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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乡村更美更宜居

□商丘观察记者 王平 刘梦珂
本报通讯员 杨友欣

农村美不美，环境好不好，直接关系到
农民生活质量。

垃圾围村、老式旱厕、污水遍地……近年
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
转变，这些农村人居环境矛盾问题越来越突
出。而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成为关系农民生产
生活的普遍性问题，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
要组成部分，更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那么承载着无限乡愁的农村，如何才能
变得更美更宜居？

记者在商丘市多个县区走访发现，豫东
大地的农村正在发生蝶变，美丽而宜居的家
园在这里找到答案。

整治乡村“痛点”

4月22日，记者来到民权县花园乡赵洪
坡村，首入眼帘的便是挂着灯笼干净整洁的
磨盘道路，两侧的墙壁上绘画着各种农耕
图，沿着这条路直走，中间延伸出多条颇具
乡村特色的小胡同，让人留恋不已。

突然，耳畔响起优美的陶笛声，同行的
人笑着说：“现在老百姓吃穿不愁，越来越重
注提升生活品质了。”伴着笛声继续前行，来
到村中的桃花岛，四周环水，岛上小亭内三
五群众谈笑风生。

“我们村现在大变样，陈年垃圾几乎都
没了，这个岛原来就是个垃圾坑，清理了之
后变成了村公园，有花有水的，多好。”今年
72岁的村民许从莲高兴地说。

“垃圾围村”一度成为乡村“脏乱差”的
首要痛点问题。此次记者走访民权县花园
乡、绿洲办事处和睢县周堂镇的多个乡村，
几乎看不到“垃圾围村”的踪影。

垃圾到哪儿去了？
“通过市场化运行确定两家公司负责全

县农村垃圾管理清运工作，采取‘村收集、乡
镇转运、县运输处理’模式开展农村垃圾长
期治理，为各乡村配备了保洁人员，增设垃
圾收集桶，大型垃圾运输车，乡镇垃圾转运
站等，实施城乡环卫一体化，实现 529个行
政村全覆盖。”民权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张勇

说，“一开
始 ，清 理 常
年堆积的垃圾
就用了半年时间。”

和民权县一样，商
丘市 10 个县（市、区）按照

“户分类、村组收、乡镇运、县处理”模式，
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或自己组建保洁公司的
模式，建立了城乡一体的农村垃圾收运处置
体系。2018年，市县乡财政投入5.8亿元用
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全市4583个行
政村采取不同方式，按照2‰的比例基本配
备了专职或兼职保洁人员，共配备保洁人员
2.6万人，确保村庄垃圾能够及时清理，农村
积存垃圾和非正规垃圾堆放点得到有效治
理，扭转了农村脏乱差现象，农村面貌焕然
一新。为彻底解决垃圾出口问题，商丘市还
规划建设了4个垃圾焚烧发电厂或静脉产业
园，其中2个马上就要建成投产。

“原来回老家特别讨厌上厕所，老式旱
厕，脏不说，夏天更是臭气熏天，孩子们都不
愿意在老家住，我们也是回家看看当天就返
回。”商丘市居民王荣说。

正如王荣所说，农村厕所落后确实是影
响农民群众生活品质的一大短板。为补齐
短板，商丘市大力开展农村户用厕所建设和

改造，在贫困村“改厕”全覆盖的基础上，逐
步向全市所有村庄铺开。2018 年商丘市

“改厕”46万户，将村民家里的土茅坑改造成
冲水式厕所，让越来越多的农村家庭用上了
操作方便、干净整洁的冲水式厕所。

改变群众观念

每天上午 10时许，民权县花园乡陈庄
村的大喇叭开始播放《小手拉大手，共建美
好家园》倡议书，号召老百姓动起来，爱护环
境从我做起。

“村里的大喇叭每天都广播，我还配了
一个小喇叭，人多的时候也喊喊，现在村民
都不随地乱扔垃圾了。”正在打扫卫生的村
保洁员王国强告诉记者。

“村里环境这么好，谁还好意思乱扔垃
圾啊。”“现在家家都养成了好习惯，素质都
提高了。”……一旁的村民们随声附和。

在睢县周堂镇乔寨村，“爱护环境，保护
美丽家园”“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
愁”等各种宣传板报、横幅等随处可见。

睢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称，该县专
门制作了宣传片分发给各乡村播放，并采取
多种形式，大力宣传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工作
的重要意义和目标任务。广大群众“讲文
明、讲卫生，保护环境、爱我家园”的思想文
明意识明显提升，公共卫生观念和保洁的自
觉性、主动性也增强了。

村容村貌是乡村的“脸面”，让乡村田园
净起来、美起来，提升人居环境不仅仅靠政
府的努力，更需要广大村民从思想上改变观
念，从行动上自觉维护，让村民们意识到整
治环境自己是受益方。

打造特色乡村游

“乡愁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永不老
去。”为破除城镇化“千城一面”“千村一面”
怪圈，留住乡韵乡愁。在整治农村人居环境
的同时，有条件的“特色村”“重点村”也逐渐
建成了宜居宜游的“特色田园乡村”。

走进民权县绿洲办事处任庄村，水天一
色的美景，临水而建的农家乐，粉墙黛瓦，亭
台楼阁，还有热闹非凡的游乐场，这里早成
了远近闻名的乡村旅游热点。

“环境改善后，我们高标准规划建设任
庄村景区，吸引了很多人。周六周日来的人
更多，大大带动了旅游产业，村里光农家乐
都开了20余家呢。”村民高清献说。

废弃的自行车、轮胎摆出造型当装饰；
旧房拆迁下的檩条改造成秋千、改成民俗博
物馆；竹子、树木搭建成凉亭……

在商丘，许多乡村和任庄村一样，“农旅
结合、以旅兴农、以农带旅”，立足乡村优势，
打造富有地域特色、承载田园乡愁、体现现
代文明的美丽宜居“升级版乡村”。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持续提升农民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商丘将深入开展村庄清
洁行动，因地制宜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加快推进农村“厕所革命”；推进“四美乡
村”“五美庭院”创建，抓好农村人居环境“千
万工程”，打造美丽宜居样板村，让人们望得
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7

用生命诠释大爱与担当
——追记河南省商丘市公安局网安技侦支队民警王涛

□商丘观察记者 王平 刘梦珂
本报通讯员 谢飞

“忠诚、干净、担当，业务精湛、勇挑重
担、甘于奉献，他是我们这支无形战线的榜
样！”4月 25日，提起王涛，商丘市公安局网
安技侦支队政委马昌军这样评价道。

王涛是商丘市公安局网安技侦支队一名
普通民警。4月12日，他在侦办夏邑“4·10”
杀人焚尸案过程中，连续加班，劳累过度导
致突然死亡，年仅31岁。

从警 7年来，王涛先后参加侦办各类
刑事案件 330余起，参与抓获犯罪嫌疑人
410余名，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
公务员。牺牲前，他还被省公安厅政治部
评为“2018年度全省公安技侦工作成绩突
出个人”。

4月 14日，是王涛出殡的日子，商丘市
公安民警代表、社会各界群众万余人来到
灵车经过的交通路口及殡仪馆，自发地为
王涛送行，正在行驶的车辆停车鸣笛致哀。

忠于使命 奉献到最后一刻

“我申请去调查案件。”
“你身体顶得住吗？家里走得开吗？”
“没问题，我这就到。”
4月 11 日下午 6时许，商丘市公安局

网安技侦支队技侦综合办案大队长祝迪在
微信群中发布一条夏邑命案信息，已经连
续在外执行抓捕任务8小时的王涛看到后，
立即要求前往夏邑。

当晚8时，在夏邑县曹集命案现场指挥
部，王涛认真分析研判案情后，对嫌疑人做
出推测。结合王涛的分析，民警找到案件
突破点。此后，王涛一边同办案人员讨论
细节，一边与在支队值守的同事沟通，一直
忙碌到次日凌晨3点多，终于锁定嫌疑人及
其潜逃方向。

因案情紧急，需要连夜前往异地实施
抓捕。已经劳累一夜的王涛回到单位没有
休息，又主动要求参与异地抓捕工作。就

在准备办理出差手续时，意外突然来临。
祝迪回忆道，12日中午 12时 25分，他

突然听到急促连续的出气声，扭头发现王
涛坐在座位上，双眼微睁，嘴巴略张，双手
发抖。他立即拨打 120电话，并对王涛实
施抢救。王涛被送往医院，终因抢救无效，
不幸牺牲。

18个小时的连续工作，王涛分析研判
数据 1万余条，直接锁定嫌疑人身份位置。
王涛牺牲后，战友化悲痛为力量，全力开展
侦破，终将犯罪嫌疑人臧某抓捕。

心怀赤诚 始终为民而战

“单位的事永远最重要，只要接到工作
电话，无论几点他都走……”妻子王战婷说。

“管、中，还有我需要做的工作吗？”这
是王涛留给战友们最多的一句话。

2018年 2月，王涛等专案民警经过连
续十余天的夜间秘密工作，成功锁定和掌
握了陈某某等涉黑案件的基本情况。3月

5日凌晨，民权县公安局对陈某某等涉案犯
罪团伙成员实施集中抓捕行动时，王涛在
对负责的十名涉案人员提前结束侦查任务
后，前往 20公里外的现场协助另一小组进
行侦查，最终顺利把 18名涉案人员抓获。
集中抓捕行动结束时，王涛就问了一句话：

“还有吗？下一个去哪里？”
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一心为民，

却不追名逐利。当荣誉纷至而来的时候，
他总是把机会留给其他人。

王涛离开了，留下年仅 3岁的女儿，已
有8个月身孕的妻子，还有生活在农村靠打
工维持生计的双亲。

“他走的太突然了，我很痛苦，但我也
很骄傲。”王涛的父亲王德山说起儿子不由
地红了眼眶。

万家灯火,是他们帮我们默默守候；岁
月静好,是他们替我们负重前行。像王涛
一样，一个个公安民警用汗水、鲜血甚至生
命彰显对人民群众的殷殷大爱,在平凡岗
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7

商丘市

公共法律服务中心试运行
本报讯（商丘观察记者 王平 刘梦珂）4月 23日，记

者获悉，商丘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投入试运行。至此，商
丘市在为全市群众提供“专业性、综合性、一站式”法律服
务方面向前迈进一大步。

商丘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位于市司法局新建业务
用房临街一楼，设立引导台、服务区、等候区、办公区及
私密接待区。大厅入口配备有一体式触摸显示屏，依托

“12348”中国法网智慧法律咨询平台，将线上和线下相结
合，为办事群众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服务套餐。

商丘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的投入运行，极大简化了
群众办理业务的申请程序，实现各类法律服务资源优势
互补，形成“线上”与“线下”相结合、“虚拟”与“实体”相呼
应的“公共法律服务共同体”，为群众提供普惠均等、高效
便捷、精准便捷的公共法律服务。7

柘城县

荣获我省“四好农村路”示范县
本报讯（商丘观察记者 王平 刘梦珂 通讯员 张远铭）

4月 26日，记者获悉，在省交通运输厅下发的《关于命名
2018年度全省“四好农村路”示范县的通知》上，柘城县被
授予省“四好农村路”示范县称号。

柘城县强力推进建管养运协调发展，全面开展路田、
路宅分离，路域环境整治，路产路权保护等各项工作，创
新设立六级“路长制”、智能限高杆、公益性爱路护林员岗
位，取得显著成效。目前，每个乡镇通达二级公路，行政
村通路、通车率均达到 100%，全县构建了外环 9个乡镇、
内环 6个乡镇 2大交通闭合圈，形成乡与乡、乡与主干道
相连接的农村交通路网结构，一个以县城为中心，4条省
道和商周高速、商柘快速通道为支撑的“两环九放射”交
通路网体系日益完善。

下一步，该县将积极开展农村公路“百县通村入组”
“万村通客车提质工程”等各项民生工程，全面推进“四好
农村路”建设工作，为助力脱贫攻坚、引领乡村振兴，当好
先行官，做好铺路石。7

豫东综合物流产业集聚区

获评“物流管理创新杰出单位”
本报讯（商丘观察记者 王平 通讯员 马晓伟）5月 6

日，记者获悉，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豫东综合物流产
业集聚区在由中国交通运输协会、西安市人民政府联合
主办的第 16届中国国际物流节暨青岛港·第 9届中国西
部国际物流产业博览会上荣获中国物流业大奖“物流管
理创新杰出单位”称号。

据了解，该活动以“新丝路 新枢纽 新物流”为主题，
重点研讨国家物流枢纽网络建设、城市物流管理创新等
中国物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命题，以此带动物流全行
业产业升级和高质量发展。豫东综合物流集聚区是我省
三大省级物流园区之一、商丘新区“三区一基地一中心”
区域物流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商丘市 11个产业集
聚区中唯一的物流集聚区。其功能定位为全国重要的商
贸物流中心、食品冷链中心、物流装备制造中心、区域分
拨中心、陆港口岸、全市产业集聚区仓储配送基地，分为
六大功能区：食品冷链物流区、加工配套区、公铁联运区、
普通仓储区、综合服务区、生活服务区。7

桃园关村的“生态旅游梦”

本报讯（商丘观察记者 王平 刘梦珂 通讯员 闫占廷）
4月 26日，宁陵县柳河镇桃园关村十字街口，街道两旁的
花墙令人耳目一新，墙角晒暖的老人显得平和悠闲。

“桃园关因桃树享有盛名。古时候宁陵十景‘桃园春
帆’指的便是这儿。”79岁的退休干部张诗勤说，“黄河改
道后，村民们在沙窝里辛苦耕种，日子过得贫困。”

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在宁陵县商务局的帮扶下，桃
园关村发生了巨大变化。

“一方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新建扶贫车间、文化广
场，打机井，修路，另一方面利用扶贫车间引进项目，安排
贫困户就业。”驻村第一书记王卫东说。

2017年年初，经过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商定桃园关村的
发展大计：重点发展冬桃种植业。村两委班子积极发挥党
员干部的模范作用，带头发展冬桃种植。村委还邀请农
业技术专家现场指导，并为贫困户免费提供冬桃树苗。
如今，该村桃树种植面积已达1500亩，并成立冬桃专业合
作社，负责全村的冬桃种植管理和协调后期的销售问题。

柳河镇党委书记朱永告诉记者，商丘市已将黄河故
道旅游区开发安排在日程表上，桃园关是当年黄河的主
要渡口。该镇正致力于以桃园关村为中心，打造“千亩桃
园旅游村”。五年内千年古堤将旧貌换新颜，成为宁陵又
一绿色生态旅游风景区。7

民权
县花园乡

赵洪坡村打
造特色旅游村

并举办了民俗文
化节，吸引了众多游客

前去游玩。王自力 摄

近日，由《大众摄影》杂志
社与永城市委宣传部主办的
2019第四届芒砀山摄影季，在
利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工业遗
迹——永城市陶瓷厂改建的芒
砀山艺术区拉开帷幕。

此次摄影展包括老照相馆
背景布展、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影 像 展 等 38 项 主 题 展 览 ，
2000余件摄影作品，分别在芒
砀山艺术区、柿园民俗村和芒
砀山旅游区各景区展览。此次
影展作品充分展现了芒砀山小
镇的风土人情和人文气息，吸
引了众多群众前来观看。7

袁国豪 摄

5月 6日柘城县岗王镇刘楼村的刘金忠正在检查鹅
蛋孵化情况。今年 33岁的刘金忠于 2015年返乡创业，
成立柘城县金忠养殖合作社，养殖蛋鹅和肉鹅，带领村民
共同发家致富。目前已有300多家农户加入合作社，100
余名贫困户在此就业。7 张超 摄

用镜头记录
中原民俗

商丘多措并举开展乡村整治工作 着力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