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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在全省率先创建县级第一家智慧农

机服务云平台，率先构建智慧农机信息管

理体系。近年来，上蔡县以创建全国主要

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为目标，采

取政策扶持、示范带动、技术保障等有效

措施，强力推进创建工作开展，全县农业

机械化水平明显提升。目前，该县主要农

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87%以

上。其中小麦、玉米、花生耕种收综合机

械化率分别达到100%、93.74%、97%；高

效植保机械化能力达到99.1%，秸秆处理

机械化水平达到96.98%，粮食烘干率达

到49.2%。

成立以县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

的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围绕全程机械化示

范县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办法，明确目标

标准，把新增植保机械、烘干机械、规范化

合作社等创建示范县攻坚任务，层层分解

落实到农机、农业、粮食、供销等部门和乡

镇、街道，将任务完成情况纳入年度目标

考核，保障创建工作顺利进行。

充分发挥国家农机购置补贴和农机

深松整地补助的杠杆作用，积极推广先进

适用高性能机械，推进农机装备升级换

代，提升农机装备水平。近两年来，全县

新增大中型拖拉机、小麦联合收获机、玉

米联合收获机等高性能机械 1863 台

（套），大中拖占比得到明显提高。聚焦植

保、烘干等全程机械化短板，强化政策支

持力度，集中支持解决制约全程机械化的

烘干、植保等薄弱环节。对新购植保无人

机、低温循环式烘干机械，在国家农机购

置补贴的基础上，县财政拨出专项资金进

行累加补贴，有效调动了农机合作社、种

粮大户购机的积极性。2017年以来，全

县新增植保机械1147台，新增谷物烘干

设备121台套。

推动农机农艺融合，积极探索全程机

械化有效路径。上蔡县科学制定《小麦玉

米花生生产全程机械化技术路线》，明确

了每个环节的技术要点、作业标准和作业

机具，适时开展小麦、玉米、花生农作物耕

整地、播种、植保、收获、烘干、秸秆处理等

机械化重要生产环节作业演示，充分展示

全程机械化生产模式在提效率、降成本、增

效益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强化技术指导，

聘请省市农机、农艺方面的专家，为全程机

械化把脉问诊，提供技术支撑，有力推进全

程机械化发展。目前，小麦、玉米、花生全

程机械化技术路线已基本覆盖全县。

做优做强全程机械化服务主体。该

县加大对农机合作社扶持力度，加强农机

合作社农业装备、库棚设施、办公条件等

硬件建设。深入开展农机合作社示范社

创建活动，积极探索带机、带地、带资或技

术入社的资本合作方式，完善农机生产过

程“作业标准、服务价格、技术模式、生产

资料”等“四统一”的劳动合作方式，建立

合理公平、效率优先的分配机制和利益联

结机制，着力提高全程机械化服务能力。

全力推进农机社会化服务土地托管或主

要生产环节托管，推动农业生产向装备智

能化、种植规模化、过程机械化、服务社会

化方向发展。深入开展农机补贴进村、农

机培训到田间、送检下乡、送牌下乡等便民

服务，营造全程机械化发展良好环境。

“养马村是不是有很多养马的？“近

日傍晚时分，记者带着疑问并怀着一分好

奇，走进了宜阳县莲庄镇养马村。

传说，该村曾是三国时曹操屯田、饲

养战马和生产军需品的重要基地，“养马”

之名便源于此。进入村庄，古战马和兵器

瓦片的痕迹已寻找不到，取而代之的是错

落有致的民房和以“孝善”“文明”“和谐”

“家风家训”为主题的文化墙，小小村落以

斑斓色彩书写着一股向上向善的精气神。

村庄一角，一排民房前绿油油的草坪

上，一个东西放置的木质吊桥随着玩耍嬉

戏孩童们的步调摇曳不止，时时发出“吱

吱！吱吱！”的清脆响声，惹得围观大人乐

成一团，笑闹声回荡山谷。

走进村民季海深家，只见蔷薇、兰草、

金银花、麦冬、橘子等各式花草果树遮天

蔽日，将寂静的小院挤了个严实。徜徉其

间，阵阵花草果香扑鼻，小小农家田园居

舒心惬意。“眼看着村里是越来越漂亮了，

大家都高兴着呢，都愿意拾掇屋里屋外

了。”村民王二妮指着远方说，“那边还有

个休闲广场，也有吊桥，还有马雕塑呢，可

气派了！”

处处有景观，时时见惊喜。顺着她所

指前行探寻“马迹”，下坡处我们见到一个

灰色石砌拱形门赫然挺立，优雅小亭守护

其左右。门内形象墙上“日出而作，日落

而息”几个大字和背着锄头的农耕人图像

交相呼应，画面的深褐色调传递着养马人

忠厚勤劳的群体性格和农耕文明的博大

精深。村支部书记陈兴国介绍说，鉴于该

村古时曾是屯田之所，这是他们精心打造

的以农耕文化为主题的微景观。

继续前行，一条笔直宽敞的村道横贯

村庄，右侧一面半高的斜坡形墙面上，罗列

着架子车、锄头、犁、耙等旧农具，古朴味十

足。一个个圆点堆砌而成的“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几个字点缀其上，坐守着对面

的一片绿草如茵，亭台碧树。“青草微微

笑”，路边石块用鲜亮的红色字体提醒村

民，要细心守护这片芳草碧绿微田园。

怎么没见到马呢？很快在绿草青青

处，我们见到了王二妮所说的马雕塑，一对

一人高的马雕塑雄劲矗立于碧草地上，深

情的眸子回望着村口方向，写满深情回味

和无限期待，意韵深远。据了解，这样的马

雕塑该村设计有8个，双双蹲守一隅，守护

着这片肥美沃土和人们的幸福中国梦。

近年来，养马村作为全县40个美丽乡

村示范点之一，定位农耕文化田园村居风

格，以穿针引线的四项“绣花”真功全方位实

施农村环境集中整治，花大气力改善脏乱

差，下真功夫纠正慵懒散，着力打造“留得住

乡风乡貌，唤得回乡愁乡情”的魅力村庄。

着眼于“绿”，统一规划设计村内花

池，因地制宜在村内街道栽植百日红、竹

子、雪松、石楠等绿植近6万株。在农户

门前建立小花坛，零星打造微田园、微果

园等，统筹建设群众文化休闲广场、农耕

文化广场、儿童趣味园等，优化村庄功能

分区，扩大公共绿地面积，使群众生活环

境更宜居。

紧盯“朴”字，以灰、白为主色调的豫

西民居建筑风格，辅以古香古色的景观

墙、花墙等，在改建与新建的完美结合中

塑造优雅村庄，留住村风村貌，唤回浓浓

乡愁乡情和美好回忆。

围绕“净”全方位开展“清洁家园”活

动，拆除违章建筑及沿街厕所，修建排水

渠、粉刷墙体、配套完善村内基础设施等。

做足产业“实”功，党干群团结发力，

变1500余亩山坡荒地为高质量花椒种植

基地，走上“小花椒、大产业”富民之路。

“下一步我们计划开发村内200亩荒

沟，种植香竹26万余株，既可装点村庄风

光，还能销售增加收入，实现产业与沟域

景观的双赢。”支部书记陈兴国介绍说。

7月29日，在位于鲁山县瓦屋镇土

桥村的香菇种植大棚里，20多名村民在

忙着搬运、摆放菌袋。“这个香菇种植基

地是匡长军、雷根宪两名企业家投资兴

建的，为我们在家门口务工创造了机

会，我一天能挣150元。”土桥村小河沟

组贫困户焦西春说。

焦西春所说的匡长军是鲁山县观音

寺乡人，在新疆等地经营多家公司，常

年从事食用菌购销业务。去年，匡长军

返乡创业，租下土桥村的温室大棚，开

始种植新型袋料香菇。另一名企业家

雷根宪作为致富能力强的党员代表，去

年被家乡请了回来，当选瓦屋镇大潺寺

村党支部书记。今年3月，一直苦于找

不到技术含量高、带动能力更强的创业

项目的雷根宪和匡长军一见投缘，约定

共同入股土桥村发展香菇种植。

在他们第一期建设的香菇大棚里，

菌袋整齐码放着，上边插着温度计，喷

淋系统在电脑控制器、感应器的控制下

自动喷洒着水雾。“香菇大棚已建成230

多个，到今年10月就会出菇，鲜香菇将

全部通过冷藏运输车到达城市的大型

商超。”匡长军介绍，他和雷根宪种植的

香菇总产量到明年将达到4000吨，采

摘季节将安排更多的乡亲务工。

瓦屋镇党委书记陈永坤介绍，两名

企业家抱团创业，最近又租下一处扶贫

车间，准备上马一套食用菌自动包装生

产线。对两人的创业，该镇加大扶持力

度，新近配套购买了3辆冷藏运输车，依

托该基地打造“香菇小镇”，辐射带动周

边背孜乡、观音寺乡和土门办事处西北

四乡镇加快脱贫致富步伐。

盛夏，太阳炙烤大地，人一动就浑身

冒汗。但在邓州市杏山旅游管理区杏山

村，村民们身着黄马甲，推着清运车，有

的拿着火钳捡拾道路两边的白色垃圾，

有的拿着扫帚清扫路面，丝毫阻挡不了

忙碌的脚步。这是该区改善人居环境常

态化的一个缩影。

“高标准治理坑塘11个、修建文化广场

6个、新建公厕2处、拆除危旧房屋50余座、

硬化道路4.8公里、清理垃圾33吨……”谈

起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所取得的成效，杏

山区党工委书记冯明雨如数家珍。

在做好“面”上环境整治的同时，杏山

区加大“点”的整治力度，把贫困家庭作

为重点关注对象，以“七改一增”为载体，

助推户容户貌大提升。今年以来，全区

134户贫困户，在市工商联、中联水泥有

限公司给予的物资帮助下，区财政每户

补贴1000元，采取区、村出料出钱和贫

困户出工的办法，实施“七改一增”。

与此同时，该区加大公益岗位的开发

和安置。“加入公益岗，不仅能增加收入，

还能把村里的环境卫生搞好，一举两

得。”被安排在村里做保洁员和护林员的

杏山村贫困户陈传胜高兴地说。

据了解，该区还把“厕所革命”融入农

村人居环境大整治中统筹推进。在全区

挑选100户作为试点先行实施，对改厕意

愿强烈的农户，由政府先期垫资，按照每

户补贴300元的办法，进行高标准改造。

试点的推行，调动了广大农户的改厕热

情，加快了农村人居环境改善的步伐。

“修改厕所确实给老百姓带来很大好

处，卫生条件变好了，老百姓受益，村里

的环境卫生也干净了，群众的心情都很

舒畅。”村民吴丰龙说。

“我们通过打包捆绑，把北京对口协

作、面源污染治理和美丽乡村建设等项

目资金有效整合，投放资金1800余万元，

强力推进基础设施改扩建和农村环境有

效整治，使这里的山更青，水更绿，天更

蓝。”冯明雨说。

7月 26日上午 9时，气温飙升到

37℃，热得人汗流浃背。在辉县市冀屯

镇前姚村，垃圾分类宣传员张兰青正在

给村民穆应来讲解如何把垃圾分类，并

告诉他，像她手里拿着的废电池、废灯

管等有害垃圾送到村里的垃圾兑换超

市，还能换生活用品。

张兰青见穆应来半信半疑，连忙

说：“走，咱俩去垃圾兑换超市看看，我

有没有骗你。”来到垃圾兑换超市，值班

的村妇女主任岳绍花清点了张兰青带来

的废电池、废灯管，给她兑换了毛巾和

肥皂。穆应来点头连连说：“再有这种

垃圾一定不乱扔了。”张兰青说：“咱不

图能帮大家兑换啥东西，主要是让群众

相信，咱这个垃圾分类宣传员不白当。”

走在前姚村的大街上，真正感受到

了农村环境整治带来的变化。村道干

净，两边的墙壁美化一新，家家户户的

门口都绿化、硬化，每隔五六十米就摆

放一排4个垃圾桶。随便走到谁家，天

然气、空调、冰箱应有尽有，连厕所也改

成了水冲式，和城里的家户没啥两样。

前姚村党支部书记穆彥堂说，村里

实施垃圾分类一周来，村民们虽说很积

极，但在分类上确实有点迷茫，年轻人

接受程度高一点，有的老年人就不是太

乐意。村“两委”为此想了不少办法，找

村里一些有威望的人当垃圾分类宣传

员，建起垃圾兑换超市，在村里好多地

方绘制垃圾分类宣传壁画。

“我们把垃圾分为可回收垃圾、餐

厨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其他垃

圾由清运车辆运走统一处理，餐厨垃圾

通过生物发酵变成有机肥，可回收垃圾

又换成了钱，有害垃圾由村里收集。”穆

彥堂高兴地说，“这样一来，整个村的垃

圾量少了三分之二还多。”

在村民穆四新家的厨房里，整齐地

放着两个垃圾桶。他说，虽说分类时麻

烦点，但想着对环境好，对子孙后代好，

咱就得支持。

冀屯镇党委委员、武装部长马新合

告诉记者，前姚村只是冀屯镇垃圾分类

的一个试点，目前全镇正在倡导群众从

生活点滴做起，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

7月31日，记者走进泌阳县下碑寺

乡大郭庄村，周围群山环抱，村内绿树白

墙，一派优美田园风光。近年来，大郭庄

积极推进农村垃圾、污水、厕所专项整

治，不断打造乡村生态美、和谐美。

记者来到下王自然村，新建的文化

广场前面是约100平方米的乡村舞台，

广场附近有休闲的亭子和健身器材。村

子不算太大，但户户通水泥路，庭院干净

整洁，房前屋后大都自觉种上了果树和

花草。“初来驻村的时候，我们都是步行，

村里不但路不好走，而且旱厕多、草堆

多、污水乱流，通过脱贫攻坚和美丽乡村

建设，群众感受最深的就是水泥路修好

了，环境变美了。”该村驻村工作队员赵

清坡深有感触地说道。

人富了，心气更加顺了，参与星级文

明户、文明庭院、“好媳妇、好婆婆、好儿

女”等评选活动成了村民的自觉。吵吵

闹闹的家庭少了，和和美美的家庭多了；

打架赌博的少了，外出挣钱的多了；孝老

爱亲、邻里和睦蔚然成了这里的新风尚。

晚上7点左右，村里的文化广场上

便热闹起来，暴走健身的、跳广场舞的、

打球的，比比皆是。

“不管在哪儿工作，取得了多少成

绩，曹王村永远是家，也是根。捐资助

力家乡发展，应该的。”8月2日，在叶县

夏李乡曹王村，该村村民李而合激动地

说。原来，该村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募捐

活动，常年在香港创业的李而合听说后

赶回老家，捐资2万元助力家乡建设。

曹王村位于叶县县城西南35公里，

全村共有 541 户 2008 人，耕地面积

3000亩，主要以小麦、玉米种植为主。

由于缺少资金来源，村民生活环境较

差。为破解环境整治中的资金难题，曹

王村研究决定,动员干部群众和在外成

功人士为家乡建设捐款。主要干部带

头响应,同时，通过广播、打电话、发短

信、印发信函、张贴通告等形式进行深

入的宣传动员，号召群众为美丽乡村建

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今年54岁的朱国营农闲时间靠在

周边打散工为生，生活十分节俭，当得

知村里为了改善人居环境需要捐款的

时候，他马上放下手头的工作赶回村

里，捐了300元。“我虽然不富裕，但也是

俺村的一分子，也想为家乡做点贡献。”

朱国营说。

“村里环境变好了，不仅能让老百姓

生活得舒心，还能以良好的环境吸引企

业入驻，尽早实现我们的乡村振兴梦。”

该村党支部书记李照根说。截至目前，

该村已收到捐款15万余元。同时，该村

还成立了由干部群众代表组成的廉政

小组，对资金使用情况每天一统计、每

周一公示，确保所捐款项合理使用。

近日，一家住丘陵地区的老农向笔者
反映，村里正在推行厕所集中改造。要求
农户家所有旱厕改成水冲式，否则就给予
拆除。

他说，他家常年只有老两口生活，孩
子们都在外地工作，一年难得回来两次。
而且他家厕所设在远离住房的菜地，但村
民组通知他要么改水冲式，要么拆除。

目前，各地都在大力进行“厕所革
命”，通过免费提供化粪箱、蹲便器等设
施，激发农民改厕的积极性。此举对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预防农村疾病传播大有好
处。然而，少数地方的基层组织不进行调
查研究、不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统一改水
冲式，让部分居住在特殊环境中的农民心
生怨言。

试想，居住在山区、丘陵地区的群众，
本来就东一家、西一户地分散居住，日常
生活用水都要靠自备的压水井，怎么有条
件去满足水冲式厕所的方便用水呢？

笔者在某丘陵地区农村改造好的厕
所看到，因没有自来水可以接通，户主
每天要从住处提一桶水放在厕所里，上
完厕所后就拿水瓢舀一瓢水冲一下。当
地老百姓戏称，现在“厕所革命”后厕所
的确好看了，但想“方便”就不怎么方便
了。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农民翻
修新建的楼房内设有专门水冲式的卫生
间，这些卫生间的下水道直接与户外的水
沟、水渠相连，产生的粪便没有经过任何
处理就直接排放出去。这种状况同样与

“厕所革命”的初衷格格不入。
“厕所革命”并非只有每家每户改建

水冲式这一条路。比如，人员居住相对集
中的村民组建公共水冲式厕所，相邻三两
户联合改造一处水冲式厕所共同使用。，
都不失一个好的方法。

因而，农村改厕尤其是山区、丘陵地
区的农村改厕，还是要因地制宜，充分考
虑农民的居住实际，切实尊重农民的意
愿，切莫搞“一刀切”。（高晋新）

眼下正值酷暑季

节，在豫西山区汝阳

县王坪乡孟村，当地

农民正在采收东北黑

木耳。该村贫困户刘

虽生、朱占伟在县农

商行获得扶贫贷款

10万元，种植5万袋

东北黑木耳，预计可

增收10余万元，不仅

自己走上脱贫致富

路，还带动当地农村

妇女在家门口就业增

收。康红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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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董昂

农村改厕
切莫一刀切

宜阳养马村 四项“绣花”真功绘就美丽乡村
□本报记者黄红立通讯员靳会利

叶县曹王村

干群集资助力环境整治

辉县市冀屯镇前姚村

垃圾分类美家园

□本报记者马丙宇

鲁山县瓦屋镇

返乡企业家联手打造“香菇小镇”

三农杂谈

政策扶持 示范带动 技术服务

上蔡县推进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

□本报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乔培珠娄浩然

泌阳县大郭庄村

人居环境美 文化育民乐

□本报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王永安郝飞

□本报记者黄华
通讯员张成亮李新

邓州市杏山旅游管理区

点面结合抓整治 统筹推进改环境

整治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农村人居环境 建设美丽宜居乡村建设美丽宜居乡村
学习推广浙江学习推广浙江““千村示范千村示范、、万村整治万村整治””经验经验

□本报记者曹相飞
通讯员张雪洁聂正次

引种黑木耳
脱贫富乡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