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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河南 宜居乡村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面面观

□本报记者 李晓玮 方化祎

“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在广
袤、厚重的中原农村大地，农民千
百年来传承的勤劳、朴实、卫生的
习惯，折射出对清洁、优美环境的
坚守和期盼。

一个多月时间，记者足迹遍及
100 多个村庄，不仅看到了生活环
境的改善，更深切地感受到了基层
干部群众的智慧和创造。

一路之上我们欣喜地发现，在
做好全省统一部署的集中清理整
治这一“规定动作”之外，不少地方
都在自觉探索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的长效机制。

从“一天净”到天天净
农村人居环境，三分在建、七

分在管。记者在采访中，既看到过
集中整治不久又出现设施闲置破
损、杂物乱堆乱放、垃圾污水依旧
的现象；也看到运用市场化手段，
吸引更多社会力量和资金参与改
善农村面貌，共建美丽乡村的典型
范例。之所以出现反差，有没有建
立长效机制是关键。

“同样是 3名保洁员，市场化运
作前后，清扫效果大不一样。”汤阴
县韩庄镇部落村村委主任陈一菲
说。村里原来聘有 3 名保洁员，但
由于管理松散，保洁员“出工不出
力”。现在保洁公司派来的保洁
员，是按村民满意度发工资，村内
垃圾实现日扫、日运、日清。

一把钥匙开不了所有的锁，一
个处方治不了所有的病。长效管

护机制，因地、因人、因经济发展状
况而异：

新密市围绕“地由谁来扫、钱
由谁来出、由谁来监督”，市乡两级
财政每年投入环境卫生经费 5000
多万元，建立起一支 7600 人的市、
乡、村、组四级环卫队伍。同时，严
格奖惩制度，每发现 1 立方米积存
垃圾，所在村罚款 1000 元；发现两
处超过 1 立方米的积存垃圾，村党
支部书记免职。至今，已有 5 名村
支书因此“下马”。

商丘市采用了门前“六包”、以
工补赈、“五老”带头、文明“上墙”
等各种“土办法”，让讲文明、讲卫
生变成农民的自觉行动。在永城
市演集镇陆楼村，群众自发组成

“美丽乡村建设理事会”，26名理事
会成员每个月 20号集体逐户巡查，
现场拍板，好的加星，差的减星。
谁家环境搞得好，看看门口的“星
星”就知道。村民丁美荣说，作为
村里第一批挂上流动红旗的光荣
户，为保住这份荣誉，她家门口每
天能扫三遍。

事实证明，最活跃的创新因子
永远在民间。

从“一眼净”到彻底净
数据显示：我国村庄每年生活

垃圾产生量约 1.5 亿吨、生活污水
产生量约 110 亿吨，均超过了县城
的排放量。垃圾、污水，始终是农
村环境的“顽疾”。垃圾遍地或者
仅“集中”而不“处理”，始终都是农
村发展的隐患。

可喜的是，垃圾分类、污水净
化、变废为宝，彻底解决“垃圾围

村，污水横流”问题，在我省已经有
许多范例。

新密市来集镇王堂村附近，有
一块 10 亩大的人工湿地，风车草、
再力花随风舞动，景色优美，该村
3300人的生活污水全靠它净化，排
放的水质可以达到一级 A标准，既
能用于农田灌溉，也能用于绿化景
观；安阳市高新技术制造业园区的
洁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通过机械
分拣流水线，95%的生活垃圾可分
类处理再利用。不仅节约垃圾填
埋所占用土地，还可以减少垃圾填
埋造成的二次污染。

由 于 自 然 条 件 、经 济 条 件 所
限，这些“高大上”的设施还只是凤
毛麟角。

洛阳市委常委、市农工委书记
史秉锐感慨地说：“农村环境整治
就是农村社会建设问题，这些年城
乡发展不平衡，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对农村投入欠账太多，政府有责任
加大投入。”

与 此 同 时 ，不 能 回 避 的 现 状
是：很多村庄，外出务工人员超过
一半，村里只有老人、孩子留守；偏
远山区乡村逐渐外迁，原有村庄正
走向自然消亡……如何让资金不
撒胡椒面，每一分钱都用到刀刃
上？答案是，按照农村人居环境治
理的阶段性规律办事：科学规划、
分类指导，量力而行、循序渐进。

平顶山市把距离镇区较近、基
础较好的村庄，纳入镇村一体化建
设范畴；对外出务工人员较多的

“空心村”进行整合，建设中心村集
中居住，提供完备的公共卫生设施
和服务；对于群众没有搬迁意愿的

老村，清理积存垃圾，改善环境卫
生。事实证明，这些举措既有实
效，更顺民意。

从宜居到宜业、宜生活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不能脱离

农民的生产、生活孤立进行。比如
在一些传统农区，粮食如何晾晒，
秸秆如何处理，养殖污染如何治
理，都与农村环境和农民生活质量
密不可分。

随行的干部和专家指出：改善
农村环境，要的绝不是“盆景”，而
是活的“花园”，让农民在其中舒适
地生产、生活。唯有如此才能“看
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比如，许多农民还有饲养畜禽
的要求，怎么避免牲畜粪便随地都
是的情况？方城县券桥乡黄庄村
村民把鸡窝建到二层楼顶上，既节
省了空间，又保持了公共环境卫
生。有些农民还在楼顶开辟了小
菜园，既绿化，又实用。

在不少种植业为主的农村，每
年产生的大量秸秆怎么处理？新蔡
县余店镇有个未来农业生态园，通
过厌氧反应罐，把秸秆和生活、餐厨
垃圾转化为沼气或电力，不但可供
周边三四个自然村的村民使用沼
气，还可供谷庄村 100 多户村民用

电，真正达到了“生产美促进农村环
境美，环境美促进农民富裕”。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更是难得
的发展机遇。有一批村庄，借改善
环境的机会，重新定位、精细描绘，
焕发了勃勃生机。

禹州市文殊镇是一个典型的
煤矿型山区镇，环境脏乱差，村民
对“拉煤车日夜过，家里就没干净
过”有切肤之痛。如今，文殊镇陈
南村村民不但搬进新社区，还乘着
退耕还林政策“靠山吃山”，栽种核
桃，实现由“黑色经济”向“绿色经
济”的转型。去年 9月，陈南村成功
入选“全国生态文化村”，成了城里
人休闲旅游的好去处。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离不开经
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采访中，记
者常常从一些现象中感受到城乡公
共服务的巨大落差：一些村子楼房
虽然盖好，年轻人依然在千里之外
务工；有的乡亲在家门口就业，可为
了子女读书，又在县城买房；老人们
也盼望有一个好的医疗环境。

风物长宜放眼量。伴随着农
村环境改善这一良好开端，伴随着
新型农业现代化的铿锵步伐，田园
美、村庄美、生活美，千百个形态各
异 的 宜 居 乡 村 正 从 梦 想 走 向 现
实。③2

风 物 长 宜 放 眼 量
——我省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综述（下）

党文民

行进中国 精彩故事
见证出彩河南之 篇社会

“没想到这次出来度假还能
受到孝道文化的精神洗礼。”1月 3
日，在郏县冢头镇陈寨村农家乐
度过元旦假期准备返郑的刘先生
感慨地说，这里家家户户都贴着

“新二十四孝”行动标准、百孝篇
等，婆媳之间、妯娌之间相处得其
乐融融，让人感受到扑面而来的
孝道文化气息。

现在的陈寨村不仅是环境优
美的新农村社区，更是远近闻名
的“中原孝心村”。村里的老人讲
起如今的幸福生活，都说要感谢
一个人，他就是陈寨村党支部书
记徐克俭。

5年前，徐克俭还是郏县工商
局城关工商所所长。提起当初为
什么选择回村当一名“村官”时，
他憨厚地笑着说，一是对老母亲
尽孝，二是村子穷，想为村里的老
少爷们做点事。

徐克俭父亲去世得早，兄弟四
人都由母亲一人辛苦拉扯长大。
2008年，一直跟着徐克俭生活的母
亲提出年纪大了想回老家住。为
此，徐克俭常常村里县城两头跑。

“每次回村看到大多数群众
仍住在土墙瓦房，街道狭窄，垃圾
成堆，下雨天道路泥泞，人车难
行，邻里之间也是矛盾重重。”徐
克俭说，这些情景让他忧心痛心。

考虑再三后徐克俭决定辞职
回村当“领头人”。上任后，他拆
旧房建新村，整合土地资源，不占

用一分耕地。两年后，陈寨村旧
貌换新颜：一排排新式两层楼房
整齐划一，街道整洁宽敞；昔日臭
水 沟 成 了 一 条 环 绕 新 村 的 母 仪
河，两岸柳树成荫。

在建设新村的同时，村里还
确立了发展苗圃生产作为重要致
富项目，如今，这个项目每年能给
村里带回至少 500万元收入。

“村民富裕起来了，但很多家
庭矛盾纷争依然不断，年轻人不
孝顺行为普遍存在。”徐克俭说，
这种现象让他认识到，新农村建
设更需要一种良好的社会风气。

经过认真探讨和思考，徐克
俭做出决定，“以文兴村，以孝治
家”，打造中原孝心村。

村里设立法治道德大讲堂，
每天早晚用广播形式讲法制、讲
道德、讲传统文化。学校每周设
两节孝道课，让孩子们从小就接
受孝道文化教育。以新二十四孝
标准制定了村规民约，使村民自
觉传承尊老孝老传统美德。

每年母亲节，陈寨村还举办
“‘感恩父母’洗脚节”活动，并当场
评出“十大好媳妇”进行鼓励和奖
赏。通过活动典型带动，示范引
领，孝道文化理念在村里得到更深
层的传播。

如今，村里的文化广场上，修
建了慈孝亭、文帝孝母像，“义为
德之本，百善孝为先”、“要求事
顺，先敬爹娘”……这些孝道古训
在墙壁上、河沿上、亭阁上，仰俯
皆是，形成了浓厚孝道氛围。③9

徐支书和他的“孝心村”
□本报记者 温小娟

本报讯 ﹙记者谭 勇﹚1 月 5
日，记者从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了
解到，2014 年河南省工业公共技
术研发设计中心认定名单公布，
13家中心入选。

据了解，该评价每三年进行一
次，旨在为相关产业提供技术支
撑。此次认定的 13家研发设计中
心分别是河南省功能性纺织品公
共技术研发设计中心、河南省粮食
干燥工业公共技术研发设计中心、
河南省工业微波公共技术研发设
计中心、河南省两相流工业公共技
术研发设计中心、河南省工业新能

源发电并网公共技术研发设计中
心、河南省超硬材料合成传压密封
介质工业公共技术研发设计中心、
河南省电动汽车充换电公共技术
研发设计中心、河南省珍珠岩综合
利用新型建筑材料公共技术研发
设计中心、河南省秸秆人造板公共
技术研发设计中心、河南省精密线
缆连接组件工业公共技术研发设
计中心、河南省暖通设备工业公共
技术研发设计中心、河南省重有色
金属冶炼工业公共技术研发设计
中心、河南省起重机械工业公共技
术研发设计中心。③10

我省认定工业公共技术
研发设计中心13家

视觉 新闻

1 月 5 日，沁阳市首届月嫂培训班开班，近百名农村
妇女及城镇下岗女工免费接受全方位的月嫂职业技能
培训。⑤4 徐恒峰 摄

1 月 5 日，市民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牌旁散
步。鹤壁市淇滨区重点地段新安装 500 余块宣传牌，宣传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⑤4 本报记者 王天定 摄

1 月 4 日，陕县特殊教育学校师生收到社会爱心人士
捐赠价值 3 万余元的碳晶电暖板,解决了师生冬季取暖的
问题。⑤3 孙 猛 摄

郑州广播电视大学
郑州广播电视大学登封市分校
郑州广播电视大学新郑市分校
郑州广播电视大学中牟县分校
郑州广播电视大学上街分校
郑州广播电视大学荥阳市分校
郑州广播电视大学新密市分校
开封广播电视大学
开封广播电视大学尉氏县分校
开封广播电视大学文华学习中心
开封广播电视大学兰考县分校
开封广播电视大学通许县分校
开封电大杞县分校
洛阳广播电视大学
洛阳广播电视大学偃师市分校
洛阳广播电视大学孟津县分校
洛阳广播电视大学伊川县分校
洛阳广播电视大学西工区学习中心
洛阳广播电视大学宜阳县分校
洛阳广播电视大学洛宁县分校
洛阳广播电视大学栾川县分校
洛阳广播电视大学新安县分校
洛阳广播电视大学嵩县分校
洛阳广播电视大学汝阳县分校
洛阳广播电视大学吉利区学习中心
平顶山广播电视大学
平顶山广播电视大学宝丰县分校
平顶山广播电视大学叶县分校
平顶山广播电视大学鲁山县分校
平顶山广播电视大学汝州市分校
平顶山广播电视大学江河机械厂学习中心
平顶山广播电视大学舞钢市分校

平顶山广播电视大学郏县分校
新乡广播电视大学
新乡广播电视大学新乡县分校
新乡广播电视大学辉县市分校
新乡广播电视大学原阳县分校
新乡广播电视大学获嘉县分校
新乡广播电视大学长垣县分校
新乡广播电视大学卫辉市分校
新乡广播电视大学延津县分校
新乡广播电视大学封丘县分校
焦作广播电视大学
焦作广播电视大学修武县分校
焦作广播电视大学博爱县分校
焦作广播电视大学武陟县分校
焦作广播电视大学孟州市分校
焦作广播电视大学沁阳市分校
焦作广播电视大学温县分校
安阳广播电视大学
安阳广播电视大学滑县分校
安阳广播电视大学汤阴县分校
安阳广播电视大学林州市分校
安阳广播电视大学内黄县分校
濮阳广播电视大学
濮阳广播电视大学南乐县分校
濮阳广播电视大学清丰县分校
濮阳广播电视大学台前县分校
濮阳广播电视大学范县学习中心
鹤壁广播电视大学
鹤壁广播电视大学浚县分校
鹤壁广播电视大学淇县分校
三门峡广播电视大学
三门峡广播电视大学继续教育学习中心

三门峡广播电视大学灵宝市分校
三门峡广播电视大学卢氏县分校
三门峡广播电视大学渑池县分校
三门峡广播电视大学陕县分校
三门峡广播电视大学义马市分校
许昌广播电视大学
许昌广播电视大学禹州市分校
许昌广播电视大学长葛市分校
许昌广播电视大学鄢陵县分校
许昌广播电视大学襄城县分校
漯河广播电视大学
漯河电大漯河食品职业学院学习中心
漯河广播电视大学舞阳分校
漯河广播电视大学临颍县分校
商丘广播电视大学
商丘广播电视大学柘城县分校
商丘广播电视大学虞城县分校
永城市广播电视大学
商丘广播电视大学宁陵县分校
商丘广播电视大学梁园区学习中心
商丘电大睢县分校
商丘电大民权县分校
周口广播电视大学
周口广播电视大学郸城县分校
周口广播电视大学沈丘县分校
周口市川汇区广播电视大学
周口广播电视大学鹿邑县分校
周口广播电视大学商水县分校
周口广播电视大学扶沟县分校
驻马店广播电视大学
驻马店广播电视大学上蔡县分校
驻马店广播电视大学泌阳县分校

驻马店广播电视大学西平县分校
信阳广播电视大学
信阳广播电视大学罗山县分校
信阳广播电视大学光山县分校
信阳广播电视大学淮滨县分校
信阳广播电视大学息县分校
固始县广播电视大学
南阳广播电视大学
南阳广播电视大学方城县分校
南阳广播电视大学新野县分校
南阳广播电视大学内乡县分校
南阳广播电视大学邓州市分校
南阳广播电视大学淅川县分校
南阳广播电视大学唐河县分校
南阳广播电视大学社旗县分校
南阳广播电视大学西峡县分校
南阳广播电视大学南召县分校
南阳广播电视大学桐柏县分校
济源广播电视大学
省直电大河南省总工会干部学校学习中心
省直电大直属分校学习中心
省直电大中山教学部学习中心
河南省直广播电视大学
夏邑县广播电视大学
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广播电视大学
潢川县广播电视大学
项城市广播电视大学
中原油田广播电视大学
郑州铁路局广播电视大学

0371-67631001
0371-62862838
0371-62597719
0371-62176306
0371-68116811
0371-64689922
0371-69838932
0371-23381008
0371-27961166
0371-25964647
0371-22553555
0371-22119699
0371-22278858
0379-63232233
0379-67712682
0379-67926342
0379-63089292
0379-63925055
0379-68878612
0379-66284667
0379-66822516
0379-67262478
0379-66410986
0379-68222910
0379-66913429
0375-3397619
0375-3368660
0375-8091077
0375-5073215
0375-6029958
0375-5752341
0375-8123927

0375-5188126
0373-3045743
0373-5111296
0373-6200868
0373-7213676
0373-4587170
0373-8856170
0373-4495559
0373-7681288
0373-8293395
0391-3924932
0391-7119966
0391-8681958
0391-7275078
0391-8169958
0391-5631176
0391-6102157
0372-3932760
0372-8168951
0372-6213685
0372-6824999
0372-7071110
0393-4414284
0393-6225698
0393-7222889
0393-8685872
0393-5255159
0392-3227998
0392-6895112
0392-2166999
0398-2183557
0398-2836912

0398-8660230
0398-7886057
0398-4852353
0398-2225199
0398-5855561
0374-2667575
0374-8816067
0374-6170168
0374-7162618
0374-3596556
0395-2133153
0395-2133153
0395-2133153
0395-5560165
0370-3182377
0370-7289688
0370-4167987
0370-5155088
0370-7839129
0370-2272200
0370-8182378
0370-5067786
0394-8581951
0394-3195117
0394-5222180
0394-8222078
0394-7491978
0394-5600116
0394-6266363
0396-2869016
0396-6921649
0396-7899006

0396-6251082
0376-6332207
0376-7613511
0376-8853306
0376-7712061
0376-6135299
0376-6776111
0377-63107603
0377-67227001
0377-66017328
0377-65363507
0377-60900999
0377-69250569
0377-68959993
0377-67666767
0377-69680667
0377-66003099
0377-68260033
0391-6631280
0371-63312815
0371-65821069
0371-66260427
0371-65954862
0370-6272458
0371-23981966
0376-3923166
0394-3790366
0393-4848194
0371-68324261

国家开放大学是教育部直属、在广播电视大
学基础上组建而成的，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主
要面向成人实施远程开放教育的新型高等学校。

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已被国家开放大学批准
为国家开放大学河南分部，是一所运用现代信
息技术手段和多种媒体优质教育资源，实施本、
专科学历教育的公办本科院校。学校拥有优化
的网络环境、先进的技术设施、功能完备的学习
平台、丰富优质的学习资源和完整的学习支持
服务体系及质量保障体系；同时拥有一支素质
优良的教学、管理、技术和服务队伍，已形成以
省电大为中心，22 所市级电大为主干、109 所县
级电大为支撑，覆盖全省城乡的现代远程开放
教育办学系统。

知识改变生活，学习完美人生。河南广播电
视大学将努力满足社会各类成员多样化、个性化
的学习需求，为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
会作出应有的贡献。

一、报名条件
1.本科专业
具有国民教育系列相同或相近专业高等专科

（含专科）以上学历者（报读本科专业的学生需要
提交学历证明材料，学历证明为“中国高等教育学
生信息网”下载的学历证明复印件或“中国高等教
育学历认证中心”出具的认证报告复印件）。

2.专科专业
普通高中、职业高中、技工学校和中等专业学

校毕业生。“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试点专业招生
对象为普通高中、职业高中、技工学校和中等专业
学校毕业的农村青年。

3.护理学专业
本科护理学专业招生对象限于护理学专科毕

业、持有护士执业资格证书的在职在岗卫生技术
人员。专科护理学专业招生对象限于中等专业学
校毕业生、专业对口并持有护士执业资格证书的
在职在岗卫生技术人员。

4.报名者持毕业证书、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护理学专业需持护士职业资格证书原件），到各
市、县电大进行电子照片采集并办理报名手续。
各校报名截止日期为 2015年 3月 10日。

二、学习优势
1.注册入学，程序简便。符合报名条件的学

习者，可到全省各市、县电大就近报名，注册入学。
2.弹性学习，方式自主。实行“学分制”弹性

学习制度，学习者可合理安排学习时序；实行以网
络学习、移动学习与面授辅导相结合的学习方式，
学习者可灵活安排学习时间，不受时空限制。

3.资源优质，学习高效。拥有优质的教育教
学资源库，采用计算机网络、卫星电视、手机终端
等现代化传媒技术，运用纸质教材、音像教材、网
络课程、微课程等多种媒体资源。实现了人人皆
学，时时能学，处处可学。并注重学习过程性评价
和考核，学习者能够高效便利学习。

4.文凭过硬，学费低廉。学校本、专科毕业证书

国家认可，学生可通过“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
进行查询。本科（专科起点）学生符合条件的可按
规定申请学位。学费收取执行省物价局规定。

三、招生专业
1.本科（专科起点）专业（18个）
金融学、法学（含行政执法方向）、社会工作、

小学教育、学前教育（学前教师教育方向、学前教
育管理方向）、英语（教育方向）、汉语言文学（含师
范方向、文秘方向）、数学与应用数学、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电一体化系
统方向）、土木工程（建筑工程方向、建筑管理方
向、道路桥梁方向）、水利水电工程、工商管理、会
计学、物流管理、市场营销、行政管理、护理学。

2.专科专业（35 个，其中“一村一名大学生计
划”专业 8个）

金融（货币银行方向、金融与财务方向、保险
方向）、法学、小学教育、学前教育、英语（教育方
向、商务方向、旅游英语方向）、汉语言文学、广告

（营销传播方向、设计与制作方向）、计算机网络技
术（网络编辑方向、网络管理方向）、计算机信息管
理、建筑施工与管理、道路桥梁工程施工与管理、
工程造价管理、水利水电工程与管理、园艺（果蔬
方向、花卉方向、林学方向、园林方向）、护理学、工
商管理（工商企业管理方向、市场营销方向、特许
经营管理方向）、会计学（财务会计方向）、电子商
务、物流管理、教育管理、行政管理、物业管理、社
会工作、机械制造与自动化（数控技术方向、机电
方向、模具设计与制造方向）、旅游（旅游管理方
向、酒店管理方向、低碳旅游管理方向）、城市轨道
交通运营管理、人口与家庭（生殖健康方向）。

教育部“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专业：
设施农业技术、园艺技术、园林技术、畜牧兽

医、农业经济管理、农村行政管理、乡镇企业管理、
食品加工技术。

各市、县电大招生专业、报名时间等具体事宜
请向当地电大咨询。

国家开放大学国家开放大学（（河南河南））
河南广播电视大学河南广播电视大学 20152015年春季招生工作全面启动年春季招生工作全面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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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ww.open.ha.cn（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唯一官方网站） 招生监督电话：0371-6595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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