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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了《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并
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
认真贯彻落实。《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
要》明确，“到 2020 年，数字乡村建设取
得初步进展。到2025年，数字乡村建设
取得重要进展。到2035年，数字乡村建
设取得长足进展。到本世纪中叶，全面
建成数字乡村，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全面
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互联网前所
未有地服务和赋能乡村治理发展，深刻
改变乡村的传统风貌。山东省博兴县锦
秋街道湾头村，1800 多户村民有 900 多
户开了网店；在国家级贫困县新疆巴楚，
当地甜瓜通过电商平台销售，3 年间瓜
农亩均收入从400元跃升至3600元；江
苏、福建等地，一批远近闻名的专业“淘
宝村”纷纷涌现……在数字经济带动下，
乡村资源变成“活资本”，好政策正在田
间地头“生根发芽”。

统筹好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之间的
关系。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
之年，也是打赢脱贫攻坚战攻坚克难的
关键一年。年初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

出“实施数字乡村战略”，通过信息化建
设来推动扶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是数字
中国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网络精准扶
贫、数字政务服务、农村产业数字化转型
等等，农村数字经济的发展蕴藏巨大力
量。只有正确处理好乡村振兴长期目标
和脱贫攻坚短期目标之间的关系，把改
革者的战略部署由宏伟蓝图变为现实举
措，才能走对、走实、走好“产业兴旺、生
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的路子。

处理好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和乡村
社会背景之间的关系。乡村是中国社稷
不可缺失的一部分，乡村振兴是包括农
村文化、治理、民生、生态等方面在内的
整体性提升。推动乡村数字化建设，不
能简单套用城市治理模式指导乡村建
设，不能不结合乡村实际情况搞“千村一
面”。让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与乡村
社会背景深度融合，让5G、云计算、大数
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产
业适应乡村特色，才能整体提高乡村发
展质量，延伸拓展乡村振兴的内涵和外
延。

平衡好乡村生产发展和群众获得感

之间的关系。《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
要》列出包含加快乡村信息基础设施建
设、发展农村数字经济、强化农业农村
科技创新供给、建设智慧绿色乡村等在
内的十项重点任务。乡村振兴是一个历
史过程，数字经济在为乡村生产发展提
供强大动力的同时，需要始终牢记“满
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用好
互联网这一“助推器”，以更大的决
心、更明确的目标、更有力的举措推动
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
面发展，把数字化建设转化为实实在在
的获得感，村民们都过上“好日子”才有
展望。

我国发展正处在新的历史方位，信
息化浪潮涌动。用“数字红利”助推乡村
发展，立足根本、立足大局、立足长远，人
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更充
实，乡村振兴会有更为广阔的空间。

为乡村振兴释放更多“数字红利”

深圳市宝安区富源学校 32
名学生被发现属于“高考移民”，
目前已被取消在深圳的高考报
名资格，富源学校也被主管部门
予以行政处罚。 图/王进城

“高考移民”

莫让碎片化阅读
剥夺你的思考
□庞 晟

近日发布的第16次全国国民阅
读调查显示，2018年中国成年国民
超过半数倾向于数字化阅读方式，
倾向手机阅读的读者比例上升明
显；成年国民网上活动中，以阅读
新闻、社交和观看视频为主，娱乐
化和碎片化特征明显，深度图书阅
读行为的占比偏低。如今，读屏阅
读正成为主流。

数字阅读固然重要，但长期手
机刷屏阅读带来的问题也不少。首
先，碎片化阅读有隐患。何谓碎片
化阅读？主要是指基于类似电子
书、手机和网络等新型阅读媒介进
行的不完整、断断续续的阅读方
式。阅读的内容为零散、短小的片
断式文字，或者长的内容被拆散成
不同的碎片，通过零碎时间进行

“见缝插针”式阅读。点开手机里
的信息，很多人没有了阅读的耐
心，要么是“一目十行”，要么就
是“点开不到一分钟”就完成了阅
读。表面上看，碎片化阅读是对时
间的最大化利用，但实际上这种阅
读行为和传统的深度阅读行为相
比，对于所阅读作品的消化理解以
及人们阅读习惯的养成都有不良影
响。其次，“低质量”阅读大行其
道。当然，这不能一概而论，但就
目前市面上电子阅读产品提供的一
些内容而言，大部分质量参差不
齐，更有不少文章错字连篇、病句
不断，甚至还有低俗的内容。

阅读是自由的，无论用哪种媒
介，只要能汲取养分、引发思考，
都值得推崇。数字阅读本身延展了
人们阅读的能力，但“浅层次阅
读”却需警惕。首先，全社会要大
力提倡深度阅读，督促网络平台提
供优质的精神食粮，严厉打击“流
量创作”；其次，对管理部门而
言，需尽快完善网络出版规定，要
像管理纸质出版物一样管理网络内
容；第三，政府要利用好数字化的
媒体和工具，打通数字阅读与纸质
阅 读 的 障 碍 ， 引 导 人 们 深 度 阅
读。

笔者认为，阅读之后能提出问
题，形成自己的思考和结论，就算
得上是深度阅读。网上冲浪休闲无
可厚非，但别让泛娱乐化的信息消
耗了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哪怕用手
机阅读取得一点收获，能引发思
考、引起兴趣，也是有价值的。当
然，阅读本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别
光图轻快只读短文，也要能“啃”
大部头，反复品读经典。

孝敬父母长辈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孝道在古代社会是一种基本道德规
范，是当时衡量一个人品德的标准。现
今社会，随着节奏日快，“孝”似乎不
再那么受人关注，多的是子女去追逐星
辰大海的远方，而父母在背后默默守
望，那是怎样的思念子女而不得，只能
两老相依为命的苦楚？这一种爱不计回
报，只要你过得好，他们已满足，这种
爱除了父母的爱，想来没有其他的了。

对于这样的爱，我们又怎么可以让
父母等待？人生漫漫，没有多少爱可以
重来，特别是父母未必能够等到，你忙
完工作忙完应酬忙完一切有闲爱父母
时。想想自己有多久没有牵牵妈妈的
手，又有多久没有和爸爸喝上一杯了

呢？
乌鸦反哺、羔羊跪乳自古以来是孝

道的弘扬和传承，展现了中华民族传统
文化的独有魅力和底蕴。孝道也是与当
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相配套的道德标
准，更是支撑整个中华民族自强振兴、
生生不息的灵魂和脊梁。所以，不管时
代如何变化，这种精神传承不该变。

与个人而言，即使为生活奔波劳碌
疲惫不堪，也是要多思思父母想要的是
什么。事实上，对父母来说，他们其实
并不需要你有多大成就，也并不是想要
儿女能挣多少钱，而是希望自己的子女
或万事如意或平平安安的生活。他们自
己想要的不是有多少物质和金钱的给
予，而是临近暮年有子女常伴膝下，能
够听听他们叨叨絮絮的话语，所以有时
我们能够耐心聆听他们的倾诉，时时事
事给予安慰和温暖就胜过万千了。

与社会而言，需要把那些充满了人
情味和人性关怀的孝敬理念进一步传
递，营造更多孝与爱的氛围。记得去年

一些媒体推出的公益广告中，“牵牵妈
妈的手”“别让等待，成为遗憾”和

“别爱的太迟，常回家看看”等就不啻
为一种好做法，在敦促中潜移默化了孝
的传递。除此之外，法律法规以及制度
机制等方面，还可以在现有的探亲假基
础上进一步优化，创造更多的机会让子
女们可以常回家看看。

“忙碌了一年，一家人一起吃年夜
饭，一起守岁，享受的是天伦之乐、生
活之美。在家尽孝、为国尽忠是中华民
族的优良传统。没有国家繁荣发展，就
没有家庭幸福美满。同样，没有千千万
万家庭幸福美满，就没有国家繁荣发
展。”这是2019年春节团拜会上，习近
平总书记讲述的一段话。愿我们仰望星
空迈步向前时，可以回头看看来时的
路，特别是看看父母那早已斑白的华发
和日益蹒跚的步伐，多一些天伦之乐生
活之美。毕竟，孝敬父母没有重来的机
会，我们更加需要珍惜。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蒋 妥

广 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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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百台挖掘机械、运土车辆在作业，
俨然影视作品里的大会战……近日，记者
走进陈堡草荡退圩还湖工地，不禁惊叹那
宏大的会战场面。截至4月底，陈堡草荡
退圩还湖工程已完成还湖土方100万方。

“这是里下河及兴化市退圩还湖进
程最快的一个，也将是第一个实现退圩
还湖的湖荡。”在现场开展工作的市农水
资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余志国
说，工程进展快主要源自南京银行 3亿
元建设资金的成功融资。

陈堡草荡保护面积6346.5亩。2018
年 7月，启动陈堡草荡退圩还湖工作，由
市农水资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和陈堡镇
政府联合实施。陈堡草荡的现状是“有
湖不见湖”，被围垦成田和鱼塘。省对陈
堡草荡退圩还湖专项规划，是形成堆土
区1809亩，恢复自由水面4537.5亩。

退圩还湖绕不开的是钱。余志国
说，与其他水利工程不一样的是，退圩还
湖工程涉及“退”和“还”两段，都需要大笔
资金。经估算，围绕“湖成景成有收成”的
总体目标，陈堡草荡退圩还湖工程需投入
资金2.79亿元。其中在退湖阶段，涉及搬
迁户118户，搬迁补偿约2775万元。

“如此大额资金，依靠陈堡镇财政显
然无力投入，招引社会资本投入也显然
不太可能。投资生态修复工程，回报极
其缓慢，这也是众多退圩还湖工程实施
缓慢的问题。”余志国说。

市农水资源投资公司和陈堡镇政府
集思广益，将融资触角瞄向银行。其融
资的“硬货”是，以退圩还湖后形成新增
耕地调剂收益，作为还本付息来源。最
终，获得南京银行的认可。2018年9月，
项目获得南京银行3亿元贷款支持。

余志国说，陈堡草荡还湖工程实施
后，可形成 3笔直接经济效益。其一，可
新增耕地 1200 亩，每亩按 33.17 万元计
算，土地指标调剂收益3.98亿元。其二，
利用规划区外的周边湖沟等后备资源可
新增耕地853亩，土地指标调剂收益2.83
亿元。其三，阜兴泰高速公路在兴化共
有 960亩取土区，其中位于陈堡草荡周
边约 220亩，复垦后可获交通补助资金
477 万元。三笔效益累积为 6.86 亿元。
成湖后还将带来土地经营、项目招引、旅
游开发、上争资金等间巨大的接收益。

项目的成功融资，有序推进了退圩还
湖工作。2018年10月，陈堡镇正式启动湖
区搬迁工作，以每亩1400元高于收益的补
偿标准回收湖地。对仍在承包合同期内
的湖地，返还承包金并结算利息。仅1个

月，涉及 118户的搬迁工作就全部完成。
今年2月中旬，监理、施工单位开进工地。
工程需完成土方量495万方。施工单位在
农水资源投资公司指导下，优化施工方
案，分片区施工，施工机械投入近 200台
套。预计至12月将完成成湖的目标。

在工地北部的一片土方上，一排排
树木吐芽张叶。“这些都是新栽的树。”陈
堡镇镇长万世华说，他们在退圩还湖上
的原则是，先还湖后招商，先土方后配
套，先绿化后开发，“绿水青山营造出来，
不愁成不了金山银山。”目前，已有不少
投资商觎觑这片湖区宝地。

记者了解到，在实施方案编制和土
方工程中，项目组不断优化深化湖泊形
态设计，力求经济、社会、生态效益最大
化，项目实施后湖成景成有收成。主要体

现在：注重生态修复，优化湖泊形态设计，
湖区高程深浅有致，湖滨带、湿地、浅水
区、深水区、行水通道等合理分区，有利于
保持生物多样性；注重河湖连通，科学设
置进出水口和深泓设计，增加水流速度，
加快湖泊与河道水体交换；注重合理调度
土方资源，还湖土方与新增耕地、土地复
垦相结合；注重高效利用堆土区，与陈堡
镇发展思路相融合，与省级特色田园乡村
唐庄村建设相策应，产生1+1>2效益，带
动区域生态经济、旅游经济的发展；注重集
约利用堆土区，优化湖堤设计，力求少用占
用堆土区面积，增加可调剂土地指标。

“陈堡草荡退圩还湖是融资、投资、
建设、管理模式在生态建设领域的创新，
将为下一步退圩还湖形成可复制可推广
的经验。”市水利局副局长陆钦亮说。

创新生态建设领域融资、投资、建设、管理模式

1．2019年 1月 26日 16时 12分，洪
某 故 意 遮 挡 机 动 车 号 牌 驾 驶 苏
M1U8XX小型轿车行驶至兴化市戴南
镇中心路路段时被查获。洪某被处以
罚款200元，记12分。

2．2019年 1月 21日 11时 58分，汤
某 棉 故 意 遮 挡 机 动 车 号 牌 驾 驶 苏
MEN2XX小型轿车行驶至兴化市戴南
镇中心路路段时被查获。汤某棉被处
以罚款200元，记12分。

3．2019年 1月 10日 19时 37分，顾
某旺饮酒后驾驶苏MQP6XX二轮摩托
车行驶至兴化市戴泽线路1公里处被查
获。顾某旺被处以罚款 1000 元，记 12
分。

4．2019年 1月 15日 15时 11分，花
某风饮酒后驾驶苏MCQ1XX二轮摩托
车行驶至兴化市 233 省道 110 公里 400
米处被查获。花某风被处以罚款 1000
元，记12分。

5．2019年 1月 15日 13时 24分，郑
某俊饮酒后驾驶苏MCB8XX二轮摩托
车行驶至兴化市英武路香港城处被查

获。郑某俊被处以罚款 1000 元，记 12
分。

6．2019年 1月 15日 13时 05分，王
某庆饮酒后驾驶苏MQP5XX二轮摩托
车行驶至 465 省道兴化市安丰段被查
获。王某庆被处以罚款 1000 元，记 12
分。

7. 2019年 1月 14日 13时 30分，宋
某华饮酒后驾驶苏MQ15XX二轮摩托
车行驶至兴化市英武路大润发超市路
口处被查获。宋某华被处以罚款 1000
元，记12分。

8．2019年 1月 11日 23时 12分，任
某熙饮酒后驾驶苏M1E9XX二轮摩托
车行驶至兴化市开发区管委会处被查
获。任某熙被处以罚款 1000 元，记 12
分。

9．2019年 1月 10日 19时 58分，蒋
某山饮酒后驾驶苏M3E2XX小型轿车
行驶至兴化市戴南镇天宝红绿灯路口
处被查获。蒋某山被处以罚款1000元，
记12分。

10．2019年1月10日20时36分，王

某明饮酒后驾驶苏A38PXX小型汽车行
驶至兴化市长安路苏果超市处被查
获。王某明被处以罚款 1000 元，记 12
分。

11．2019年 2月 7日 20时 45分，包
某堂醉酒后驾驶浙B7LMXX小型轿车
行驶至兴化市交警大队钓鱼中队门口
路段处被查获。

12．2019年 2月 6日 20时 20分，万
某建醉酒后驾驶无牌二轮摩托车行驶
至兴化市安丰镇安北线 800 米处被查
获。

13．2019年2月24日21时30分，高
某醉酒后驾驶苏 JF02XX小型轿车行驶
至兴化市林湖魏庄处被查获。

14．2019年2月20日21时08分，任
某桂醉酒后驾驶苏E3F6XX小型轿车行
驶至兴化市 332 省道安丰镇路段被查
获。

15．2019年2月16日20时40分，刘
某醉酒后驾驶苏MN25XX小型汽车行
驶至344国道72公里700米处被查获。

16．2019年2月16日22时，李某舟

醉酒后驾驶苏MN9SXX小型汽车行驶
至兴化市戴南线1公里800米处被查获。

17. 2019年 2月 4日 16时 15分，耿
某权醉酒后驾驶苏MQJ5XX二轮摩托
车行驶至兴化市安丰镇海安线 1 公里
290米处被查获。

18．2019年 2月 8日 20时 50分，戚
某海醉酒后驾驶苏MC23XX行驶至兴
化市229省道39公里处被查获。

19．2019年 1月 1日 19时 58分，王
某平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再次
饮酒后驾驶后驾驶苏MDF7XX小型汽
车行驶至兴化市戴南镇天宝红绿灯路
口处被查获。王某平被处以罚款 2000
元，15日以下拘留，并处吊销机动车驾
驶证。

20．2019年 1月 2日 13时 25分，纪
某平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再次
饮酒后驾驶无牌照二轮摩托车行驶至
兴化市陈张线 24公里处被查获。纪某
平被处以罚款 2000元，15日以下拘留，
并处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兴化交警：严重违法行为大曝光

陈堡草荡：退圩还湖加快推进
□全媒体记者 顾日升 通讯员 蔡云鹏 陆凤山 周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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