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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通讯员 刘明明

如今，茌平区振兴街道牛庄村村
民李红英有了新身份——村集体坑
塘“塘长”。自从当了“塘长”，李红英
不敢怠慢，每天都会一早一晚两次

“巡塘”。
李红英管理的这片一亩半坑塘

曾经是个垃圾坑，夏天蚊蝇乱飞、恶
臭难闻。经过改造，坑塘四周红砖绿
墙黄栅栏，塘中养着鱼，岸边栽着果
树。“春天花红柳绿，特别好看，秋天
石榴、柿子、李子、梨，果香满满，老人
小孩都愿意来坐坐。”8月1日，李红
英说。

再早之前，牛庄村村西这个坑塘
承载了牛庄几辈人的美好记忆。坑
西沿“一甜一咸”两口对称井曾是全
村人的水源，坑塘边人们或来打水，
或聚集聊天，是村里人气最高的地
方。“当时坑边绿树成荫，现在保留下
来的那棵百年柳树是见证。”牛庄村

网格党支部书记牛光齐说，随着井的
废弃，坑塘逐步沦为“垃圾场”。

村西坑塘再次变回“人气王”，得
益于茌平区实施的农村坑塘综合整
治工作。按照“因地制宜、分类施策、
先易后难、一坑一法”的原则，该区立
足实际，采用财政奖补、整合涉水及
涉农项目资金、吸引投资等筹资方
式，多途径、多渠道实施坑塘改造，最
大限度地变旧为新、变废为宝。

“养鱼就怕水污染，搞好管理是
关键。”在牛庄村另一处水清岸绿的
坑塘边，承包人马生春正在修剪果
树。在过去，这里是沿路的臭水沟，
总面积约有 11 亩。前几年，马生春
与村委会签了20 年的承包合同，先
后花 30 多万元对坑塘进行清淤治
理，水里放鱼苗，岸坡种果树，如今
变成年收益超过 6 万元的标准鱼
塘。

治理废坑塘，少则几十万元，多
则上百万元，村集体没钱怎么办？“我

们鼓励有资金实力的村民承包，谁承
包、谁收益、谁管理，等于是‘花个人
的钱办集体的事’。”牛光齐介绍，在
坑塘整治过程中，他们村实行挖大填
小，原本 7 个大小不一的坑塘，保留
了3个大的，填平后的小坑塘则用来
修建休闲活动广场。

村西坑塘变为“景观塘”，村南坑
塘则将要变成“致富塘”。“村南坑塘
是附近600亩麦地的蓄水塘，黄河水
自西向东引入村内蓄到坑内，旱涝保
丰收。”牛光齐说，小麦拔节水浇灌完
毕后，村南坑塘的改造正式拉开序
幕。2.4亩的坑塘中标“渔光互补”光
伏发电项目，整合各级资金100余万
元，在坑塘水面安装 100 千瓦光伏
板，水下养殖草鱼、鲢鱼，形成“水上
发电、水下养殖”新模式，预计年可增
加村集体收入7万余元。

坑塘整治不光有面子，也要有里
子。为避免村民再往坑塘里倒污水，
振兴街道请来水务专家，将村内3600

米排污管网重新铺设，采取堵疏结合
的方式，彻底解决污水排放问题；发
动村干部、坑边农户、公益岗村民担
任“塘长”，并安装摄像头，以“人防+
技防”的方式，从根本上防范坑塘治
理陷入“治理—反弹—再治理—再反
弹”的怪圈。

牛庄村坑塘是茌平区1000多个
坑塘“大变身”的缩影。在冯官屯镇
三楼村，整治后的坑塘明净清澈，四
周林木花草葱郁、健身器材多样，村
民纷纷点赞。胡屯镇前徐村的坑塘
被一圈仿古长廊包围，柳枝飘摇，风
景美如画。

茌平区不断加大农村坑塘治理
力度，将坑塘管理纳入“河长制”管理
体系，全面提升乡村人居环境质量。
据初步统计，茌平区目前已整治大小
坑塘 1368 处，新增集体用地 200 多
亩，村集体收入增加 500 多万元，初
步实现了坑塘水清、有鱼有草、人水
和谐的农村水环境景观。

废旧坑塘“变身”好风景

7月28日，阳谷县孔盛村村民
在空闲宅基地上建起的光伏板下
管理蔬菜、水果等作物。

阳谷县以党建为引领，扎实推
进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在空闲宅基
地上建起光伏板，并在光伏板下种
植蔬菜、水果等作物，既美化了环
境，又实现了光伏发电和种植收益
双提升。

■ 本报通讯员 陈清林 陈亚晴

拂晓即起，洒扫庭除。把家里收
拾得清清爽爽，是修身养性，是对家
人健康负责，更是为赖以生存的大环
境作贡献。

一个家庭如此，一个村庄、一个
乡镇（街道）同样如此。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就是乡村振兴路上的“路
基”。“路基”打不好，路不会平坦，美
丽乡村实现不了，民生福祉更无从谈
起。

近年来，我市农村人居环境水平
和质量明显改善，大部分村庄实现了
干净整洁有序，大面积脏乱差的情况
基本消除，一些亮点村庄、亮点做法
不时涌现。但毋庸讳言，在路域环

境、村容村貌、农村改厕和城乡环卫
一体化、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河湖沟
渠治理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这
些问题像喉中之刺，不拔不行。

问题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在一
些地方基础较差的因素之外，领导是
不是重视，投入是不是充分，工作是
不是细致，流程是不是完整，有没有
形成合力，都是需要破解的症结。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不是突击扫
马路，不是掩盖问题的“面上光”。作
为乡村振兴的重要一环，这项工作一
头连着美丽乡村建设，一头连着乡村
有效治理，是不折不扣的硬仗。如果
站位不高、时紧时松，存在形式主义

或者畏难情绪，注定要吃败仗。
大力弘扬“严真细实快”的工作

作风，体现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上，
就是要把这项工作真当回事，持之以
恒去抓，自抬标杆、加大投入、注重细
节、理顺机制、形成合力。尤其需要
注意的是，这项工作综合性强，不只
是乡镇（街道）自己的事情。“属地”有
责任，“属事”有义务，归属部门管辖
的工作，在属地出了严重问题，对
部门要同样该约谈约谈，该问责问
责。

守初心、找差距、抓落实，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工作就一定能做好、做
实、做细。

全力打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这场硬仗
■ 赵宗锋

本报讯（记者 苑莘）“我们家以
前就靠一把剪刀、一张红纸，维持全家
人的生计。现在老了剪不来了，听说
有‘裁纸’，还是想来看一看。”8月2日，
莘县魏庄镇魏庄村村民李书英在村史
馆看着一幅幅剪纸作品说。

今年暑期，魏庄镇开展“助力新征
程 喜迎二十大”剪纸作品展览，将该
镇民间艺人的优秀作品搬进村史馆，
供广大群众参观。镇干部任艳如介
绍，展览包含《喜迎二十大 启航新征

程》《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五十六个
民族》等近 70 幅作品，每幅都栩栩如
生，展现出魏庄镇优秀民间剪纸艺人
的风采和手工技艺。“举办此次展览，
可以增强群众对传统文化的参与感、
认同感，增强群众创造美好生活的信
心。”任艳如说，剪纸作品在该镇各村
史馆巡回展示，助力了红色基因传
承。魏庄镇将继续开展新时代文明实
践“五为”志愿服务活动，不断满足群
众的各项文化需求，助力乡村振兴。

魏庄镇

村史馆办起剪纸展

7月29日，阳谷县阎楼镇关庄新村勾庙村举办第一届党组织合作社分红大
会，村民领到自己的第一笔分红。关庄新村辖4个自然村、565户2649人。去年5
月份以来，关庄新村流转土地1400余亩，由勾庙村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托管，
让经营主体从小散农户转变为现代农业经营主体，带动了村集体和农户“双增
收”。1—6月，关庄新村村集体经济收入56.3万元。 ■ 吴建正

本报讯（通讯员 吴建军）7月25
日，聊城市公安局江北水城旅游度假
区分局于集派出所党支部与太平新村
党总支、于集新村党总支结成“党建联
盟”单位。三方通过阵地建设、一支部
一品牌建设、支部队伍建设等，推动党
建、队建、业务融合发展，助力于集镇
高质量发展。

于集镇是远近闻名的革命老区，
有丰富的红色资源。于集派出所通过
组织学习交流活动，与革命老区村、企
业、学校、医院党支部结成“党建联
盟”，集体聆听老党员讲党课，定期开

展志愿服务活动等。
于集镇被誉为“中国油菜第一

镇”，也是引黄入卫沉沙池区。围绕黄
河、湖泊、沉沙池、林区等领域，于集派
出所深化打造“警林（池）联巡、警地联
勤、警民联护”新三联警务，会同生态
环境、农业农村、知识产权等职能部门
建成“生态联勤警务站”，确立了太平
新村、众合新村为试点的“大棚联勤警
务点”“沉沙池联勤警务点”“黄河流域
自建林警务点”，建立钉钉“生态党建
联动群”，形成“民警+巡河员+警务助
理+乡村干部+志愿者”五级防控体系。

于集镇

“党建联盟”赋能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通讯员 李成新） 盛
夏时节，走进阳谷县高庙王镇前仓
村，满眼青葱翠绿，房前屋后干净整
洁，平坦的水泥路直通村民家门口，
文化广场充满欢声笑语。这些景
象，得益于该镇持续开展的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近期，高庙王
镇以建设美丽乡村为目标，从细处着
手、向实处发力，全面打响人居环境
整治‘夏季战役’。”8月4日，高庙王
镇党委副书记俞丽娟说。

高庙王镇专题召开全镇农村人
居环境“夏季战役”动员大会，要求广
大党员干部提高政治站位，充分发挥
基层党支部作用，做到每一个基层党
支部就是各村人居环境“夏季战役”
的一面旗帜。各村以问题为导向，对

“三大堆”、乱摆乱放、畜禽粪便等顽
瘴痼疾进行拉网式、地毯式排查，明
确治理重点、治理时限，建起整改落
实台账。为确保整治成效，该镇专门
成立5个督导组，对各村人居环境整
治工作进行专项督导，对督导发现的
问题，做到当日反馈、当日整改。

高庙王镇

打响人居环境
“夏季战役”

本报讯 （通讯员 范雨生 张萍）
“茶余饭后，大家伙儿来到家庭站里坐
一坐，心平气和聊聊天，好多棘手的矛
盾都可以迎刃而解。”8月4日，谈起东
昌府区梁水镇成立新时代文明实践家
庭站的意义，七兴新村居民肖连芹颇有
感触地表示。

由于拥有一副热心肠，又喜欢参
加文化活动，肖连芹家庭成为梁水镇
设立新时代文明实践家庭站的首批家
庭。肖连芹将个人的农家小院打理得
井井有条，每天“开门迎客”，有了矛
盾、有了委屈、有了新思路，村民首选
到这个家庭站里坐一坐，谈谈心。目

前，肖连芹的农家小院成为村里最热
闹的地方，大家聚在一起议议好人好
事，帮帮困难邻里，唠唠惠民新政，营
造出了和谐友爱的村风民风。

时代新风徐徐吹来，文明薪火代
代相传。梁水镇从发掘村庄优质人才
资源入手，聚焦老党员、道德模范、乡
村能手等特殊群体，探索建立群众身
边的文明实践家庭站，开展理论宣讲、
健康普及、便民服务、家风宣讲、矛盾
调解活动，努力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
公里”，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和乡村振
兴工作走深走实。

梁水镇

成立新时代文明实践家庭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