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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砺奋进的
崛起中原更出彩

承载浓浓乡愁，离不开青山绿水、美丽乡村，离不开农村人居环境的改善。这不仅是诗和远方，更是关乎亿万

农民的一场深刻变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随着近年来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广大农民对生产生活环境的

要求越来越高。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加快补齐农村发展短板，是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将为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坚实基础。

2013年10月，中央召开了全国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会议，作出全面战略部署，吹响了激昂的进军号角。

黄河从兰考县浩浩而去，地
处黄河岸边的东坝头乡张庄，曾
经脏乱无序、萧条破落。近年来

张庄的面貌日新月异，主要干支道路硬化率达到
100%，处处干净整洁，破屋旧院改建为豫东传统民
居，安全饮水工程惠及家家户户，完善的基础设施夯
实了脱贫致富路。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实施畅通工程引发了张庄巨变。
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我省许多乡村基础设

施薄弱，成为制约发展的短板。打响改善农村人居环
境战役后，我省大力推进畅通工程，实施道路、饮水、
电网、通信、危房改建等工程，乡村的“里子”越来越
结实。

在叶县辛店镇刘文祥村，随着新路铺就，“穿烂鞋
带好鞋、出了山再换鞋”的现象不再上演。我省从
2014年起实施了农村公路三年行动计划，三年建设
农村公路3.8万公里，1.2万多个行政村的村民出行更

加便捷。城乡客运一体化进程加快，全省乡镇通客
车率达到100%，越来越密的路网承托起偏远小村
的通达梦。

水与人类息息相关，但我省许多村庄却为
水所困。党的十八大以来至2015年，农村饮
水安全工程共解决2500多万农村人口
和 540 多万农村师生的饮水问题。
2016年起，53个贫困县农村饮水安全
巩固提升工程的实施，使 202.5 万人受益。
祖祖辈辈缺水的山村开怀畅饮，高氟水、苦
咸水也终于变为许多村庄的历史。

十八大以来，全省农村电网累计完成投资约470
亿元，农网变电总容量同比增长46%，供电能力显著
提升，累计完成330万户“低电压”治理。

此外，畅通工程还加快推进互联网进村入户，实
现行政村宽带全覆盖。加大农村危房改造力度，统筹
搞好农房抗震改造，让群众住得更舒心、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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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为谁而美丽
□张海涛

乡村为谁而美丽？这是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首先要回答的问题。

一位热衷旅游的朋友曾说，古朴、原生态的

乡村才有味道，最好是土坯房、羊肠小道、袅袅

炊烟，一些现代化的生活设施只会破坏这份美

感。

外人眼中的诗意乡村，是不是农民想要的

家园？对一座不整洁、不现代、不方便的所谓

“美丽”村庄，问起村民感受，回答往往是“不满

意”。

当前，广大农村正经历着深刻变革。改革

的目的，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实质，不是为了表面

的美丽，而是为了补齐全面小康的乡村短板，提

升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共享改革发展的成

果。在建设美丽乡村时，必须突出农民的主体

地位。

村民的积极性要充分激发。村民祖祖辈辈

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最了解本地的历史和特点，

要尊重他们的所思所想，充分发挥农民的智

慧。信阳市平桥区郝堂村人居环境改善之初，

就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性，让村民建设自己的

村庄。村庄建好后，农民的归属感、自豪感特别

强烈。

要提升颜值，更要提升内涵。农村长期以

来基础设施存在严重短板，公共服务和城市也

有很大差距，产业发展落后。村庄要干净美丽，

更要让农民方便宜居，促进产业发展，“面子”要

美丽，“里子”也要提升，乡村要宜居宜业。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也是一个村落的

灵魂。乡村要美丽，还需要树立核心价值，弘扬

时代精神，传承传统文化。农民有了好的精神

风貌，农村形成好的社会风尚，乡村才更有魅

力，更加和谐淳美，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我省的一些美丽乡村，如今城里游客纷至

沓来，但这不应是乡村建设的初衷。美丽乡村

不能仅仅迎合市民的审美需要，其本质不是旅

游，而是为乡亲们造福，农民应该始终是改善农

村人居环境的直接受益者。只有这样，美丽乡

村才能长久美丽下去。③7

基础设施由弱变强

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方式
的转变，乡村垃圾和污水日渐增
多，一些地方甚至出现垃圾围

村、污水横流的现象。
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美丽乡愁，乡村必须迈

过垃圾污水这道坎。
从2014年起，我省大力推进农村人居环境净化

工程，对垃圾污水实施了全方位、深层次治理，乡村不
再脏乱差，向着干净整洁的目标迈进。

处理设备越来越完备。截至去年底，全省84%的
行政村开展整治活动。据今年年初统计，80%的行政
村配建了垃圾收集设施，县级垃圾处理场达124座，
建污水处理厂8440座。保洁队伍进一步加强，全省
行政村共有保洁人员19万人,实现了行政村全覆盖。

走进汝州市庙下镇胡庄村，房前屋后干净整洁，
村中垃圾实现了分类收集，村民用垃圾还能兑换生活
用品。目前，汝州市近一半村庄都设有“垃圾兑换超
市”。

南阳市新建了微动力、生物净化、人工湿地等污
水处理设施，探索污水治理经验。

长效机制逐步建立。乡村好环境，要三分建、七
分管。县乡村逐步完善了垃圾“清扫、收集、转运、处
理”等制度，实现了长效保洁。南乐县率先实现城乡
环卫一体化，最大限度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兰考一些
乡村不断摸索，逐步建立了“五分钱工程”，每人每天5
分钱，进行了保洁市场化改革。

焦作市、濮阳市、许昌市等引入社会资本建设垃
圾发电厂，解决垃圾出口问题。

督导机制作用日显。实现了督导考核规范化、检
查评比常态化、舆情监督透明化。仅2014年，全省就
对市县进行了5次督导考核。此外，连续两年委托第
三方进行了民意调查。

我省还加强农村家庭庭院、村庄公共空间整治，
推进农作物秸秆资源化利用，开展农村无害化卫生厕
所改造等。截至去年年底，全省农村卫生厕所累计普
及率达到80.30%。

垃圾污水有效治理

我省还积极实施亮化工
程，让许多村庄第一次用上路
灯，漆黑的乡村夜晚被点亮。

全省各地按照方便农村居民生活的基本要求
安装照明设施，城市周边、产业集聚区周边、乡镇政
府所在地的村庄，努力实现夜晚普遍有照明。平原

和丘陵区村庄，实现村庄出入口、主街道和
公共活动场所等重点部位夜晚有照明。山

区村庄，尽量实现夜晚有照明。建立村
庄亮化管护机制，确保照明设施正常使

用。
马沟村是嵩县九店乡一个偏远的贫困村，山高

路险，一到晚上村里漆黑一片，村民夜间外出都是
摸黑前行，带着手电筒都胆战心惊。2016 年元旦
前，村里装上了太阳能路灯，照亮了山村的角角落
落，也温暖了群众的心。

两停岗村位于安阳市红旗渠经济开发区陵阳
镇，近年先后投入 126万元改造村内路灯 61盏，全
部为LED灯，实现村内主干道路灯全覆盖，群众夜
生活也变得丰富起来。

盏盏路灯温暖群众

外出务工农民春节返乡，
辛苦攒下的几万元几乎全输在
了牌桌上。这样的情形，在一

些村庄并不鲜见。
近年来农村逐步富裕起来，但很多地方群众精神贫

困的问题没有解决。新农村不仅是“物”的新农村，更是
“人”的新农村，内外兼修才能打造真正的美丽乡村。

我省在大力夯实乡村硬件的同时，还实施文化
工程，丰富农民的文化生活，弘扬正能量，健全乡村
文明公约，普及文明知识，提升农村软环境。挖掘传
统文化，传承乡村文明，让农民身有所栖、心有所寄。

截至今年年初，71%的行政村建成了文化健身
广场，具备图书、医疗、体育、文化、法制等多种功
能。原本光秃秃的围墙，如今变身图文并茂的文化
墙，扮靓了乡村，凝聚正能量，文明乡风更淳厚。

孟州市莫沟村在提升环境、发展产业的同时，还
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优秀传统文化，“和
睦家园大讲堂”定期开讲，村风民风发生显著变化。

在永城市演集镇刘庄村，村里将原有的废弃大
坑变废为宝，填坑造地，建成了面积约10亩大的文
化广场。不光村容变得美观，还使村民健身娱乐有
了好去处。

禹州市文殊镇陈南村建设了文化大院和农家书
屋，并把全村230多户的家风家训写成对联，每年开
展十星级文明户评选活动。

省委农办与省文明办、省财政厅等单位联合开
展“美丽乡村·文明家园”示范村建设，改善农村人居
环境，推进农村两个文明同步发展。鹿邑县等地积
极响应，在行政村建设健身文化广场，开展“好婆媳、
好妯娌”等活动，提升农村文化品位。

成风化人内涵提升

今年植树时节，记者在襄
城县十里铺镇单庄村看到，村
民将一棵棵树苗栽种在房前屋

后、主街道两侧及废旧坑塘周围，村里免费提供技
术，两三年后统一回收。

这是襄城县“村庄森林”工程引来的新变化，计
划今年完成3万亩“村庄森林”建设任务，确保全县
村庄森林覆盖率达到45%。

村庄离不开树木，一句“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
斜”，承载了人们对美丽田园的多少向往。

我省持续开展绿化工程，要求村内道路、坑塘河
道和公共场所普遍绿化，农户房前屋后和庭院基本
实现绿化，村庄周边普遍有绿化林带，有条件的村庄
实现绿树围合。

同时，不仅村庄内要绿化，农村公路、田间林网

绿化也不能遗漏。十八大以来，全省“百千万”农田
防护林工程造林面积已达51.06万亩，2017年已完
成12.39万亩，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永城市从可持续发展战略高度推进林业发展，
不仅改善了环境，还实现了富民惠民。近年来，该市
先后实施了淮防林、小型公益林、速生丰产林、水土
保持林等一系列国家、省工程造林项目。截至2016
年年底，永城市森林覆盖率达到22.6%，被全国绿委
会授予全国绿化模范县（市）。

我省还积极探索建立有效的种绿、护绿机制，确
保村庄永远绿意盎然。

新县沙窝镇汪冲村开展了森林碳汇项目，通过
植树造林，把固碳量卖给那些有减排需求的企业或
个人。这个项目不仅让村子守住了青山绿水，还让
生态释放红利，青山绿水真正变成了金山银山。

林木花草扮靓乡村

随着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的推进，一座
座往昔蓬头垢面的村庄，实现了美丽嬗变，39
个入选国家级美丽宜居村庄。

农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得到显著提
升，在我省开展的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第三
方评估中，群众满意度逐年提高，去年达到
82%。

“过去住土房、走土路、吃水还靠挑，现在条
件不比城里差，村里还建设了滑雪场、万亩采摘
园，变化实在太大了。”50多岁的济源市承留
镇花石村村民周万成对记者感慨。

驰而不息，久久为功，中原上下同心，乡村
美丽嬗变，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已站在新的
起点上。

按照《河南省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五年行动计
划（2016—2020年）》，到 2020年，全省行政村
80%以上达到省级农村人居环境达标村标准，
40%以上达到省级农村人居环境示范村标准。

这是一个变革的时代，这是一个共享的时
代，新的希望在阡陌间孕育，新的动能在村落里
汇聚。中原乡村的未来，必将带给世人更多惊
喜……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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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海涛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中原重任在肩。
我省是农业大省，农村人口众多。即使将来城镇

化发展到较高程度，还会有大量人口居住在农村、生
活在农村。

我省已开展新农村建设多年,虽然农村面貌有了
很大改观，但底子薄、欠账多的问题仍较严重。

全省绝大多数村庄尚无完善的生活污水及垃圾
处理设施，“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晴天一身土、雨
天一身泥”的现象还普遍存在。一些乡村基础设施存
在短板，缺水少电，手机无信号，春节本是合家团聚的
时光，许多人返乡探亲时却不愿住在老家，部分城镇
往往出现宾馆爆满的现象。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中原时不我待。
全国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会议后，河南积极

落实中央部署，多措并举、全力以赴。全省改善农村
人居环境工作由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成立
了联席会议、推进工作办公室。省委农办负责召集
改善农村工作联席会议，做好政策制定、部门协调和
工作督导，省住建厅、省环保厅、省卫计委等单位各
负其职、各尽其责，共同推进工作开展。

“过去农村的脏乱差主要是贫困造成的，同时，农
村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短板又是重要致贫因素。在
我省的脱贫攻坚战役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一场硬
仗，要持续推进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五年行动计划，让
广大农村更洁净、更宜居、更美好。”省委农办常务副
主任申延平说。

在广袤中原大地上，从绵邈山乡到沃野平畴，从
庭院巷陌到河流坑塘，畅通工程、净化工程、绿化工
程、亮化工程、文化工程在如火如荼开展，一场人居环
境的全面变革正向纵深推进。

万千乡村 美丽嬗变

新农村建设一定要走符合农村实际的路子，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充分体现农村特点，
注意乡土味道，保留乡村风貌，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

——2015年1月20日，习近平在大理市湾桥镇古生村考察时强调

自2014年以来

建设农村公路3.8万公里

12000多个行政村出行更便捷

全省乡镇通客车率达到100%

路网铺设

十八大以来我省农村电网

累计完成投资约470亿元

农网变电总容量同比增长46%
累计完成330万户“低电压”治理

农网改造 环境净化

据今年年初统计

80%行政村配建了垃圾收集设施

县级垃圾处理场达124座

建污水处理厂8440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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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走进兰考县东坝头乡张庄村，村前村后到处都是成片的树林，座座村舍掩映其
中，麦地里长着排排泡桐树，生机勃勃。过去张庄环境脏乱差，近年大力改善人居环境，
配备专职保洁人员，垃圾分类处理，建起了生态污水处理厂、公共厕所，村庄处处干净整
洁。主要干支道路硬化率达到100%，安全饮水工程惠及家家户户，基础设施公共服务
水平大大提升。

张庄积极发展旅游业，将破屋旧院改建为豫东传统民居。此外还有占地120亩的
“焦裕禄精神体验基地”、四面红旗展览馆等，乡村新业态正引领百姓走上致富路。③4

长
垣
县
大
浪
口
村

长垣县赵堤镇大浪口村曾经是远近闻名的贫穷偏远小村。如今，这里却是一个能
留得住乡愁的美丽乡村。

在大浪口村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中，没有拆旧建新，奉行的是另一种改善理念：
保留原始村落的面貌，打造原汁原味的美丽乡村。具有豫北传统特色的四合院式民居，
青砖灰瓦、古朴素雅，保留了村落的原始风貌。

目前该村已建成了黄河古道、大浪口渡口、永乐拱桥、荷塘生态区等旅游服务场所，
正在建设古豫遗风、荷趣园、芙蕖水街等乡村旅游景区。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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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信阳市平桥区明港镇新集村坚持以“不改变原始风貌，通过改造原有住房，
改善居民居住环境”为理念，引导村民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开展垃圾分类和资源回收利
用，改水改厕，美化村庄面貌，完善公共服务。全村共流转土地3000余亩，大力发展生态
观光休闲农业。

如今，新集村环境干净整洁，近千亩油菜花芳香扑鼻，数百亩的荷花赏心悦目，盛花
期日参观人次达万余。2015年 12月被省住建厅评为“河南省首批美丽宜居村庄”，
2016年12月被住建部评为“第四批美丽宜居村庄示范”。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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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源市承留镇花石村近年来壮大了集体经济，实现了共同富裕。
经济基础夯实后，在镇政府扶持的基础上，花石村拿出股份经济合作社中年利润的

30%，用于村里水、电、路、气、绿化、亮化、文化等公共设施建设，大力整治人居环境。
对各类垃圾违建进行彻底清理清除，并加强日常管理和维护，形成了长效环卫保洁机
制，完善基础设施，提升公共服务。目前，花石村环境优美，森林茂密，来这里赏荷游玩、
健身运动的人络绎不绝。村里人家家吃上了自来水，用上了免费沼气，垃圾、污水实现
集中收集处理。③4 （整理/张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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