（开
发区）人民政府（管委会）承担。

缴费方式：（一）微信缴费。
１、仅适用于上年参保信息

准确的续保人员。

２、具体通过关注“合肥医
保”微信公众号进行缴费

其中个人自行缴费可进入
“服务大厅”，点击“医保办理”，
然后按缴费提示进行信息核对、
微信支付，完成参保；

乡（镇）、村（居）委员会代办
微信缴费，可进入“我的医保”，
点击“机构入口”，然后按提示进
行操作，选择微信支付或现金支
付，其中现金支付必须先收取现

金，并向参保人出具参保票据。
微信缴费不开具筹资发票，可自
行登录微信缴费平台打印电子
缴费凭证。

（二）现金缴费。
参保居民应携带身份证和

户口簿到户籍所在地村（居）民委
员会办理参保手续，工作人员应
先在底册上进行登记，同时在票据
上认真填写并核对参保居民的姓
名、身份证号码和其他相关身份
信息，然后根据参合金额开具筹
资发票，筹资缴费票据作为参保
居民信息变更的唯一依据。

2019年长丰县城乡居民医保缴费开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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