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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水码头活水码头””焕新焕新姿姿
颜颜值气质双提升值气质双提升

编者按：杨巷镇被誉为“千年古镇、活水码头”，这里山灵水韵、人文荟萃。然
而，面对全镇百姓对村庄环境不断改善和高质量生活的新需求，杨巷镇党委、政府永
不满足，创新求变、积极作为。特别是去年来，该镇紧扣各级有关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行动的要求，扎实推进“一推三治五化”专项行动。通过强化党员干部责任担当、新
建完善公共设施、调动全民参与、加强制度保障、融入乡愁文化等举措，汇聚了人居
环境整治的强大合力，提升了整治的档次，初步取得了预期效果。通过整治行动，群
众的满意度、获得感和幸福感进一步增强，干群关系进一步融洽。

党员干部扛起责任担当

村民自治意识不断增强 新建公共设施增强群众获得感

一批整治工程亮点融入乡愁记忆

一套考评机制激发整治活力

“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
和感召力，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
模范作用，影响和带动社会各界
参与，是杨巷镇党委在组织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行动中首先抓的一
个重点。”杨巷镇党委书记王卫
说。镇党委、镇政府明确要求，从
镇机关派出的定村联系镇党委成
员、定村干部必须积极主动地参
与到人居环境整治和长效管理
中，及时帮助解决有关问题。与
此同时，镇纪委还对镇机关和各
村村干部参与环境整治行动的履
职情况进行督查，将督查情况作
为镇党委考评和使用干部的重要
依据，从而把人居环境整治的责
任，落实到每个干部的肩上。

从去年起，塘门村“两委”把
每周六确定为村干部“劳动日”，
义务参与村庄公共绿化的修剪、

人居环境卫生死角清理，成为村
里环境整治的突击队和先锋队。
在党员干部的带领下，村里组建
起一支由20多名村党员干部和
普通村民参与的志愿者队伍，活
跃在村庄环境整治和长效管理的
现场。村党总支书记潘凤仙说：

“靠着党员干部的带头示范，志愿
者的积极参与，全村形成了干群
齐抓村庄环境整治的强大合力。
全村有20个自然村，无论何时、
何地，无论谁来检查，总归干干净
净的。去年，村里在参与市镇两
级村庄环境常态长效管理测评
中，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像人居环境整治这个村级
治理问题，单靠几个村干部，显然
力不从心。近年来，在杨巷镇党
委的引导下，村里在全村党员作
用发挥上创新了平台载体，收到

了实效，赢得了群众理解和支
持。”芝果村党总支书记沈正明
说。尤其是从去年开始，村里结
合村庄环境整治和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建设活动，推出了共产党员
亮身份亮职责、党员联组入户等
文明实践活动，完善了村党员干部
驻片联系、党员活动日等制度，让
全村党员干部感到肩上有沉甸甸
的责任，促进他们在村庄环境整治
中更好地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去
年，在赵家圩自然村环境整治中，
起初一些农户听说村里要拆除鸡
窝鸭棚，颇有抵触情绪。但当村民
们看到蒋国军、戴国才、戴顺生等
村里的党员干部和企业老板踊跃
捐资，用来新建村上的亲水平台、
种植绿树、美化环境时深受触动，
纷纷配合村里开展整治，使赵家
圩环境面貌焕然一新。

“党员干部带好头，村民群众
有奔头；男女老少齐参与，村庄环
境赛城里……”4月2日，市融媒体
中心记者在杨巷镇革新村屠家自
然村采访时，70多岁的老党员屠
孝彬欣喜地说。

屠孝彬作为革新村老年志愿
服务队的一员，对队员们义务参加
环境整治的感触颇深，“全村老年
人数量约占全村总人口数的三分
之一，这一庞大的群体，是拥有空
闲时间较为充裕的群体，也是人居
环境整治行动中一支不可或缺的
力量。在他们的带动下，村民们配
合村里搞好环境整治的主人翁意
识明显增强了，真正把‘要我管’变
为‘我要管’。”

去年上半年，在村“两委”的组
织下，革新村组建了一支由退休教
师、老干部参与的老年志愿服务
队，并通过他们影响和带动学生、

妇女等群体共同参与到人居环境
整治中。在去年屠家头村庄环境
整治行动中，村民们主动配合村里
拆除了闲置危旧房屋，种上了绿树
花草，拓宽了村道，建起了健身广
场；协助村里对民房外墙统一进行
了粉刷出新，设置了如诗如画的文
化墙。人在村中，村在景中，犹如
一幅新油画，四乡八邻的村民对屠
家头自然村的新变化新景象投来
赞许的目光。

如今，在杨巷镇，除了像革新
村这样发挥老年志愿服务队作用，
带动村民主动参与人居环境整治
外，黄家村、西溪村、皇新村、镇龙
村、坝塘村等村的村“两委”还根据
各村实际，分别修订完善了《居民
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将人居环
境管理、文明新风尚养成、生活新
理念确立纳入其中，对每户进行对
照考评，将考评情况与村里发放的

相关福利待遇挂钩，推动居民实现
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增
强居民“自己的事情自己办、自己
的事主动办”的自觉性，让他们真
正成为环境整治的主人。

芝果村村民在村里的发动
下，捐出了闲置家中的旧收音机、
缝纫机、磨盘等老物件，建起了老
物件文化墙，成为村里的一道靓
丽景观。

与此同时，该镇相关部门、学
校也结合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
动，发动大家积极投身到人居环境
整治中。杨巷中学、杨巷小学、新
芳小学举行“美化村庄、靓我家园、
小手拉大手”活动，通过“看我家周
边环境”评比活动，号召师生及家
长加盟村庄环境整治。镇妇联组
织开展“美化家园展巾帼风采”活
动，引导广大妇女发挥美化庭院、
绿化家园的主力军作用。

“以往，这里的闲置危旧房
屋被拆除了，取而代之的是设施
完备的公厕和健身广场；以往，
这里的臭水塘臭水沟被填埋，取
而代之的是公园健身步道和绿
树花草。到了晚上，村民们三五
成群，在这里散散步、赏赏花、健
健身，生活质量赛城里人哩！这
些公共设施建得真得人心！”3月
31日，在金紫村南塍自然村，土
生土长的70多岁的村民陈如兵
说起村里公共设施的变化，欣喜
之情溢于言表。

去年来，像南塍自然村这样
通过环境整治，一批新建公共设
施赢得村民好评如潮的
村，在杨巷镇全镇16个村
中，村村至少有 1个，诸
如：黄家村的新建公厕、镇
龙村弋庄自然村的河塘综
合治理、安乐村上村自然
村的新建篮球场……村庄
面貌的大改观，新建公共
配套设施的便利性，增加
了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和满意度。4月 1日，在
了林村神通自然村边的

中河防洪堤坝上，高出堤坝路面
约70公分的挡土水泥墙上，花
木飘香，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去年，村里为了保证防洪堤坝
的安全，在前几年新建的防洪墙
边，又新建了一堵挡土墙，并在
墙上种了花木，在堤坝上安装了
路灯，不仅为防洪安全加了一道
保险，而且美化亮化了防洪墙，
成为村里的一道新景观。这种
公共设施的建设，全村百姓都称
赞村里做到点上了。”村民步夕
保说。

“镇村两级在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中，始终把增强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和满意度，作为落脚
点和出发点，赢得了群众的信赖
和认可。”杨巷镇建管所所长吴
珺说。各村根据上级有关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一推三治五化”
专项行动要求，紧贴群众需求，
不断完善居民生活公共配套设

施。自去年以来，各村均新建了
一批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新建改
建了公厕，增设了健身广场或健
身步道，实施了路灯亮化、村庄
绿化、河道清淤等工程，进一步
优化了人居环境，方便了群众的
生产生活。

4月 3 日，位于杨巷镇英驻
村琅玕自然村的马灯文化综合
楼的村老年活动室新建工程主
体工程基本结束，它将成为村民
们交流琅玕武术马灯表演技艺
的新乐园，成为传承近千年琅玕
武术马灯文化和人居环境整治
的亮点工程。

踏进马灯文化综合楼的“古
韵琅玕”武术马灯陈列馆，里面不
仅有琅玕武术马灯传承文化资料
介绍，还展示了演出服装、兵器、
文艺展演的锣鼓、招军等乐器。
在与该馆相连的“妙泉书院”里，
一块民国年间琅玕山上妙泉院里
记载村史的石碑，为琅玕武术马
灯史的传承作了全面诠释和佐
证。村民曹春梅自信满满地告诉
记者：“陈列馆把近千年的琅玕武
术马灯史活化传承了下来，真是
形神兼备，一部武术马灯传承史，
就是琅玕村的一段发展史。小时
候看到的武术马灯表演，如今得
到了传承和创新。自2019年5月
该馆正式开馆以来，增强了村里

人的归属感和自豪感，成为村民
们共同守护的精神家园，吸引了
周边村民前来观赏。”

自去年来，像马灯文化综合楼
这样，融入传统历史文化和乡愁记
忆的英驻村人居环境整治亮点工
程还有：秦家大院、杨力耕纪念馆
等等。古色古香的秦家大院展示
了秦家先辈们勤于耕读、乐善好施
的精神风貌。杨力耕纪念馆记载
了仁人志士杨力耕，不畏强敌、投
身抗战的家国情怀……放眼全镇，
在人居环境整治工程中融入乡愁
记忆、耕读文化和历史遗存，已成
为各村的共识。

杨巷镇自然禀赋得天独厚，历
史文化源远流长。境内有山有水，
河网密布，许多河道、古桥、石雕镌
刻着一代代杨巷人的乡愁记忆。
为此，杨巷镇党委政府在推进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行动中，把打造“最
美家河”“最美村庄”作为发力点，
并引导各村结合美丽乡村、特色田
园乡村建设，坚持规划先行，坚持
因村制宜，做到村村有目标、有规

划、有方案，最大限度地融入文化
元素，合力彰显杨巷“千年古镇 活
水码头”的神韵和个性。

芝果村在拆除一间闲置危旧
房屋时，墙内惊现距今约190年的

“渡船记碑”。这块石脾上，依稀记
载着当年村上先辈们捐资建设河
道渡口“歇脚亭”的情况。村上几
位老年村民也曾听先辈们说过这
个情况，但迟迟没有实物或相关资
料印证，成为他们的一个宿愿。看
到此碑，村“两委”成员如获至宝，
随即向镇政府和市有关部门报告，
提出重建“歇脚亭”、立好“渡船记
碑”的设想，并得到多方支持。在
市有关部门的指导下，按照修旧如
旧的原则，最大限度地恢复重建了
当年“歇脚亭”的风貌，成为全村人
共同守护的精神高地，以传承乐善
好施、奉献公益的村风民风。“在重
建‘歇脚亭’过程中，多位企业老
板、退休党员干部和热心村民慷慨
解囊，使重建的过程，成为学习传
承先辈精神的过程。”芝果村党总
支副书记蒋国军说。

“我们在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行动中，出台了考核督查、资金
奖补等制度，形成了勇争一流、齐
抓共管的良好氛围，构建了一套规
范透明、责任明确的考核督查机
制。”杨巷镇镇长黄立明说。

杨巷镇党委、镇政府建立了月
考季评、全年总评的考核制度。无
论是月考，还是季评，检查考核均
采取不发通知、随机抽签等方式进
行。月考由镇建管所、公用事业
办、水利、审计等部门联合组成的
考核小组实施，每月对各村考核一
次；季评由镇党委、镇政府主要领
导组织各村村书记互相分打、综合
评分，每季度组织一次；年终再根
据月考季评的情况进行综合打
分。镇里在市里发放环境整治奖

补资金的同时，配套发放相关资
金，并按每个季度发放到位。年终
再根据综合得分对全镇16个村进
行排名和奖励，对村书记和其他定
员干部出台奖励额度不等的政策，
从而把责任落到每名村干部，特别
是村书记的肩上。镇里还建立村
书记村庄环境整治微信群，即时通
报检查考评中发现的问题，督促问
题及时整改到位。

“从 2019 年起，镇政府在三
年内，连续每年拿出500万元的
奖补配套资金，支持各村用于村
庄环境整治提升工程建设。与此
同时，对各村村庄环境长效管理
情况进行奖补。仅2019年，用于
全镇 16个村的各类奖补资金有
1200万元。”镇建管所副所长蒋

龙飞说。去年，对照有关奖补政
策规定，全镇16个村平均每个村
每个季度能领到长效管理奖补资
金4.25万元，较好地保障了村庄
环境长效管理的需要。

除了由市镇两级奖补政策激
励外，杨巷镇各村还结合实际，
分别采取网格化积分制考核办
法、村民志愿者积分制考核办法
等措施，调动各方力量，提升村庄
环境整治长效化管理水平。“村里
每月都组织村干部和村民志愿
者，义务参与村庄环境卫生保洁，
对村民开展有关宣讲工作，并作
为考评村干部和志愿者的依据，
造浓了全民参与村庄环境长效管
理的浓厚氛围。”西溪村党总支
书记周亚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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