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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弘扬“莲”文化

炎炎夏日，鲜花盛开。日前，记者走进
广水市城郊办事处油榨桥村，仿佛徜徉在
鲜花丛中：一望无际的太空莲随风摇曳，七
彩荷花娇艳绽放，散发出阵阵清香；漫步村
湾庭院，随处可见各种颜色的鲜花展开笑
脸，宛如亭亭玉立的少女婀娜多姿，让人流
连忘返……

近年来，油榨桥村整合各类财政资金
600 万元，撬动社会资金 3000 多万元，以花
为“媒”，积极发展乡村旅游，推进美丽乡村
建设，盛开的鲜花在扮靓村庄的同时，还为
村民开辟了一条增收致富之路。

“以前村里没有特色产业,也吸引不来
游客。随着太空莲产业的发展,村容村貌的
改观, 让大家看到了油榨桥村的美好前
景。到 7 月中旬，这里盛开的千亩莲花将变
成集观光、休闲、体验、娱乐为一体的乡村
旅游中心。”油榨桥村党支部书记尚贞猛对

记者说。
油榨桥村曾是广水市

51 个重点贫困村之一。过
去该村以稻麦种植为主，但一直收效甚微。
为发展高效生态农业，村“两委”走村串户
听取村民意见，召开党员大会集思广益，邀
请农技专家把脉问诊，通过深入市场调查，
最终决定大力发展太空莲产业，以期实现
产业增收，旅游致富。

“开弓没有回头箭，选定了产业就要坚
持做好。”尚贞猛说，起初部分村民对太空
莲产业认识不足，心存顾虑，并不愿意流转
土地，村“两委”干部不分昼夜一家一户反
复做工作，最终获得村民的理解和支持。
2016年冬，村“两委”在街道党工委、办事处
的大力支持和村民的积极配合下，仅用 6天
时间就流转土地 1100亩。

“发展太空莲产业,是油榨桥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关键,也是打造美丽乡村的重
点。”尚贞猛说，2017年春，他带领村“两委”
干部先后 5 次到湖北鑫绿生态农业有限公

司洽谈太空莲种植事宜。随后，湖北鑫绿生
态农业有限公司投资 500多万元，在油榨桥
村成立了“爱莲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种植
太空莲 1050亩。

记者了解到，油榨桥村太空莲产业采
取“企业主体、群众参与”机制，已有 96个农
户入股参与，公司日常管理用工优先考虑
困难村民，每日工资不低于 140 元，用工高
峰时期雇工达 60 多人。去年，全村有 53 个
困难户在公司打工，人均收入在 1 万元以
上。通过发展太空莲产业，不仅促进油榨桥
村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而且吸引了八方来
客。仅去年，共接待游客 12万余人次, 村民
创收超过 300万元。

有田野有牧歌，留得住乡愁；有产业能
致富，看得见未来。村民杨诗华笑呵呵地告
诉记者：“去年初，我投资 20万元办起了‘农
家乐’，仅一年多的时间就创收 12万多元。”

“发展特色产业，建设美丽乡村，是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任务，事关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事关广大农民根本福祉，
事关农村社会文明和谐。”城郊街道党工委
书记李丽告诉记者，近年来，党工委、办事
处引导油榨桥村坚持“以农促旅、以旅带
农、农文旅融合”的发展思路，以“双亮”为
抓手，充分利用产业优势和宜居环境，持续
做强花果经济，全力打造美丽乡村，让荷田
成为打卡地，让果园成为体验园，让院落成
为乡愁馆，油榨桥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巨
变。

太空莲种植，推进了一二三产业深度
融合,加快培育发展田园综合体建设无疑
是一枚重要棋子。正是巧用这关键一子,油
榨桥村轻松激活了美丽乡村建设的整个棋

局。
“花经济”不仅让农民获得实实在在的

获得感和幸福感，也推进了乡村的产业发
展。近年来，该村累计投入资金 3500 多万
元，新建光伏发电 210 千瓦、养殖王鸽 5 万
对、种植中药材 500 亩、垦复油茶基地 800
亩、建成生态水果采摘园 350 亩、发展稻虾
稻蛙连作 170亩、种植富硒葡萄和富硒西瓜
60 亩等 12 个产业项目。城郊街道街道办事
处主任王双飞认为，农村要留得住人，关键
还得有产业、能就业。发展绿色产业、水果
产业、水产基地、乡村文旅，引导乡贤返乡
创业，引进龙头企业带动就业……油榨桥
村找到了适宜自身的特色产业和增收渠
道。

油榨桥村在美丽乡村建设中，突出民
生为本，把人居环境整治作为乡村振兴的
重要抓手。新建党群服务中心和村级卫生
室 667 平方米，新建易地搬迁安置房 975 平
方米，刷黑通村主干道 5 公里、硬化村组道
路 19 公里，扩建塘堰 36 口、整治水库 2 座，
高标准改造农田 1500 亩，安装太阳能路灯
59盏，新建机电泵站 4座 50千瓦、新增变压
器 8 台，建成景观河坝 4 处、景观长廊 180
米、观景亭台 4个，栽植风景树木 2万株、荒
山绿化 400 亩、设置绿化护栏 2500 米，建成
排污管道 1500 米、新建公厕 8 个、农户改厕
351户。

每当夜幕降临，油榨桥村车来车往、游
人如织，七彩缤纷的霓虹灯把乡村照得更
靓。尚贞猛感慨地对记者说：“如今的油榨
桥天空一片蔚蓝，大地硕果满园，群山绿意
盎然，泉水清澈甘甜，道路越走越宽，村民
幸福美满！”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余洪涛、魏子钧）近
年来，随县唐县镇华宝山村顺应村民过上美
好生活的期待，统筹生产生活生态，补齐农
村人居环境突出短板，全力打造宜居宜业的
美丽乡村。

该村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村庄布点规
划、多规合一等上位规划为基础，通过公开
招标，不搞“取洋舍土”，支持把农村废旧闲
置的老砖瓦、老石条、老磨盘、旧水缸、旧农
具等具有乡愁情怀的物件充分利用，建设看
得见村庄、望得见清水、记得住乡愁的田园
风光。按照民生工程精细化管理要求，做到

“项目跟着规划走，资金跟着项目走，建设跟

着民意走”；拆违章建筑和废旧畜禽圈，建基
础设施和公益设施，清环境卫生和河沟渠
塘，实现村庄的硬化、绿化、亮化、美化同步。

与此同时，坚持群众的事“自己议、自己
定、自己建、自己管”，动员和引导村民积极
参与美丽乡村的规划制订、项目实施和工程
监管,发挥村民理事会作用，从规划到选址、
从筹资到招标，均由理事会全权操作、全程
监管。提出“美丽乡村是我家，农村不比城
里差”的口号，深入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活动，开展“星级文明户”“好儿女、好婆媳、
好夫妻”等道德好人评选活动，形成全社会
关心、支持、参与美丽乡村建设的良好氛围。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熊涛、程兵、陈凡）近
年来，广水市关庙镇铁城村围绕美丽乡村建
设主线，探索财政和社会资金相结合、塑形和
铸魂相结合、建设和管理相结合的“三结合”
措施，实施“三美”专项行动以及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和乡村风貌提升三年行动，让乡村成
为村民生活的乐园和乡愁记忆的故园。

共同参与让环境秀美。铁城村采取“财
政资金投入一点、社会资本注入一点、群众筹
资投劳一点”的办法，共统筹投入 2000 多万
元，重点实施“环境秀美”专项活动，推进农村

垃圾治理、农村污水治理以及乡村风貌治
理。拆除废旧房屋、猪圈 26 处 3800 平方米，
栽植景观树 5000 株，道路刷黑 5.2 公里，整修
塘堰 80 口，新建文化广场、景观台、凉亭各 1
处，建成公厕 3座、农户改厕 280户，安装太阳
能路灯 35盏。

产业兴旺让生活甜美。村貌改造让乡村
有了“面子”，而群众幸福根本在于“里子”。
铁城村着力巩固和扩大脱贫攻坚成果，开展

“生活甜美”专项活动，加快农村“三变改革”，
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推进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夯实乡村建设的
物质基础，让乡村既有“面子”又有“里子”。
该村流转土地 1000 亩，引进浙江客商建成千
亩花卉苗木种植基地，吸纳 60名农村剩余劳
动力和困难户常年在基地务工，月收入达
3000 元。成立鸿瑞种养专业合作社，流转土
地 600 亩，带动 35 户种植彩叶豆梨、花乔木、
火焰黄连木等，预期每亩纯收入可达 2万元，
村集体年经济收入超过 40万元。

文明创建让乡村和美。铁城村通过实施
“乡村和美”专项活动，开展文明村、公共文

化、平安乡村“三创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
力度，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创新农
村社会综合治理，形成幸福乡村治理长效机
制。通过强化党建引领，筑牢发展之基，组建
村屯理事会、乡贤参事会参与村民自治，开展

“和美家庭”“德美村民”创建活动，涵养村民
的德治之风，营造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
民风的新风尚。开展争创“星级文明户”“战
贫路上，有你有我”“携手致富奔小康”等系列
竞赛活动，把文明新风吹进千家万户，引导群
众养成健康文明的生产生活新方式。

环境秀美 生活甜美 乡村和美

关庙铁城村建设美丽乡村提升村民幸福感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吴为群、余辉）近日，走进广水

市广水办事处驼子村，只见一个个塑料大棚依势摆开,
布满田野。绿意盎然的蔬菜大棚里，一根根藤蔓墨绿
冲顶，茄子长得紫红，黄瓜绿得青翠，煞是喜人。

近年来，为摘掉扣在村民头上的穷帽子，驼子村充
分利用发展农业无污染的优势，瞄准设施蔬菜产业，唱
响了一曲产业脱贫之歌。全村已建成绿色设施蔬菜基
地 1100多亩，建起蔬菜大棚近 300个，设施农业已成为
农民致富的“加速器”。

针对个别农户思想观念落后、经营管理不到位，导
致收效甚微的实际问题,该村让一些有经验、会管理的
农户，用反租倒包的流转形式，把已建成的大棚又反租
回来经营。一组村民张金元租赁 20个大棚，通过实施
标准化、集约化生产，去年种菜纯收入达 20 万元。上
半年,全村已销售优质蔬菜 300余吨,收入 110多万元。

蔬菜种植让村民尝到了甜头。今年，该村又投入
资金 70 多万元修泵站、建蓄水池，安装管网 2 公里，建
成蔬菜交易市场和 2 个温室大棚，有效解决了村民蔬
菜种植销售难题。

驼子村大棚里
“种出”绿色的希望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陈炯）近日，曾都区万店镇小
河沟村开展环境卫生整治大扫除，整洁的人居环境，助
力美丽乡村建设。

该村组织环卫保洁员和环保志愿者共 110 余人，
以饱满的热情，不怕脏、不怕苦、不怕累，争先恐后地对
全村各主干道路、河道垃圾、卫生死角、路边杂草和房
前屋后垃圾，进行了逐一、认真的清理。此次大扫除共
清理垃圾 8车 10余吨；清理污水沟 6条，清理水塘 5个，
割除路边杂草 600米。

通过整治，有效地治理了环境的脏乱差现象，为创
造洁净、优美、舒适的生活环境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张莉、王华）
“以前道路两旁没有花也没有树，家家
户户的柴草垛也随意堆放。近年来，村
里实现了湾湾通公路，路灯也安装了好
几百盏，还在农户门前修建了 100 多个
花坛。清理整洁的边沟沿路两侧也‘亮
点频频’，走到哪都花香四溢，现在村容
村貌发生巨大变化，咱居住的环境好
了，心情都跟着好起来。”随县新街镇联
合村 2组张大妈高兴地说。

近年来，联合村以服务型党组织建
设为统领，从改善农民居住环境，提高
生活质量、提升健康水平入手，以建设

美丽乡村为载体，全面推进村基础设施
建设，切实加强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实
现了全村环境卫生全覆盖作业、网格化
管理、常态化运行，让乡村绿起来，让农
民乐起来。

该村先后投资 500 多万元，硬化道
路 9 公里，修建排水沟 9200 米，铺设排
污管道 860 米，修建公共花坛 18 处，农
户门前花坛 126 处，栽植绿化树木 3.8
万株，安装路灯 55盏，建设 1000平方米
文体活动广场，配置大型垃圾箱 12 个、
垃圾桶 340 个，为环境卫生工作全面展
开打下了良好的硬件设施基础。

联合村
环境整治“脏乱差”变身“洁净美”

华宝山村
打造宜居宜业美丽乡村

小河沟村
营造洁美人居环境

▲ 油榨桥村千亩太空莲基地

▲ 五色的庭院

▲ 美丽乡村石牌

▲ 村民议事厅

▲ 夜幕降临,游客纷至沓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