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
发，粪便靠人拉”，曾经是
人们对农村生活环境的
印 象 。 几 句 调 侃 的
话，却道出了多少无
奈和心酸。

宝丰县强力实
施“百村示范、整
县提升”计划，开展
以“ 清 垃 圾 、清 塘
沟、清畜禽粪污染，
改水、改厕、改旧习，
增绿、增亮、增文化”为
内容的“三清、三改、三增”
行动，重拳出击村庄环境“脏乱
差”突出问题，逐步实现村庄环境的干
净、整洁、有序。据了解，去年该县新增
农村人居环境示范村 41 个、达标村 34
个。

1月 16日，午后的肖旗乡朱洼村多
了些许暖意，村委会西侧干净整洁的小
广场上，晒暖儿的村民逐渐多起来。不
承想，如今娱乐休闲设施完善的文体小
广场，曾经是柴草乱垛、粪土乱堆、垃圾
垒成小山坡。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乡村振兴的重
要支点。去年，宝丰县开展了农村存量
垃圾集中清理整治行动，清理存量垃圾
约 14万吨，让全县所有农户房前屋后、
村庄沿路沿线、坑塘沟渠等场所的陈年
垃圾得到彻底清理。

与此同时，宝丰还实施了城乡环卫
一体化项目，将原来由市、乡、村三级承
担的垃圾治理任务，集中交由专业环卫
公司负责，初步建立了“村收集、乡转运、
县处理”的农村生活垃圾收运体系。目
前，该县实现了 298个行政村“村村有保
洁员、垃圾日产日清”的目标，并顺利通
过全省垃圾治理达标验收。

“一个土坑两块砖，
三尺土墙围四边”，曾是
农村旱厕的真实写照。
可是，商酒务镇杨沟
村村民杨忠强高兴
地说：“这都是过去
的事了！”

干净的地板，
洁白的坐便，洗涮
用水倒入储水桶，
成为便池冲洗用水，

如厕后，轻轻一踩，污
水直接进入无害化化粪

池，经过三级沉淀，沉淀物
可以用作自家地里的有机肥，

而污水清液则顺着排水沟排入村里的生
态净化池。

“老乡算小康、厕所算一桩”，厕所是
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去年，宝丰
拉开了农村“厕所革命”的大幕，要求每
个乡镇至少有2座符合标准的公厕、每个
村庄至少有 1个符合标准的公厕。他们
把赵庄镇确定为试点镇，把泥河、娄庄等
11个村确定为试点村，按照“县级补助、
乡村组织、农户出工”的方式，开展了农
村“旱厕”试点改造工程。目前，全县共
完成改厕867户。

“县财政每户补助 1000 元，剩余的
村里想办法，村民不用掏钱，就能用上新
厕所，大家伙儿能不高兴吗？”杨沟村党
支部书记杨永杰说。

此外，在污水治理方面，宝丰县以房
前屋后坑塘沟渠为重点实施清脏输浚工
程，消除农村黑臭水体。“我们在每个村
都建设了污水排放沟渠，以解决生活污
水乱排乱放、道路积水等问题，对于有条
件的村，我们还建设小型人工湿地等低
成本、易维护、高效率的污水处理设施。”
宝丰县农委主任孙长山说。

生态富裕的赵庄镇赵庄村生态富裕的赵庄镇赵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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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排排村居古色古香、错落有致；

一条条道路宽敞平整、干净整洁……

1月 15日，虽是隆冬时节，但在宝丰

县观音堂林站石板河村，却是蓝天、

绿树、碧水交相辉映的别样风景。

两年前，这里还是一个位于大

山深处、偏僻落后的小山村。如今，

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东风中，石

板河村早已破茧成蝶，绿了、美了、

亮了，还发展起了农家乐、养蜂产

业、旅游业，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

和摄影爱好者。在这里，“风景”变

成了“产业”，“美丽”转化成了“生产

力”。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看似是小

事情，实则是大民生；虽然是小切

口，但能做大文章。近年来，宝丰县

深入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

动，大力实施“百村示范、整县提升”

计划，持续开展“三清、三改、三增”

行动，不断推进垃圾污水处理、“厕

所革命”、村容村貌提升和农村精神

文明创建，重点打造一批“四美乡

村”“美丽小镇”和“五美庭院”，努力

实现农村环境面貌和农民文明素质

“双提升”。

“建设好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必须要首先打赢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这场乡村振兴首场硬仗。为此，我

们不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怀着焦裕禄同志的‘三股

劲’，跑出‘宝丰速度’，彰显‘宝丰力

度’，增加‘宝丰厚度’，打造‘宝丰现

象’，使乡村变得更宜居、更美丽、更

文明，为建设富强、文明、平安、美丽

的‘四个宝丰’谱写新篇章，为宝丰

高质量发展增添浓墨重彩。”宝丰县

委书记、县长许红兵说。

如今，徜徉于宝丰的农村广阔

天地，放眼田园农舍、田野阡陌，一

幅幅现代版的“乡村富居图”正在徐

徐展开……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李修乐 张宏怡 白秋津 王冰珂

1 月 14日，宝丰县张八桥镇大栗庄
村，几名村民正在136米长的“石头路”上
散步。据介绍，这条路由废弃碎石块铺
就，并利用废旧电线杆做桩，在顶部搭起
了架子。路两边栽种的是葡萄等藤蔓瓜
果，夏天一到，将成为村民乘凉的好地方。

除了“石头路”，大栗庄还修筑了 3.7
公里长的水泥路，实现水泥路“户户
通”。近年来，宝丰强力整治路域环境，
对大街小巷平整清障、高斩低平、拆除违
建、打通断头路，建成省级“四好农村路”
示范县，争创全国“四好农村路”示范县，
共整治街道 450 公里，硬化道路 156 公
里，切除踏步1260处，拆除违建878处。

在肖旗乡岭湾村，几名村民正在果
园里给刚种下的几株树浇水。该村村支
部副书记王广营说：“果园建在拆除的废
旧宅基地上，大大小小共 50余亩。大面
积果园准备交给专人承包，零星地块由
贫困户管理。”

近年来，宝丰建立生态环境治理体
系，把城镇、乡村有效统一起来，打造绿
色城镇、森林村庄、园林宝丰。从去年11
月起，大力开展绿家园、美乡村果树栽植
工作，采取“见缝植绿栽果”的办法，栽植

本地小杂果，把乡村美化和群众受益充
分结合起来，实现乡村林果化。

“按照‘一村一策、因地制宜’的思
路，在贫困户庭院、拆旧复垦土地、村内
主次干道两侧等地，栽种桃树、梨树、石
榴树等本地小杂果，实现‘春季花飘香，
秋季果满枝’，达到观赏性、可食性、效益
性三合一。”宝丰县相关领导介绍。

目 前 ，全 县 农 村 共 栽 植 小 杂 果
15000棵，完成了 50个村桃、杏、梨等小
杂果种植，80多个村实现了村庄林果化。

为了突出乡村特色，留住美丽乡愁，
宝丰积极保护古宅古建、古树名木，一件
件旧物件“变身”为一道道美丽风景线：
老旧的土坯房“摇身一变”成为书屋、村
史馆，农耕文化馆里陈列着传统的犁、
耙、耧、织布机等农具……

目前，全县共建成“农味”十足、乡愁
十足的农家书屋44处、农耕文化屋8处。

为改善村容村貌，宝丰县安排预算
支出 6150万元，大力开展“四美乡村”建
设。2018年，全县建成“四美乡村”建设
示范乡镇 1 个，建成“美丽小镇”10 个、

“四美乡村”30 个和“五美庭院”6000
个。

村容村貌：

“颜值”与“气质”同升2

在河南康龙实业集团种植基地，每
100亩地，便有一个千头育肥猪生产线，生
猪吃的是有机粮——秸秆，庄稼用的是有
机肥——猪粪。目前全县共建设“百亩田千
头猪”种养结合循环发展模式生产线57条。

宝丰县是粮食大县，秸秆处理也成为
农村环境治理的重要影响因素。近年来，
宝丰推行秸秆还田的同时，大力推进农作
物秸秆综合利用，将秸秆用于畜禽养殖，既
减少了饲养成本，又减轻了环境压力。

为有效减少草食家畜饲草料供需缺
口，降低生产成本，宝丰县以玉米为突破口
推动粮改饲，发展全株青贮玉米，改籽粒收
储利用为全株青贮利用，让玉米从跨区域
销售转向就地利用，促进玉米优势产区向
奶牛、生猪生产基地转变。

2017年，该县五家规模较大的奶牛养
殖企业使用优质全株青贮玉米，加之进口
苜蓿、燕麦草配合使用，营养结构提高，每
头奶牛平均日增鲜奶2公斤以上，奶质明显
提高，每吨牛奶饲料成本降低约200元。

发展养殖解决了农作物秸秆问题，如
何处理、利用畜禽养殖废弃物？

三年来，宝丰不断加大环保力度，引导
畜禽养殖从禁养区、限养区向适养区转移，
并筹措项目资金，对全县161家养殖场进行
粪污治理设施改建，构建畜禽养殖粪污收
集、储存、处理、利用体系，实现源头减量、
过程控制和末端利用。

同时，大力推广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模
式，积极开展畜禽养殖废弃物处理和资源
化利用工作，坚持以地定养、以养肥地、种
养平衡、农牧结合，分类探索畜禽养殖废弃
物资源化利用有效模式，以肥料化利用为
基础，因地制宜，实现畜禽养殖废弃物就地
就近利用。

据统计，目前，绿色畜牧业在宝丰县农
林牧渔总产值中已占“半壁江山”带动农民
致富近10万人。

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宝丰县还不断推
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着力培育家庭农场、
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大力发展文
化旅游、休闲观光、乡村旅游等业态，推动
田园综合体试点建设，促进农民增收。

位于宝丰县观音堂林站东北的天之润
田园综合体项目是平顶山市“十三五”规划
重大工程项目之一，规划总面积约 36平方
公里，总体规划为“一心、两廊、六板块”，其
中“一心”即农业综合服务与农产品加工物
流中心；“两廊”即滨水休闲景观廊道、漫步
骑行景观廊道；“六板块”即花椒规模种植
板块、光伏农业示范板块、特色林果生产板
块、田园文创度假板块、文化康养休闲板
块、生态修复示范板块。据介绍，项目建成
后，将带动观音堂林站 3775名贫困人口实
现脱贫，直接带动 3500 人以上就业创业，
实现乡村生态环境的修复和绿化，全面提
升乡村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

“现在随礼最多不超过 100元，待客也
不出庄儿，村民们敬老孝老、勤俭节约，思
想观念在不断变化，村上的风气也越来越
好了。”1月 15日，全国文明村——宝丰县
赵庄镇袁庄村村民任果告诉记者。

两年前，袁庄村新建了一个专门为群
众红白喜事待客的地方，取名叫“宴客
厅”。待客的宴席执行村规民约里的标准，
并接受村上红白理事会的监督。“宴客厅”
开业以来，新事新办，新事简办，节约了开
支，弘扬了新风，深受村民称赞。

美丽乡村，既要“塑形”，也要“铸魂”。
近年来，宝丰县在提升乡村外在“颜值”的
同时，深入开展农村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深
入推进移风易俗，培育文明乡风和新乡贤
文化，形成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提靓乡村
内在“气质”，实现“村美人更美”。

针对农村婚丧礼俗活动中存在的大操
大办、封建迷信等现象，宝丰县先后印发了
《宝丰县推动移风易俗、弘扬文明乡风建设
实施方案》《宝丰县文明节俭办理婚事标准
（试行）》等一系列文件，在 320个行政村建
立《村规民约》并成立“红白理事会”“道德
评议会”“村民议事会”“禁赌禁毒会”等，推
动形成文明节俭新风尚。

“好风气的形成，不仅需要制度的约
束，也需要榜样的引领。”宝丰县文明办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去年以来，宝丰县先
后开展“评星树典”“十大新乡贤”评选等先
进典型评树活动，用精神的力量感召、影响
身边的人，培育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
和谐的良好风尚，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今年43岁的娄志克是宝丰县赵庄镇娄
庄村人，他先后做过煤炭、地产等生意，如今
又流转土地 890多亩，发展苗木种植产业。
同时，还拿出资金数百万元帮扶困难群众和
在家务工人员参与林业生态廊道建设。在
去年宝丰县首届“十大新乡贤”评选活动中，
娄志克荣获“十大新乡贤”荣誉称号。

“像娄志克这样热爱家乡、扶贫济困、
造福桑梓的乡贤代表典型事迹，在农村精
神文明建设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引领作用。”
宝丰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吕晋说。

1月 16日，在宝丰县大营镇李文驿村
文化活动室里，前来读书、下棋、上网查阅
资料的村民络绎不绝。农村文化活动室，
是宝丰县农村综合服务体建设中的重要内
容之一。2018上半年，该县筹措资金 1亿
元，启动了以农村标准化卫生室、农村警务
室、农村文化活动室和文化体育广场等“三
室一广场”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综合服务体
建设，除此之外，综合服务体还涵盖农村电
商体验中心、农民培训中心、农村党校等。

“目前，规划建设的 106个农村综合服务体
项目，已开工建设 77个，其中 50个主体已
经竣工，1个已经投入使用。预计 2020年
年底前，将在全县农村实现农村综合服务
体全覆盖。”宝丰县副县长申红霞介绍。

覆盖全县农村的公共服务体系逐渐建立，
使乡村文化活动越来越丰富，群众的生活也越
来越滋润。“现在村里打牌的人少了，跳广场舞
的人多了，家庭成员更和睦，邻里关系更和谐
了。”宝丰县李庄乡杨庄村村民王敏说。

乡风淳，乡村兴。放眼父城大地，“评
星树典”暨“十大新乡贤”等创评活动成为
引导宝丰县群众的“文明追求”；《村规民
约》成为村民共同遵守的“文明准则”；婚丧
嫁娶标准成为事务操办的“文明政策”……
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蔚然成风。

“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事关广大农
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宝丰县在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上，起步较早，措施得力，成
效比较明显。要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
干，一张蓝图绘到底，久久为功，精准施策，
全面推进，夺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这场硬
仗的最终胜利，助力中原更加出彩。”平顶
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张庆一说。

宝丰县每季度举行一次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观摩调研活动，
逐村观摩，整乡推进，奖优罚劣 温世举 摄

商酒务镇杨沟村百年老皂角树下，村民们在喝茶聊天 宝丰
农办提供

肖旗乡岭湾村用废弃棍棒、砖瓦修建的村大门别具一格 王冰珂 摄

人居环境：

宜居与美丽共存1
绿色发展：

“腰包”与“脑袋”同富3

文明乡风：

“塑形”与“铸魂”并举4

美丽的观音堂林站石板河村蓝天、绿树、碧水交相辉映 陈新伟 摄

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打好乡村振兴首场硬仗

一村一落皆成景 美丽宝丰入画来

肖旗乡韩店村发展有机生菜种植，富了村民 何五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