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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革命”开启乡村振兴新征程
永城市侯岭乡发展纪实
文/图 记者 袁国豪 通讯员 孙海峰 聂政

事例链接：

在脱贫攻坚工作中，侯岭乡始终秉持脱贫先扶
智的工作理念，以精神脱贫助力精准扶贫，激发了
贫困户脱贫内生动力。该乡孙庄村贫困户陈万山，
家中 6口人，4口人有遗传性尿毒症，一贫如洗，全
家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希望信教来改变全家的命
运。乡党委先是把其儿子陈鹏及儿媳送进永城经济
技术开发区制衣厂学习制衣技术，2017年通过驻村
工作队、市经开区、乡政府共同帮扶，自己在家建
成了一个有 20台机器的制衣车间，由贫困户成为了
全村的致富带头人，车间里还安排 3名贫困群众就
业。全家不但彻底告别基督教，为感谢党恩，陈鹏
积极向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全家真正体会到了

“爹亲娘亲没有党亲”。
通过党建引领脱贫致富，陈鹏绝不是个例——

侯岭乡菜园村贫困户张萧从“求神祷告信众”到
“三星级脱贫光荣户”。2010年，张萧被确诊为腰椎
间盘突出，一年半以后，病情加重，他从此与体力
劳动“绝缘”，照顾全家的重担便落在了体弱多病又
无任何收入的妻子刘大震身上。为寻找精神寄托，
一筹莫展的张萧和妻子一起时常到村里的礼拜场所
求神祷告，但这丝毫未能改变他们一家的困境。
2015年初，党的精准扶贫政策春风吹进了张萧的农
家小院。张萧一家被精准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并制定了精准脱贫方案：落实社会保障扶贫政策，
为全家4口人办理低保；落实健康扶贫政策，为张萧
办理慢性病就诊卡；落实教育扶贫政策，一双儿女
享受专项助学金；落实“亮堂工程”、“六改一增”
工程，生活环境得到明显改善；落实产业扶贫政
策，该乡中凯农业产业扶贫基地提供就业岗位，张
萧妻子月收入平均达到 2200 元；落实到户增收资
金、村级集体经济分红……贫困的日子正在逐渐好
转。好政策靠落实，好日子靠实干。在党和政府的
帮扶下，张萧夫妻通过自己的努力，于 2017年年底
实现脱贫，被表彰为“三星级脱贫光荣户”。

记者感言：

春天里，记者深入基层一线，目之所及、耳之
所达，尽是永城市侯岭乡群众对农村“四大革命”
的支持、认可与肯定，这四项民心工程让他们拥有
了“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的获得感和“笑在
脸上、记在心里”的幸福感。

民之所望，施政所向。该市农村“四大革命”
顺应民意、合乎民心，在掀起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高潮的同时，还努力推动农村生活方式与村容村
貌、农民文明素质与卫生习惯发生革命性变化。

一年之计在于春。以侯岭乡为代表的永城市各
乡镇将持续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全力推进农村

“四大革命”，助力该市为实现“打造区域性中心城
市、建设商丘副中心城市、走在中原更加出彩前
列”的奋斗目标而砥砺奋进。

“满足了！满足了！如今吃的是肉，穿的是绸，住的是
楼，心情愉快得很。”谈及近年来的生活变化，在家门口的
文化广场上晒太阳的永城市侯岭乡菜园村村民们，开口都
是“满足”的话。

满足的“底气”从何而来？
去年以来，侯岭乡党委、政府围绕实施乡村振兴“产

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
总要求，按照永城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大力实施

“党晖温暖·乡村振兴”十大工程，扎实推进农村厕所革
命、保洁革命、道路革命、乡风革命“四大革命”，着力提
升农村卫生条件、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完善农村基础设
施、狠抓农村精神文明，切实提升农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经过一年多来的厚积和酝酿，“乡村振兴战略”犹如和
煦的春风吹遍了侯岭乡村。如今，旱厕变水厕，“洁净美”
取代“脏乱差”，道路硬化正由“村村通”升级“户户
通”，文明乡风浸润乡间……一幅“农业强、农村美、农民
富”的新画卷正在侯岭乡徐徐染色铺绘。

“厕所革命”：

一场从“面子”到“里子”的变革

“轻轻一按，哗啦一声，方便又干净，旱厕改水冲，跟
城里没啥两样！”前不久，侯岭乡菜园村村民韩素云一家在
政策支持下，完成了旱厕改建，“马桶冲”取代了“露天
坑”，结束了全家“一个坑、两块砖”的如厕历史。

韩素云家只是该乡农村改厕的一个缩影。去年以来，
侯岭乡把“厕所革命”作为全乡最大的民生工程，强力推
进，努力补齐这块影响群众生活品质的短板。

推进“厕所革命”，资金保障是关键。为减轻农民负
担，激发村民改厕热情，除改厕器具由乡政府免费提供
外，村民每改厕1个，乡财政奖补300-500元。对全乡120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乡财政免费予以改造，并根据“群众
需求、合理布局”的原则，在全乡28个行政村分别新建农
村公共卫生厕所 36个，真正把有限的财政资金用在惠民、
利民上。

群众满意不满意是衡量改厕成败的尺子。为把这一民
生工程办好做实，真正建成群众满意的民心工程，该乡坚
持广泛宣传、示范带动、整乡推进，切实做到“四统一”，
即统一施工、统一培训、统一督导、统一验收，对经验收
达标予以奖补，对不符合技术标准的限期进行整改。

“厕所革命”重建设更要重管护。为确保使用效果，该
乡印发了改厕管理要求宣传页，逐户发放讲解使用方法。
为解决后期沼液处理问题，在市政府配发两台抽污车的基
础上，根据全乡改厕现状，乡政府计划再购买 3 台抽污
车，满足全乡厕所抽渣、抽液需求。

“小康不小康，厕所是一桩。”侯岭乡党委书记黄新生
介绍，截至目前，全乡共新建农户无害化卫生厕所 5360
座，改建农户无害化卫生厕所 1386座。乡财政投资 600余
万元，全乡范围全部消除旱厕。

“保洁革命”：

一次从“脏乱差”到“净齐美”的蜕变

“村原处处垂杨柳，一路青青到永城。”古时的永城村
庄，处处杨柳，一望青葱，逼人眼眸，诗情画意。

4月 12日，记者沿着侯郑线走进侯岭乡高楼、菜园等
村庄，放眼望去，农家院落整洁明亮，家家户户门口都放
置了统一式样的家庭垃圾收集桶，整个村庄看不到一点垃
圾。“去年年初，村里配了保洁员，现在环境好了，大家也
改掉了乱扔乱倒垃圾的坏习惯。”说起村里的环境变化，高
楼村党支部书记李俊连告诉记者。

推进农村全域保洁，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
手，是回应群众殷切期盼的有力举措。为彻底改变困扰多
年的脏乱差局面，去年以来，侯岭乡紧扣“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按照全市“党晖温暖·乡村振
兴”农村清洁工程要求，全力推进全域“保洁革命”，突出

“扫干净、转运走、处理好、保持住、明责任”五个关键
点，推动开展农村垃圾清理和分类，建立全域保洁长效机
制，确保各村组日常保洁无盲区。

“我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每天能在村里转转，帮助村里
做点事，看到环境越来越美，感觉心里踏实。”高思亚曾是
侯岭乡高楼村的一名村干部，退休后的他不退岗，积极参
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在环卫岗位上发挥余热，当上
了该村环境卫生“管家”。

侯岭乡党委书记黄新生说，为实现全乡生活垃圾得到
有效处理，侯岭乡因地制宜，每年投入 300余万元，对全
乡28个行政村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工作实行整体外包，实行
乡村网络化管理。目前，该乡已聘用 400余名环卫人员投
入保洁，投入洒水车 2 辆、清扫车 2 辆、垃圾清运车 4
辆、、投放垃圾桶2000余个。

“每户每月一元钱，农村旧貌换新颜”。为带动农民群
众参与改善人居环境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该乡各村按照每
户每月 1元钱的标准，向农户收取卫生费，用于环卫人员
工资、垃圾清理等环境卫生经费补贴。保洁员李仲亮说：

“一户一月收1元钱，对老百姓来说真的不算什么，但最重
要的是，能够增强群众参与爱护环境的责任心和自觉性，
同时还能严格要求家人，自觉维护环境。”

“加入全域保洁队伍中，既能参与清洁、美化家园，
又能按时领到工资，增加收入、实现脱贫。”侯岭乡菜园村
贫困户张萧高兴地说。

“道路革命”：

一条从“村村通”迈向“户户通”的小康路

大好春光中，永城市侯岭乡菜园村村民张青云老人骑
着自行车绕着村庄闲逛，在他眼中，家乡是这样一番美
景：水泥路平整干净，油菜花金黄一片，廊道绿化植被春
意盎然……

“前些年村子都是泥路、煤矸石路，遇上下雨天，人和
车进不来也出不去！”回忆过往，张青云直摇头。“我在这
生活了一辈子，也没想到能变这么好！”老人坦言。三年
前，菜园村开始修路，首先实现庄庄通，随后，逐步过渡
到户户通。

要想富，先修路。身为贫困村的菜园村深谙其理。村
庄主路的东端，连接着该乡产业扶贫基地——中凯种植专
业合作社。得益于近年来修通的水泥路，该村以中凯为代
表的 7家合作社、家庭农场，其优质农产品以此为起点，

发往全国各地，同时吸纳本村及周边群众 400余人就业，
直接带动28户贫困户脱贫，助力该村成功摘掉贫困村的帽
子。

修通水泥路对非贫困村同样重要。菜园村南边的施
庄村，虽然紧邻南北向的 045 县道，但村子内部一直没
有一条像样的水泥路，出村难、进村难成了村民长久以
来的“集体心病”。2018 年 10 月，经过 9 天的紧张施
工，一条长 500 米的水泥路呈现在全村人面前，不仅满
足了群众日常出行需求，更让沿线几个自然村联系更加
紧密。

施庄村部分群众把村党员干部为了修路忙前忙后的
身影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主动要求思想进步，向村“两
委”表达了入党意愿。2019年春节期间，该村在外务工人
士看到家乡巨变，不少人表达了返乡创业的愿望。

菜园村、施庄村只是侯岭乡落实“道路革命”的两个
精彩缩影。

乡村振兴，基础设施建设先行。2018年，侯岭乡认真
贯彻落实永城市委、市政府制定的“党晖温暖·乡村振
兴”村庄道路工程和农村“道路革命”，加强组织领导，强
化工作职责及督导考核，全乡硬化道路30余公里，规划新
修道路14公里，让群众不走泥路、不走水路。

2019年，该乡将建立健全管区书记、包村乡干部、村
支部书记三级网络责任制，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
整乡推进“道路革命”。在永城市级投入修建村村通（主干
道)的基础上，加大乡财政投入力度，全乡 80余公里庄庄
通（次干道），由乡财政全部兜底建设，预计投资 5000余
万元。截至 4月 10日，各村共自发筹集户户通道路建设资
金 500余万元，基本保证了各村户户通道路的修建。确保
今年全乡全面实现村村通、庄庄通、户户通，力争实现田
田通。

“农村‘道路革命’上，要集中力量，精准对接，决战
决胜，修建农村道路 700公里以上，推动实现农村道路庄
庄通、户户通。”永城市市长高大立在该市两会上表示。

“乡风革命”：

一缕从攀比浪费到敬老尚俭的清风

身披红绶带，胸佩大红花，手捧金奖牌……2019年 1
月，永城市侯岭乡高楼村一年一度的乡风文明表彰会热闹
非凡，82岁的张志兰被该村“两委”表彰为2018年度好媳
妇，同时领取 300元现金红包。这已经是老人连续八年荣
膺此项荣誉。

张志兰一家三代婆媳以孝为先的事迹在侯岭乡传为佳
话。张志兰悉心照料百岁婆婆苗长珍多年，任劳任怨。家
风传承，儿媳妇高红莲、孙媳妇雒雪娇同样孝顺。

在高楼村，像张志兰这样的乡风文明建设先进人物比
比皆是。高楼村乡风文明评选表彰活动已经连续举办了21
年，共评选出“五好家庭”、好媳妇、“星级文明户”等共
600多人（户），近几年还为 70岁以上的老人每年发放 400
元春节慰问金，形成了“家庭和美、邻里和睦、人际和
谐”的新风尚，让村子成为远近闻名的文明村。

高楼村只是侯岭乡乡风文明建设的一个代表。
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保障。2018年，永城市把“乡

风革命”摆在“党晖温暖·乡村振兴”十大工程与农村
“四大革命”的重要位置，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
民风，使不赡养老人、不孝敬父母的行为受到谴责，让天
价彩礼、铺张浪费等突出问题得到遏制。

侯岭乡按照永城市委、市政府有关要求，大力推进
“乡风革命”。仅2018年，该乡28个行政村均召开了乡风文
明表彰会，共表彰各类好人 516 人 （户），并优中选优，
表彰 58名乡级“乡风文明”建设模范典型，在全乡公共
场所及主干道悬挂模范人物照片，并建立健全村规民
约、村民议事会、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孝善理事
会、禁赌禁毒会等“一约五会”制度，引导全乡群众向上
向善。同时组织开展“志智双扶”“敬老尚俭”等文艺活动
进基层，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伴随“乡风革命”深入开展，侯岭乡正在形成“人人
争做文明人，家家争当文明户，村村争创文明村”的浓厚
氛围，群众整体文明素质稳步提升，其凝聚而成的强大精
神动能助力该乡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整体工作位列全市
第一方阵。

干净整洁的无害化卫生厕所，生态宜居的“四美乡
村”，敬老尚俭的文明乡风，宽阔平坦的宅间道路……随着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侯岭乡村正向着环境优、生态美、
百姓富、乡风淳的繁荣景象迈进，一个个宜居宜业宜游的
美丽乡村，正在成为城市人向往的地方。

“要坚决打赢农村‘四大革命’这场攻坚战、持久战，
为乡村振兴战略补短板、强筋骨、夯基础，不断增强农民
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永城市委书记李中华如是说。侯岭乡2018年度乡风文明表彰会

公厕让出行群众更方便村保洁员在进行日常保洁

村乡风文明建设一角

连续八年荣获好媳妇的永城市侯岭乡
高楼村82岁村民张志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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