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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齐划一的村落、美观别致的花园、

窗明几净的农户房屋、绿草如茵的街巷庭

院……日前，记者走进永城市苗桥镇，刚

下车就被这里的农家风情给吸引了。

打好“生态牌”乡村换新颜

记者首先参观了该镇的人民公园广

场，该公园占地130亩，其中水域面积

26000平方米，是一座集园林秀色、休闲

观光、教育文化、健身娱乐于一体的开放

式、便民性、多功能的综合性公园。在冬

日朝霞的照射下，树木、花草洋溢着勃勃

生机。村民或三三两两休闲散步，或在打

球锻炼，还有孩童在玩耍嬉闹。

据悉，苗桥镇曾是昔日的采煤沉陷

区，在当地党委、政府的带领下，脱胎换骨

焕发出独具魅力的乡村容颜。记者发现，

园内建筑物及景点设计新颖、造型别致，

除有廉政、文化、党建等多个版块外，还有

两个娱乐区。其中一个娱乐区为垂钓池

塘，冬日微风拂面，池水波澜，村民在此静

静垂钓，人与自然动静相宜。

从人民公园出发，顺着清澈欢腾的小

曹沟行走，记者很快就到了苗桥镇新庄

村、高楼村。宽阔平坦的马路、栩栩如生

的彩绘展览墙、蓝天白云衬托下漂亮而温

馨的农家小院……谁能想到，这里也曾是

采煤塌陷区，村景容貌被破坏殆尽。“公

园、绿地、水系、健身器材，样样具备。我

们村不比城市差。”张庄村村民张明实正

在小广场锻炼身体，提起巨大变化他滔滔

不绝，“以前房前屋后杂草丛生、垃圾遍

地，现在整洁温馨，非常宜居舒适。”

据悉，苗桥镇主打生态宜居这张牌，坚

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绿色发展之路。

经过整治，小曹沟水波荡漾，村道两旁绿化

成茵，房屋鳞次栉比，农家小院整洁温馨，

家家户户通过植树种花美化自家门面，还

打造了花园式蔬果园，既有“颜值”，又有经

济效益。从高楼村到水寨村，从张楼村到

新庄村，道路干净平坦，随处可见分类垃圾

桶，生态廊道垂柳吐翠，美景次第入眼。

巧做“水文章”带动农民增收

近年来，苗桥镇坚持把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摆在优先位置，做实民生，坚持人居

环境整治先行，将农村生态资源综合利

用，激发乡村振兴活力，同时也带动了农

民增收。

当记者走进高楼村时，苗桥镇张庄村

村民黄思钦老人正在自己家的小独院内

摆弄种植的蔬菜。小院内干净清爽、温馨

雅致。虽然年龄偏大，但黄思钦收入不

愁，他和老伴在镇政府提供的公益岗位上

班，加上土地流转租金等，年收入在一万

多元，实现了稳定脱贫。“我们每天早上6

点上班，清扫路面，确保道路干净整洁，让

大家有一个良好的居住环境。”同样获得

公益岗位的村民丁怀民告诉记者，在家门

口就业既能照顾家，还能有收入，工作也

不累，他很满足现状。

要想农民富，农业必须强。该镇依托

采煤沉陷区土地复垦加大土地流转力度，

共流转土地2万余亩，约占全镇耕地面积

的50%。同时，因塌陷区较多，苗桥镇巧

用资源，共有水产养殖面积7600余亩，从

事水产养殖的有70余户，龙虾、螃蟹等特

色水产年产量达7500吨，产值达1.2亿元

以上，农民就地工人化，增加了经济收入。

苗桥镇党委书记蒋建告诉记者，该镇

因地制宜，化劣势为优势，巧做“水文章”，

鼓励村民承包土地建鱼塘，发展特色水产

养殖，搞活了一方经济，富裕了一方百姓。

除了特色水产养殖，苗桥镇还大力发展畜

禽养殖和特色种植业等，并且随着投资亿

元以上的浩润塑料项目、投资1.5亿元的氧

化钙项目的落地投产，该镇产业结构不断

优化，农民收入稳步增长。2018年，全镇

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6亿元，固定资产投资

完成2.3亿元，实现财政收入1462万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1956元。

11月11日，永城市人防办组织学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学习会。会后大家一致表示，结合主题教育活动，紧密结合

本单位实际，积极探索创新，提高工作效率。本报记者李燕实习生杨哲洋通讯员王亚强摄

“真不知道咋感谢你，帮我找到失

联了40多年的亲兄弟……”11月18日

早，从开封远道而来的李向阳拉着永城

市邮政分公司苗桥支局投递员王建科

的手激动地说。

事情还要从一个月前说起。

10月24日下午，苗桥支局投递员

王建科在分拣邮件的过程中，一封“特

别”的平信引起了他的注意。信封只写

着乡镇和收件人王胜利，并备注：寻找

40年前下乡知青老战友。

按说这样的平信收件人地址不详

可以作为地址不详、退回处理，但看着

备注内容，王建科觉得此封信意义重

大，绝不能轻易退回。

王建科已经在苗桥镇做了20多年的

投递工作，他对这里的每一个村落、每一

条街道都再熟悉不过，但是苗桥镇3.8万

人口，仅仅凭一个名字在这几万人口中寻

找王胜利的下落简直就是大海捞针。但

王建科并没有灰心，他首先到了派出所，

请民警帮忙查询名叫王胜利的人所属的

村委。经调阅该镇叫王胜利的有12个

人，分别在不同的村。为了尽快找到收信

人，王建科每天利用送邮件的间隙逐个寻

找名叫王胜利的人，但有的外出打工，有

的家里没人，还有的甚至好多年都没有回

过家，其中一个用户家王建科连续去了3

次才见到当事人。一周的时间，王建科跑

遍了所有有王胜利的行政村，但遗憾的是

都不是他要找的那个王胜利。一时之间，

王建科的寻找之路陷入了困境，但信封上

的“寻找40年前下乡知青老战友”这句话

时刻提醒着他，不能停止，不能放弃。

“兴许这个人40年前名叫王胜利，

后来改名字了呢。”一位老大爷的话提

醒了他，于是王建科又跑到了派出所，

让民警帮忙查询曾用名叫王胜利的

人。令他感到惊喜的是，一名名叫王保

田的退休教师曾用名就是王胜利。王

保田是苗桥镇水寨小学的教师，现已退

休。前几年王建科经常和他打交道，退

休后因村里属煤矿塌陷区，王保田就搬

到城里去住了，所以很少见到他。

这唯一的希望不能断了。10月31

日晚，王建科处理完当天的邮件，开车

到了王保田居住的新城某小区，几经辗

转，王建科于当晚19点35分终于见到

了王保田，王保田双手颤抖地接过这封

信陷入了沉思……本世纪70年代，为响

应国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来自

开封市的知识青年李向阳被安插在苗

桥乡水寨村王保田家，当时他名叫王胜

利。那时俩人有着相同理想又同样热

爱文学，一下子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

友。王胜利的家人也把李向阳当成自

己的亲生孩子，各方面都给予无微不至

的关心和照顾，就这样李向阳在王胜利

家一住就是3年。“文革”结束后，知识青

年返城，李向阳也结束插队生活回到了

城里。但因各种原因，王胜利更名为王

保田，双方失去了联系。退休后的李向

阳越发想念那片他曾经工作的地方，越

发思念待他如亲兄弟一般的王胜利，就

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写了封信。

看完信后的王保田双手一直握着投

递员王建科的手，讲述了那段不为人知

的往事，并第一时间拨通了信里留下的

联系方式，约定了双方见面的时间……

本报讯（记者李燕实习生杨哲洋通

讯员孙海峰聂政）11月17日，以“祝福祖

国”为主题的5A景区“芒砀山杯”2019中

国永城大汉之源国际万人徒步大会在芒砀

山旅游区开赛。1.2万余名参赛选手和徒

步爱好者从永城高铁北站站前广场启程，

在享受徒步带来快乐的同时为祖国祝福，领

略汉文化魅力，欣赏芒砀山秀丽景色。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时政部原主任

刘振英，商丘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胡

家印，北京网时读书会会长李林栋，全

国赛事组委会执行主任刘宏，永城市领

导吴英杰、梁廷振、张福光等出席徒步

大会发令仪式。奥运冠军陆春龙、江钰

源、宋妮娜，世界冠军毕文静、李颖、史冬

鹏、胡妮、李玥瑶，男篮巨人孙明明等体

育明星现场为徒步大会助力加油。

永城市政府党组成员、芒砀山旅游景

区管委会主任张福光在致辞中说，永城把

办好徒步大会作为加强全市文体旅建设

的重要举措、提升人民身体素质和幸福指

数、打造“健康永城”的重要抓手，作为充

分彰显永城城市形象、增强城市影响力的

重要机遇，不断推进文化、体育、旅游深度

融合。永城将以徒步大会为契机，大力发

展体育健身事业，努力打造“体育+文化+

旅游”的新模式，吸引更多朋友走进永城、

感受永城、喜爱永城。随后，蹦床奥运冠

军陆春龙发言，全民健身公益形象代言人

孙文光进行公益宣言。

经过激烈角逐，来自肯尼亚的选手

鲁宾和南茜分别获得25公里拼搏组男、

女组冠军；来自河南的曹国庆和李芝英

分别获得10公里祝福组的男、女组冠军。

永城芒砀山旅游区

打造“体育+文化+旅游”的新模式
本报讯（记者李燕实习生杨哲洋通

讯员王多刘尚）近日，按照“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安排，永城市城厢

乡认真做好检视问题这一环节，突出问题

导向，全力抓好整改，为主题教育落到实

处打好坚实基础。

该乡上下联动抓检视，党委班子成员

率先垂范，自觉对标对表，对照党章党规和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

点围绕党员意识、担当作为、服务群众等方

面带头查摆问题，深刻对照检查。通过实

地调查研究、入户走访等方式，收集意见建

议，制定整改措施。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

向，把“改”字贯穿始终。针对领导班子和

各党支部检视问题及整改落实清单，逐人

逐项进行核查，对发现问题原汁原味及时

反馈，务求检视出的问题得到切实整改。

截至目前，该乡党委班子共梳理检视问题

5个，班子成员检视问题梳理42个，全乡各

党支部检视问题梳理95个。

近日，记者走进永城市演集镇韩寨村

看到，坑塘里碧水清流，水面浮岛上的水生

植物长到了十几厘米高，岸边绿草茵茵，彩

虹小道曲径通幽，村民们在广场内的凉亭下

小憩、徜徉、下棋、健身，享受着坑塘治理带

来的幸福生活……谁能想到，不久前这里

还是一个污水横流、垃圾遍地的纳污坑塘。

为给群众营造干净整洁的生活环境、

构建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今年以来，韩寨

村按照演集镇学习浙江“千万工程”经验以

及“三清一改”工作部署，在持续开展“四大

革命”基础上全域开展农村“六治”行动。

一场集中整治坑塘的大会战迅速铺开。

“以前这儿就是一个臭水池和垃圾

坑，里面污水、垃圾啥都有，尤其到了夏天

蚊虫多得很，又脏又臭，从这儿路过都要捂

鼻子。现在好了，臭水、垃圾清理了，坑里

种了‘生态浮床’，还安装了栏杆和凉亭，种

上了花草树木，成了俺这里最漂亮的地

方！”一提起坑塘治理，韩寨村的村民交口

称赞，直夸这件惠民工程得民心、顺民意。

“这个塘长70米、宽61米，以前是脏

乱臭污的废弃坑塘，我们在镇党委、镇政府

的大力支持下，通过系统谋划、统筹推进、众

筹共建，有效凝聚了乡贤的智慧和力量。这

个大坑塘就是我们韩寨村乡贤王安民三兄

弟捐资，加上天成竹艺公司无偿援建而成，

成为我们村生态发展、美丽乡村建设的一道

亮丽风景。”韩寨村支部书记周彦礼说。

据了解，该村通过合理设计规划，对坑

塘内的垃圾杂物和底泥进行清淤清理，整

修美化护坡，恢复排沥功能。在坑塘四周

的重点部位安放垃圾桶，规范垃圾倒放；

设置防护围栏，张挂防溺水安全警示牌；

硬化美化坑塘岸边，植树种花，因地制宜

修建休闲便道，开辟休闲娱乐区，安装健

身器材，方便群众锻炼。同时，还采用了

“生态浮床”用来净化坑塘水质。周彦礼

介绍，“生态浮床”是该村新引进的一项污

水处理技术，该技术适用于生活污水排放

的坑塘或小型沟渠，浮床是由泡沫塑料制

成的，在水上和水下分别培育着好几种水

生植物，形成一套水质净化生态系统。浮

床栽培采用的是无土栽培的原理，达到既

净化水质又美化水环境的目的。

韩寨村是该镇治“塘”建设的一个缩

影。今年以来，演集镇以打造水美村庄为

抓手，大力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全面清理

河塘沟渠、排水沟杂物，清理水面漂浮物，

建设垂钓园和荷花池。同时，采取市场化

措施推进坑塘（河渠）改造利用，鼓励有条

件的村民在此基础上建设小游园、承包坑

塘，使闲置的资源活起来，最大限度产生

经济和社会效益。为确保坑塘治理长期

有效，该镇还认真落实河长制，对村内的

大小坑塘，都明确一名村干部负责，进一

步明确坑塘管理、使用和开发责任。

演集镇党委副书记毕建伟告诉记者：

“人居环境整治是乡村振兴是一项长远的

战略工程，我们以党建引领，注重实效推

动主题教育深化，找差距、补短板、强弱

项，从抓农村环境这一‘小事’入手，使农

村生态环境、人居环境和发展环境得到全

面提升，从而破解城乡统筹发展的难题，

实现全面乡村振兴。”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生态宜居美

丽乡村，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

务，是广大农民群众的热切期盼。蔡阁村

用废旧砖头铺设路肩、石营村将废旧坑塘

进行整治提升、刘老家村在村内空闲地建

立了休闲广场……连日来，一场农村人居

环境“六治”攻坚战在永城市王集镇全面

打响。各村积极组织机械、人力投入到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中，村民们自发清理

自家宅前房后的环境卫生，形成一道道靓

丽的风景线。

据王集镇党委书记张振英介绍，10

月以来，王集镇根据中央、省、市关于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要求，立足镇情实

际，先后召开班子会、工作部署会，决定利

用一个半月的时间，在17个行政村集中

开展农村人居环境“六治”攻坚战，着力打

造一批整洁美、卫生美、绿化美、文明美、

和谐美的“五美庭院”，努力建成环境美、

田园美、村庄美、庭院美的“四美乡村”。

治“脏”。深入推进保洁革命，进一步

健全全域保洁机制。通过发挥党员干部、

“五老”协会以及“六评一创”模范带头人物

作用，在全镇开展全民大扫除活动，努力实

现“扫干净、转运走、处理好、保持住”目标。

治“乱”。开展以清理柴草杂物乱堆

乱放、废旧砖头瓦片乱堆乱占、墙体广告乱

涂乱画、畜禽乱撒乱跑等为主要内容的治

“乱”行动。同时，创新方式方法，探索建立

空闲宅基地、废旧坑塘、废旧房屋、旧砖头、

旧柴草、旧物件“六废”利用和小菜园、小花

园、小果园、小游园“四小园”建设机制。

治“差”。持续推进道路革命，对镇、

村、组所有道路开展路肩培护及沿线绿

化。结合实际，完善村庄主干道亮化设施及

公共照明建设，进一步提升群众生活质量。

治“塘”。开展农村坑塘整治行动，实

施坑塘河沟垃圾清运，全面清理水体杂

物，清理水面漂浮物，对水域周边的泥土

进行拓宽加固，并对已完成整治的坑塘安

装围网，设立防溺水警示牌，放置垃圾桶，

明确坑塘负责人，负责坑塘日常清洁和看

护，避免垃圾乱倒现象发生。同时，采取

市场化措施推进坑塘改造利用，建设垂钓

园、荷花池等，美化村庄环境。

治“污”。持续提升厕所革命，引导农

户已改造清洁厕所从“三有”提升到“六

有”标准，依托市场化运作模式开展改厕

后检查维护、抽污、转运、资源利用等后续

管理和服务。

治“破”。全面清理无人居住、无保护

价值的破旧房屋、残垣断壁、废弃厂房和

养殖圈舍等。开展农村危房全面排查，并

及时搬出、及时清理。同时，把废弃旧的

宅基地和门前荒地利用起来，变废为宝，

建设精致的小菜园、休憩林等，为广大群

众提供休闲、娱乐、健身的公共区域，为展

示乡风文明提供新场所。

“没有固定的模式，我们根据自己村

的情况，以党群服务中心为点，以主干道

为线，全面发动群众，该清理的清理、该整

治的整治、该利用的利用，在全村掀起了

人人参与环境整治的热潮，大家共同打造

优美、整洁、宜居、舒适的家园。”该镇蔡阁

村党支部书记蔡礼权说。

张振英告诉记者，为确保“六治”攻坚

战取得扎实成效，镇督导组每天都会对照各

管区列出的攻坚计划以及时间进度表进行

督导，实行一日一通报、一周一排名。攻坚

战结束后，镇政府将组织班子成员、包村干

部、各村“两委”班子成员逐村检查、验收、评

比，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评优评先，并

根据评选结果兑现奖惩。眼下，干净整洁、

村庄美化、美丽宜居已成为王集镇农村群众

追求的新风尚，河岸边、宅前屋后，到处都是

人们铲杂草、清垃圾、整河道的身影。相信，

一个洁净、美丽的王集即将呈现。

“你光干村里的活，家里的地谁

种？”妇女埋怨道。“村里的活当紧！”村干

部说罢驾驶着播种机继续播种小麦。

眼瞅着村干部驾驶农机远去，妇女又着

急又心疼。这是今年金秋时节，在永城

市条河镇邵山村田间地头发生的一幕。

村干部名叫邵加伦，那名妇女是他

的妻子。去年，村里土地流转1100亩

成立种植专业合作社发展村集体经

济。今年秋天，高粱、玉米、红薯均喜获

丰收。作为合作社负责人之一，邵加伦

和干群一起忙前忙后抢收抢种。这也

难怪妻子心疼：他都快60岁的人了，干

活还这么卖力气，连续好多天都没怎么

休息过！合作社的小麦播种完毕，邵加

伦这才把自家的3亩土地种上小麦。

“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邵加伦

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他拥有36

年党龄，担任村会计16年。他爱岗敬

业、尽职尽责、任劳任怨，被该镇党委、

镇政府表彰为优秀共产党员，被群众誉

为“老黄牛”。基层工作千头万绪，邵加

伦堪称“多面手”。除了做好会计的本

职工作以及在合作社负责驾驶各类农

机外，他还是村里的扶贫专干。18户贫

困户全部脱贫，军功章上自然少不了他

的功劳。

作风好，家风淳。“邵加伦有一位患

有半身不遂、89岁高龄的父亲，无论平

时工作再忙，他和妻子总是坚持为老人

做饭、送饭，一天三顿，从不间断，令人

感动。”该村党支部书记邵长法说，开展

乡风文明建设，党员干部要起到先锋模

范作用，邵加伦正是代表。

认真工作，不忘学习。自第二批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以

来，邵加伦和村“两委”成员结合“三会一

课”，加强学习，不断提高政治素养和理

论水平。该镇分管党建工作的党委副书

记王圣材表示，今年以来，条河镇扎实开

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涌现

出一批像邵加伦这样的先进典型。全镇

广大党员干部牢记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

命，正在奋力把主题教育成果转化为“为

民服务解难题”的火热实践。

老黄牛 多面手 好干部
——记永城市条河镇优秀党员邵加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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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付培养殖

基地工作人员正在饲

养鸭子。该养殖基地

位于永城市陈集镇韩

松园村，占地 30 余

亩，投资近 200 万

元。本报记者 李燕
实习生 杨哲洋 通讯

员刘广摄

□本报记者李燕实习生丁涛
通讯员王蓓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