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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

□文/图 本报记者 翁韬

“谁能想到，俺家门口从半天不
见个人的‘北大荒’成了车来车往的

‘水旱码头’”，4月 8日，站在杞县阳
堌镇七岗南村北头平坦、整洁的水
泥路上，70岁的村民夏友国望着门
前的人来车往笑着告诉记者。

时间倒退到三年前，这里还是
人们很少光顾的偏僻角落。门前一
条疙疙瘩瘩的土路，晴天出门能给
自行车颠散架，雨天走不了几步，泥
巴就给车轱辘塞得动弹不得，村里
垃圾随手丢弃、污水乱排乱放，“这

‘鬼’地方，谁来啊？”
而今走进七岗南村，可以看到

家家户户门前都通了崭新的水泥
路，统一规划的下水道铺设到了各

家各户，主要道路上间隔不远都设
置了垃圾桶，每天都有专人负责清
扫村里的街道、清运生活垃圾，不少
家庭都改造了旱厕，用上了水冲式
厕所，远离了异味和蚊蝇，路面也看
不到堆放的垃圾和污水了，“这环
境，不比城里的社区差！”

七岗南村原来是个贫困村，由
于基础设施薄弱，人居环境脏乱差，
很多村民都搬出了村子去城里安了
家。脱贫攻坚以来，各级政府加大
对乡村人居环境的整治力度，从道
路建设、排污设施、厕所改造等方面
进行了升级，日常的环境维护清洁
也纳入了制度化，整体的乡村面貌
焕然一新。2019年，七岗南村甩掉
了贫困村的帽子。这两年，村里新
建的二层小洋楼越来越多，不少年
轻人又从城里搬回了村里住。

农村人居环境由乱到治，由差
到优，七岗南村的变化，是近年来我
省大力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一个缩
影。路更顺了、卫生更好了、环境更
美了，这是本次脱贫村走访中村民
们的共识。然而，记者在采访中也
发现一些不足，例如人居环境细节

管理不到位、基础设施投资不足、硬
件设施后期管护不力等。

在民权县人和镇白木村，记者
看到村里的主要道路上都设置了垃
圾桶，卫生环境保持相对较好，而背
街小巷就成了被人遗忘的地方。不
少街巷还没有实现道路硬化，垃圾
随地乱扔任意堆放、畜禽散养、污水
到处排放现象较为普遍。

当地村干部告诉记者，由于村
集体的收入较少，全村只能雇用一
名脱贫户为保洁员，很多相对偏僻
的地方就很难照顾到。而且，垃圾
桶配置有些短缺，还偶有丢失，也只
能往主要道路倾斜。

农村人居环境的改善，离不开
对污水问题的妥善处理。

伊川县葛寨镇张棉村是一个依
山傍水的山区村，生态环境优美。

在该村采访时，一名村干部告
诉记者，解决农村生活污水处理问
题也是当地村民期盼多年的事。但
是山区民居大多随地势而建，规划
建设统一的排污系统难度很大，而
且村集体收入不高，很难负担起大
笔的管网建设改造投资费用。

据了解，农村污水处理难问题，
是一个普遍现象，由于各地情况不
同，彻底解决尚需时日。

此外，走访中记者也发现，由于
农村厕所改造后期维护不够，部分改
厕设施破损较为严重，难以发挥作
用。在白木村，记者随机走访了八户
脱贫户，其中有两三家的水冲式厕所
抽水设备已经损坏不能使用，只能端
水冲刷厕所。还有一户，由于雨水倒
灌导致化粪罐堵塞，目前只能用塑料
桶盛装排泄物，满了之后自行挑到村
外处理。而且，化粪罐填充满了之后
还需要找人抽取，要收取40-50元的
费用，不少村民的使用热情不高。

采访中，不少村干部建议，希望
各级政府能统筹资金，保障农村人
居环境改善的投入，分期分批推进
农村人居基础设施建设。此外，希
望能推进城乡垃圾无害化治理。涉
及垃圾、污水、厕所后续设施运营的
管护费用，从中央到地方纳入预算，
建议社会化、市场化的管护运营机
制，解决厕所、污水整治改建后续粪
污、淤泥清淘，形成农村人居环境持
续推进的良好机制。5

少点美中不足少点美中不足，，多点锦上添花多点锦上添花

一场春雨过后，站在西峡县五
里桥镇土槽村的制高点——金鸡岭
上放眼远望，白墙黛瓦的房屋、重叠
起伏的山峦、碧绿滴翠的树木、清澈
见底的河流相互陪衬，构成了一幅
特色独具的山水画屏。

“土槽村 2005年还是省级贫困
村，2019年脱贫摘帽，现在是全县美
丽乡村的示范村！”2008年 11月到
村里任大学生村官、2019 年 9月任
镇扶贫办主任、去年6月开始任该村
包村干部的乔永久言语中透露出自
豪，“12年间，土槽村的变化，我是见
证者更是参与者！”

多年以前，土槽村还是一个普
普通通的小山村。村民的房屋大多

是破旧的“趴趴房”，甚至有不少危
房。村民们吃水都成问题，出行也
很不方便。

近年来，在北京市顺义区马坡
镇、对口帮扶企业西排公司和县交
通局驻村工作队的帮扶下，对村内
的基础设施进行了改造和提升。“我
们建成了宽6米、长10.3公里的乡村
公路，”村支书谢双定说。村内又增
设变压器6台，打深井3眼，蓄水池4
处，危房改造10户，修缮房屋38户，
拆除险房9座，七改一增26户。

村内的基础设施改善后，群众
的致富项目也随之“启动”。结合土
槽村的实际情况，扶贫工作队和村
委一致决定从生态治理入手，要让

村子来个大变样。
全村山坡面积大，群众有育树

苗的传统，白皮松、五角枫、桫椤树、
桂花树等苗木经济逐年看好。工作
队就顺势引导村民发展林业和生态
农业。笔者采访时，村民刘国岐、刘
兵、李先耀等人正为上门收购苗木
的客商装树苗；村民王春伟今年一
开春就把袋料香菇的种植规模扩大
到了1.8万袋。

“现在俺们村 663亩土地，已发
展生态苗木 350 多亩，将来俺村是
县城的后花园、市民休闲的娱乐园、
农游一体的生态园！”展望土槽村的
未来，村支书谢双定的话语里充满
激情。

按照生态旅游发展规划、实施
了生态治理项目，全长8公里的道路
和河道绿化、亮化工程迅速配套完
善。夜晚，路灯亮了，白天，路旁的
七叶树、月季花、格桑花、绿篱相互
映衬，立体绿化效果引人注目，吸引
着一拨儿又一拨的城里人争相前往
观光游玩。

如今，距西峡县城 12公里的土
槽村，全村森林覆盖率 95%，空气中
负氧离子含量 5.8万个/cm3，已成为
省级康养基地。从去年9月开始，该
镇在上庄组投资 3000万元建设“碾
盘湾旅游度假区”一处，占地 37亩，
今年5月1日可开放迎宾。5

（封德 王玉贵）

□汤传稷

笔 者 的 老 家 在 豫 南 的 一 个 小 山

村。每年春节，都会回一趟老家，每年

回去都能发现山村的一些变化。

多年以前，在一次回老家之后，我

写了一篇题为“池塘的梦想”的小短文，

描述了山村池塘的破败景象。在那篇

短文发表一年后，笔者再次回到老家

时，发现池塘已整修过了，焕然一新。

去年，笔者回去时发现，一条平整的水

泥路已通到村庄里面。村民们出行，再

也不用走泥泞的土路了。

在途经行政村村部所在地时，发现

那里也大变样了：多了一个宽阔的休闲

广场，里面有不少健身器材，旁边还有

一座漂亮的公厕。

美丽乡村，眼见为实。再后来，笔

者走过我省农村的许多地方，一处处乡

村美景常常令人惊叹。笔者忽然想起，

原来，省里那个关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的“三年行动方案”，的确是落地开花并

结果了。

只是，好了还想更好，这是人之常

情，也无可厚非。在基层走访中，笔者

也听到不少群众反映，脱贫了，农村环

境变好了，但总还是有些美中不足的地

方。比如，修好的路又坏了，有的村子

还是有点脏乱差，有的农村池塘水体发

臭了，等等。

群众有新期盼，政府就应当有新作

为。因为，满足人民群众对更美好生活

需要的愿望，也是党委、政府的职责使

命 所 在 。 接 下 来 的 续 篇 该 如 何 写

呢？——还是上面那句话：“美丽乡村，

眼见为实”。让我们拭目以待吧。5

2018 年 3 月 30 日，省委办
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河
南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
动实施方案》。我省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的行动目标主要是：

2020年年底前，实现农村人
居环境明显改善，村庄环境基本
干净整洁有序，村民环境与健康
意识普遍增强。

经济条件较好的县（市、区）
内、其他市县中心城区周边的村
庄和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风景名
胜区、生态保护区（带）内的村庄
（一类区域），人居环境质量全面
提升，基本实现农村生活垃圾收
运处置体系全覆盖，基本完成农
村户用厕所无害化改造，厕所粪

污基本得到处理或资源化利用，
村容村貌显著提升，管护长效机
制基本建立。

对基本具备条件的县（市、
区）内的村庄（二类区域），以及
经济欠发达县内和少数地处偏
远、居住分散的村庄（三类区
域），也提出了具体要求。

在不久前召开的 2021年省
委农村工作会议上，省委提出开
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
动。扎实推进农村“厕所革命”，
完成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改造
150 万户，普及率达 86%以上。
持续开展村庄清洁行动。统筹推
进村容村貌提升、农村生活垃圾
污水治理等重点工作。5

当前，农村“五保”老人减少，可各
乡镇敬老院基础设施还很完善。据笔
者在豫东某县一敬老院调查，20年前
该院有“五保”老人 42人，乡里便为这
些老人盖上 25间宽绰的卧室，卧室配
上了电视机、电风扇、单人床，另招录
服务员近 10名，使“五保”老人过上安
宁舒心的生活。

可随着“五保”老人一天天见老和
相继离世，农村目前新增“五保”老人并
不多，各乡镇敬老院应保尽保的老人因
此少了很多，有的乡镇敬老院只有十几
人，或是更少。而另一方面，目前农村
有子女的留守老人却不少，他们的子女
一旦在外打工，大多忙得不可开交，更

无足够的时间去照顾父母及亲人。
笔者建议，农村敬老院可以“扩

招”。现在豫东一带，乡镇敬老院“五
保”老人的伙食费用多在 500元上下，
如果敬老院再收几百元服务费，让有
子女的老人进院生活，他们和子女是
愿意付这笔伙食费和服务费用的。这
种办法可以称之为“一院两制”。

笔者以为，实行这一新制度的好
处是，乡镇敬老院的基础设施可充分
利用，院里的工作人员和服务人员的
工作积极性也可充分调动起来。同
时，又解决了部分农村留守老人的生
活困难问题，为他们在外打工的子女
解除了后顾之忧。5 （屈效东）

建议农村敬老院“扩招”

当下，正值春暖花开的季节，是各
种野菜破土生长的最佳时节。俗话
说，“野菜蘸大酱，好吃又健康”。农田
里自然生长的野菜都是无公害的“天
然佳品”。

每到五一前后是挖野菜高峰期。
许多市民结伙搭伴去农田里挖野菜，也
有人“足不出市”，在公园绿地和草坪里
寻挖野菜，随意践踏草坪。有的人在农
田里乱踩滥挖，甚至把刚出土的幼苗踩
死或连根拔掉。遇到野菜和农作物幼

苗连在一起的，有的人“宁要野菜、不要
秧苗”，使一些幼苗的根部裸露在外。
据了解，有的市民还把挖来的野菜送给
亲朋好友或卖给饭店。

对此，有关部门要加强宣传教育
和管理，可在农田公路旁设立“警示
牌”；城市公园绿地和草坪更要严加监
管，一律杜绝挖野菜行为。对不听劝
阻、乱挖野菜、随意毁坏庄稼幼苗等一
些不文明行为，要视其情节给予必要
的处罚。5 （许贵元）

目前，四通八达的公交网络延伸
到我省城乡的各个角落。而为了绿色
环保、低碳出行，乘坐公交车已成为许
多人的首选。

据笔者调查了解，与公共交通快
速发展不相匹配的是，一些公交站候
车专用的坐椅，建在比公路高出几十
厘米的平台上，成了老年人难以逾越
的障碍。人老了腿脚不灵便，抬脚上
那几十厘米高的平台，对有的老年人
来说，就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即的事

情。加上有的老年心脑血管患者，由
于后遗症的影响导致腿脚不听使唤，
上公交站候车平台显得力不从心。一
些老人候车休息，在上下平台时，导致
崴脚骨折的事例时有发生。

当前我国已经逐渐进入老龄化社
会，建议各地在建造公交站候车休息
平台时，设身处地为老年人着想，留设
与路面一般高的出入口，为老年人顺
畅上下平台提供便利条件。事虽小，
意义大，值得用心做好。5 （乔光）

笔者到学校接孩子，站在教室门
口往里看，初中一个班差不多一半学
生都戴上了眼镜。是什么导致学生的
近视率如此之高？究其原因，电脑、手
机、电子屏等电子产品是罪魁祸首。
特别是现在上课用的电子屏，四十五
分钟学生几乎一直盯着，而大部分教
室又没有窗帘，这对孩子发育尚不成
熟的眼睛伤害很大。再加上有的学
校，课间也不组织眼保健操。时间长
了，“小眼镜”难免增多。

从老师教学的角度来说，电子屏
的使用确实方便省事，并且课件可以
反复使用，但从孩子成长的角度来说，
应该将保护视力放在第一位，严格规

范电子屏的使用。当地有的学校做得
就很好，明确要求教师把板书作为教
学的主要手段，电子课件只作为辅助
手段，每周每位教师只用一两次电子
屏，且电子屏连续开机时间不超过 30
分钟。

另外，学校应保证学生的课间活
动和体育课程时间，组织学生坚持做
眼保健操，也可以增加一些社会实践
内容，让孩子疲劳的眼睛有一定的休
息恢复时间。回到家中，家长要监督
学生，适度使用电子产品，少看或不看
电脑、手机。希望教师、家长、社会共
同努力，构筑起保护孩子视力健康的
屏障。5 （孙宽）

我们是宁陵县实验中学学生家
长，我们投诉的是与学校一路之隔的
马平购物广场。马平购物广场由于开
业不久，为了大肆揽客，他们一直用大
喇叭循环播放广告，传出的噪音令人
烦躁不安，孩子们哪有心读书上课？

新店开张，开展宣传活动无可厚
非，但是不能见利忘义，如此噪音严重
扰民。马平购物广场大喇叭从早上一

直持续到夜晚十点，不停地播放着大
音量的推销广告，使得学校师生和周
围邻居不得安宁，无法正常地学习和
生活。这种状况持续已久，一直未见
改善。

在此，我们希望相关部门立即采
取行动，严厉查处噪音扰民者，还师
生和居民一个安静的学习和生活环
境。5 （闫占廷）

日前，笔者去郑州市新郑龙湖岳寨村西边的宋代建筑学家李诫墓地祭扫，发
现周边环境变化极大。墓前碑亭漆皮脱落，碑亭左边小广场成了停车场，碑亭左
边扔有破躺椅。碑亭右侧原本是果园，现在里头是铁皮房，露天堆满了旧家具等
杂物，碑亭前面小广场周围果园已遭破坏，堆放有建筑垃圾及建筑材料。小广场
西侧原本是个公厕，属于墓地建设的一部分，现在门已坏，洗手池上空荡荡的，地
上一片狼藉。碑亭周围随处可见生活垃圾。

李诫是中国也是世界建筑史上为数不多的大师和理论专家，他的墓园在河
南新郑，是新郑、河南的骄傲，更是附近居民、村落的宝贵资源。希望地方政府采
取措施，还历史文化名人一个干净整洁的墓园。5 吴承恩 摄

挖野菜莫忘保护秧苗

公交候车点要方便老人

历史名人墓地，不应如此不堪

广场噪音太大影响孩子上课

使用电子屏教学要适度

土槽村是如何破茧化蝶的？

美丽乡村，眼见为实

基层传真

我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目标

2020年年底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脱贫攻坚正式收官。脱贫后的路该怎么走？基层群

众心里是怎么想的？这是上上下下都十分关注的话题。为此，本报“基层之声”版自今日起推出

“脱贫后的新期盼”系列报道，从农村人居环境、交通出行、创业致富三个方面，聚焦脱贫后的新

农村，并了解基层群众的新期盼，以期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有益的参考。

“脱贫后的新期盼”系列报道①

①①

图① 杞县农村环境整治后面貌一新。
图② 伊川县某村庄一角颇为杂乱。

②②

▲鹤壁市淇滨区钜桥镇农村新貌。本报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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