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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谈乡村振兴

田间办学校 培育新农人
□本报记者董豪杰

践行初心使命 推进乡村振兴
□李振南

宁陵县乔楼乡李集村

人居环境大整治 村庄旧貌换新颜

2025年畜牧业
机械化率达到5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

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各

地区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重大意义，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摆在

优先位置，坚持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让

乡村振兴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行动。

龙口镇地处新蔡县北部，两省(豫皖)三

县(新蔡、平舆、临泉)六乡镇接合部，辖20个

行政村，105个自然村，6.6万多人，6.7万亩

耕地，是新蔡县的边界大镇。龙口镇的一些

村因地处偏僻，道路等基础设施薄弱，脱贫

攻坚、乡村振兴任务繁重而艰巨。

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我们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三农”工

作的总抓手，注重在实干担当中践行初心使

命，勇于探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路

径，奋力谱写新时代乡村振兴新篇章。

产业支撑，夯实乡村振兴经济基础

产业兴，则农民富、乡村活。产业兴

旺是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根基，也是实现

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

在产业发展中，我们不断优化产业发

展环境，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完善、健

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特

色产业发展有机衔接，做大做强产业支

撑，为乡村振兴注入源头活水，让农村广

阔天地成为兴业乐土。

将产业扶贫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

机结合，着力搭建产业发展平台，鼓励外

出创业成功人士返乡创业，把扶贫车间建

在家门口。目前，全镇已创办以服装加

工、汽车坐垫等产业为主的扶贫车间12

个，使乡亲们就业有了新门路。统筹推进

扶贫车间、产业帮扶、公益岗位、金融扶

贫、光伏扶贫等项目落地生根。在龙口、

前周庄等村发展莲藕、无花果种植，在张

寨、范庄、叶庄等村委发展黑蛙、肉鸽养

殖，确保广大群众增收有渠道、致富有门

路，着力夯实乡村振兴经济基础。

环境整治，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

农村基础设施不足、公共服务落后是

农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民生问题。为补

齐农村基础设施这个短板，我们从改善村

里基础设施着手，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三年行动，以美丽乡村建设为突破

口，重点抓好垃圾和污水处理、厕所革命，

加大村容村貌等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龙弥路(龙口到弥陀寺)年久失修，“小坑

水常有，大坑能卧牛”一度是它的真实写

照。2017年4月，我们新修了龙弥路，并全

部装上了路灯，如今龙弥路已成为龙口镇的

景观大道。两年多来，全镇新修道路130多

公里，走在了全县“四好农村路”的前面。

龙口集镇基础设施落后，居民垃圾乱

倒、污水横流，蚊蝇肆虐，制约了当地集贸

交易。去年以来，我们加快集镇街道、市

场建设，在街道两侧高标准铺设污水管

道、方砖3000多米。随着集镇基础设施

的不断完善，毗邻的安徽省乡镇到龙口

赶集做买卖的也渐渐多了。

硬化村道、整治沟塘、清理垃圾、卫生

改厕……我们积极实施硬化、净化、绿化、

美化工程，改善人居环境。目前，全镇13

个村安装路灯1700多盏，一个个村庄旧貌

换新颜，龙口镇还被评为“省级卫生乡镇”。

文化铸魂，深入推进乡风文明建设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更要铸魂。乡

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灵魂和保障，在乡

村振兴战略中具有重要作用。

我们突出抓好农村思想道德建设，

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中国梦的宣传教育，精心绘制以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乡村文明等内容的

文化宣传墙。以“志智双扶”活动为载

体，积极开展“好媳妇”“好婆婆”“好儿

女”“脱贫模范”评选活动，让群众学有目

标、赶有榜样。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

积极开展“文化下乡、送戏下乡”活动，通

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戏曲、小品、歌舞、快

板等表演形式，大力宣传党的扶贫惠民

政策和农村新人新事新风尚，带动村风

民风向上向善。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基础

设施建设，全镇建成23个文化大舞台，

购置配备了文化、体育健身器材，让群众

文体活动有场所、有阵地，让乡村劲吹文

明新风。

党建引领，筑牢乡村振兴战斗堡垒

乡村振兴，关键在组织。打造坚强

的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

要组织保障。只有基层党组织坚强有力，

才能引领乡村振兴。

加大基层保障力度，持续加大党建

投入。针对部分村委房屋破旧、年久失

修、办公设备老化的情况，积极争取村

室建设项目与资金，加快改造提升村室

建设。目前，全镇20个行政村新建了村

室。

建强队伍，激发乡村振兴引领活力。

以村党支部书记队伍建设为重点，我们根

据个别村“两委”班子不健全、凝聚力不强

的情况，加大了村党支部书记的培养选拔

力度，培养一批能带富、善治理的农村基

层组织带头人。目前，全镇建立了一支以

“70后”“80后”为主，“90后”为辅的能力

强、有威信、素质高、能干事的村党支部书

记队伍。

为夯实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我们在

党员干部中开展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戴党徽、亮身份、当先锋、做表

率”等活动，发动党员干部勇当先锋，做好

表率。 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不断增

强，基层党建的优势正在转化为推动龙口

镇高质量发展的不竭动力。

奋进新时代，开启新征程。我们将

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为契

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

南重要讲话精神，实干干实，砥砺前行，

以新担当新作为展现乡村振兴新气

象。（作者系新蔡县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龙口镇党委书记）

10月31日，位于孟津县平乐镇平乐

村的中国牡丹第一村景区内，村民王金

霞正在完成上午的第三幅牡丹作品，一

笔一画勾勒出牡丹的花、叶。今年60岁

的王金霞已经记不得在这里画过多少牡

丹，从十余年前开始，她就开始在这里学

画、作画，她拿起一幅刚完成的作品介绍

说：“像这个，能卖100块，可以交给公司，

也可以自己出售。”

农民变画家，在平乐村并不是稀罕

事儿，如今当地牡丹花农民画师的队伍

超过 1000 人，相关从业人员则超过

5000人。

“牡丹的花朵聚散、颜色浅淡都有

变化”“一定要注意用笔节奏”……在

平乐村的一间画室内，牡丹花老师正

在给台下的学员讲课，除了市民、游

客、绘画者外，主要的学习者是附近的

农民。随着平乐村牡丹画产业的不断

发展，掌握绘画技巧的村民，很容易便

可将作品卖掉。

早在2008年，画师郭肖伟便开始在

平乐开办培训班，教村民画画，如今，他

的写意牡丹引来众多村民学习。“写意牡

丹要求更高，画牡丹可不是简单的临摹，

产业化的发展让我们必须有所创新，技

术也得不断提高。”郭肖伟说。

11月6日，光山县弦山街道办事处椿树岗村天隆农业蔚蓝合作社社员正在地里收获红薯。该合作社以“基地＋合作社＋农户”的种

植管理模式，引进种植了优质品种一点红、西瓜红、紫罗兰、鸡骨香四个品种红薯500多亩，今年亩产达到4000多元，目前80多万公斤

红薯被广东、广西等省客商在地里下单抢购一空。谢万柏摄

本报讯（记者董伦峰 通讯员王西
平任惠民刘晶晶）“自从县乡村号召开

展‘五净一规范’‘美丽庭院’评选后，我

们邻里之间比着打理庭院环境卫生，家

家户户可是大变了样。”11月5日，兰考

县仪封乡李寨村“美丽庭院”示范户于

庆卫老大爷笑容满面地说。

据了解，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持

续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兰考县委农村工

作领导小组联合县妇联在全县持续开

展“美丽庭院”创建活动。仅2017年以

来，在全县开展的创建活动就有4次，

累计创建了1.2万户“美丽庭院”。今

年，继续在全县开展“美丽庭院——千

户示范、万户创建”活动。目前，成功创

建县级“美丽庭院”示范村22个、“美丽

庭院”示范户1000户，乡级“美丽庭院”

1万户。

如今 ，兰考县的农村面貌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道路硬化了，村庄绿化

了，街道亮化了，垃圾分类了，坑塘净化

了，庭院美化了……

兰考县将“美丽庭院”创建工作与

社会扶贫工作紧密结合，将评选出的

“美丽庭院”纳入“爱心美德公益超市”

积分券发放范围，农户创建合格后发放

一定积分券作为鼓励，有效提升农户参

与美丽家园建设的自觉性、积极性。

兰考县在创建“美丽庭院”过程中突

显以“人美”为核心的目标导向，既抓好

庭院的“有形”创建，大力清洁美化家居

环境，又注重培育家风“无形”的内在力

量，倡扬崇德向善的文明家风。举办“兰

考巾帼讲堂”，宣讲“清洁卫生我先行”

“文明家风我传承”等内容；利用每月“爱

亲敬老饺子宴”，大力开展“好媳妇”“好

公婆”“最美家庭”等评选活动，引导广大

妇女和家庭培育优良家风,弘扬传统美

德，将“美丽庭院”创建工作既做到了美

丽于“形”，又魅力于“心”。

本报讯（通讯员齐广修 武月 王砺
石 记者李燕）11月7日，走进柘城县惠

济乡金桥村，道路干净整洁、房屋绿树

掩映，坑塘碧波荡漾……图文并茂的文

化墙，组成了一条条以教育、宣传、美

化、警示于一体的文化长廊，体现了村

庄积极向上的精气神。

据了解，柘城县把“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与农业农村工作紧密结

合起来，做到主题教育与主要工作相互

促进。借“人居环境综合整治”的东风，

金桥村切实把服务群众、造福群众作为

落脚点,着力提升村容村貌，突出乡土

风情、民族特色和地域特点，刷高乡村

“颜值”。

为打造美丽乡村，金桥村建立卫生

网格化管理机制，把村内道路分成了

120条路段，由22名保洁员分别负责，

做到村内各处卫生有人管、有人问。

“俺村三户就设有一个垃圾桶，在

村里见到垃圾我们都会拾起来丢到垃

圾桶。金桥村干净了，也显得更加美丽

了。”金桥村村民陈丽在谈到村里的变

化时说。

该村还开展了“五美庭院”评比活

动，对于评选出的“胜出户”进行集中挂

牌奖励。“五美庭院”评比活动的开展，

调动了村民的积极性，在村内形成了争

荣誉、比卫生的良好氛围。

随着乡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深入推

进，金桥村还制定了村规民约，并在邻

里之间建立了环境卫生互助监督制

度，广泛实行环境卫生村民评议，树立

新风尚。

在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中，金桥村注

重合理规划、有序布局，将传统村寨民

风融入其中，打造了一所农家庭院风格

的村史馆，陈设物品凸显乡风民俗文

化。通过一系列的措施，金桥村村容村

貌变得干净、卫生、整洁，不仅让金桥村

村民共享“美丽乡村”成果，也让他们的

生活越来越有幸福感。

本报讯 （通讯员侯博 陈紫嫣 记

者 李燕）干净整洁的道路穿过村庄，两

旁绿树摇曳，绿植葱茏。近日，记者行

走在商丘市睢阳区闫集镇，目之所及，

利亮、清爽了许多，像是开启了“美颜”

模式。

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开展以来，闫集镇再次掀起人居环境整

治高潮，全镇重点打造2~3个精品村，

在做好路灯安装、村庄绿化等基础设施

提升的同时，全面注重细节打造。对村

庄内的小巷、墙面、“三边三头”等进行

集中整治，猛攻薄弱环节，每个村庄落

实有专人进行巡查和保洁，集中清理乱

堆乱放、房前屋后杂草、卫生死角、墙面

广告和“四害”滋生地；实行网格化管

理，结合工作实际，细化工作任务，有条

不紊地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各项目标任

务；发动群众踊跃参与，共同保护生态环

境。该镇开展多形式、多渠道的宣传活

动，让环保意识入脑入心。近一个月，全

镇安装路灯76盏，新增村庄绿化面积

236亩，新增垃圾桶645个，投入人工

400余人次，动对全镇147处墙面进行了

重点整治。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一场‘持久

战’，发动群众参与是基础，不断提升标

准是路径，只要持之以恒、久久为功，就

一定能取得成效。”闫集镇党委书记刘

伟表示，闫集镇将建立更有效的长效机

制，努力实现人居环境整治的长效化和

常态化，为乡村振兴打下坚实基础。

本报讯（通讯员赵敬雷 记者李燕）

“说实话，我常年不在家，这次回来真感

到了村庄的变化，变得真干净，村委会

这班人带领乡亲们干得真不错。”11月5

日，刚从外地返乡的宁陵县乔楼乡李集

村村民李帅感慨地说。

“李集村的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之所

以通过了县里的验收，离不开公益性岗

位的行动、党员的示范带动、群众的主

动参与，政府的有效监督。”看到在短短

几天变了模样的李集，党支部书记李永

如是说。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不仅要靠挖掘机

等机械，更要靠人力，对于村里长期不在

家的群众，李集村让公益性岗位主动扛

起责任，明确分工，提高效率，清扫房前

屋后的柴草杂物、建筑废料等垃圾。

在人居环境整治过程中，李集村的

党员不仅建言献策，而且用实际行动参

与进来。通过示范引领，让全村群众主

动参与其中。

在人居环境整治的过程中，乔楼

乡党政主要领导、包片片长等多次到

李集指导工作，督促整改不到位的地

方，监督环境整治的进度，提出整改意

见，要求充分发挥村规民约的作用，建

立环境卫生的长效机制，保证整治效

果不反弹。

对于李集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长效

规划，村级专干李振礼如数家珍：“下一

步我们将加大宣传力度，再提高村民的

卫生意识、保持自觉性，主动参与到四

美乡村、五美庭院建设中来，共建生态

宜居的美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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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柘城

打造金桥样本 提升乡村“颜值”

兰考

“美丽庭院”创建 美于“形”魅于“心”

课堂设在合作社
技术就在家门口

如何真正以农民为中心，了解并解决农民生产中的难题，办农民满意的教育培训？设立在田间地
头的农民田间学校，在田间为农民讲课，在地头给农民传授知识，成为农民学习技术、优化经营、提高
素质的好地方。

核心提示

立体无土栽培、空中红薯、蔬菜树、鱼

菜共生……在日前举办的第二届全国农

民教育培训发展论坛上，与会代表观摩孟

津县京孟种植合作社的研学基地，各种先

进的农业技术、模式让大家惊叹不已。

“这个面积超过7000平方米的大棚

内，展示的都是最先进的农业技术，供学

员学习交流。”京孟种植合作社负责人吕

妙霞介绍说，虽然大棚内蔬菜、瓜果、花

卉等各种作物种类繁多、种植模式也不

尽相同，但整个大棚的管理只需要两人

便可完成。先进技术和模式大大减少了

人工投入，智能化设备的应用，则让管理

更加精细。

吕妙霞介绍说，自从2015年合作社

建立起农民田间学校，便结合当地草莓等

优势产业，为贫困群众、高素质农民进行

免费技术技能培训，研学基地就是向众多

学员展示、交流种植技术的场所之一。

如今，京孟合作社的田间学校已经累

计培训学员40场次3000余人，帮助农民

学员解决典型生产技术难题8项。

教育培训能为农民带来什么，解决

什么问题，提供什么服务？这是近年来

洛阳市农广校的思考与探索。洛阳市农

广校校长马会丽介绍说，通过广泛的调

研摸底，以农民为出发点，洛阳市建设农

民田间学校106所，通过不同层级培养规

格，技能型、服务型、管理型不同培训类

型，开展全产业链培训，满足不同对象需

求。

在高标准建设农民培训基地，实行

统一挂牌、统一编号、统一制度、统一

布置、统一管理“五统一”的同时，洛阳

市还不断强化跟踪服务，专家教师分

包学员，解决农民生产中的技术难题，

梳理发展中的困惑，提供政策市场的

信息。

从2014年至今，洛阳市共培育高素

质农民17936人。“农民教育培训不仅提

高了农民生产管理经营水平，还为农业

供给侧改革和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力的人

才支撑。”马会丽说。

家门口学习教室里挣钱

培训新农人助力乡村振兴

光山 红薯俏销农户增收

睢阳区闫集镇

村庄开启“美颜”模式

近日，全国畜牧业机械化现场会在山

东青岛举行，会议提出力争2025年畜牧业

机械化率达到50%以上的工作目标。

会议指出，推进畜牧业机械化，尤

其是中小养殖户机械化，最根本的是要

发挥农民主体作用，统筹畜牧业和设施

装备协调发展，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畜牧

业机械化发展道路。要围绕畜牧业高

质量发展，以推进设施装备与养殖工艺

融合、养殖机械化与信息化融合、设施

装备配置与养殖场建设相适应、机械化

生产与适度规模经营相适应为路径，推

动畜牧业机械化向全程全面高质高效

升级。

会议提出，各地要加大农机购置补贴

对畜牧装备的支持力度，重点向中小规模

养殖场倾斜，实行应补尽补；大力完善畜

牧场设施用地标准，支持开展“宜机化”改

造，为畜牧业机械化创造良好条件；加快

推动技术集成创新，加强畜种、养殖工艺、

设施装备的集成配套与熟化，构建具有区

域特色的中小规模畜牧养殖机械化技术

体系；积极推进畜牧装备社会化服务机制

创新，提升重点环节装备的共享利用水

平。（颜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