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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记者 张雅峥 杨振辉

走进淅川县西簧乡卧龙岗村，青山绿

水交相辉映，古亭长廊相得益彰。设施齐

全的文化广场诉说着小山村的文明进步，

一张张舒展的笑脸展示着当地群众惬意

满足的生活……

在卧龙岗村党群服务中心门前，党支

部书记李文强正用粉笔将昨天村组会议

的有关内容一笔一画地写到公示牌上。

在李文强的身边，公示栏上整齐地张贴着

近期村内各项事务的相关内容：财务报

表、会议纪要、惠农项目办理流程……来

党群服务中心办事的群众偶尔上前围观、

彼此进行议论。

村务上墙，是淅川县开展的“三清理

一公开”专项活动的举措之一。为进一步

规范乡村治理体系，淅川县积极清理村级

财务，清理惠农资金项目，清理不合格党

员，深化党务村务公开。聚焦侵害群众利

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推动全面从严

治党向基层延伸，实现基层党风政风的根

本好转，营造良好政治生态。

“现在大家议论，背后就不会再议论

了。”李文强介绍，“我们及时在公示栏公

开村务、党务、政务相关内容，群众有疑惑

的地方，当场就能得到村干部的解答。疑

惑少了，矛盾少了，大家的心就齐了！”

在卧龙岗村一处房屋前，贫困户李行

岐正和妻子悠闲地晒着太阳，“不跑啦！

以后俺要好好照顾你！”坐在妻子身旁，李

行岐言语中满是亲昵。

几年前，李行岐的妻子因病瘫痪，加

之上有老下有小，李行岐自暴自弃“一走

了之，眼不见心不烦”。

不久后，以“弘扬移民精神、弘扬好家

风家训，争做最美淅川人”为主题的“两弘

扬一争做”活动在全县范围内轰轰烈烈开

展起来，一批批先进典型成为社会楷模。

结合“两弘扬一争做”活动，卧龙岗村抓住

有利时机，将其转变为提振群众创业干事

热情的“思想武器”。在全村积极评选“勤

美之家”、“文美之家”、“孝美之家”等八个

大类优秀典型，对于评选出的典型家庭，

在产业发展、就业求学等方面给予鼓励、

支持。此外，还建成200余平方米的文化
长廊和160余平方米的家风家训、最美人
物展示墙，努力在全村营造向善思进的人

文环境。

“我评上了‘孝美之家’，村里帮我找

了活儿干！”、“我评上了‘义美之家’，村里

优先帮我办理了惠农补贴！”、“我评上了

‘境美之家’，村里人都夸我爱干净、有素

养！”在卧龙岗村，得益于日渐良好的乡风

和氛围，还有30多户群众像李行岐一样，
有了精神头，走上致富路。

“比宜居环境，评生态宜居村、环境优

美户；比创业发展，评产业示范村、致富带

头人；比致富成效，评脱贫奔康户、感恩奋

进户。”在卧龙岗村党群服务中心，村文书

李献江道出卧龙岗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

的“秘诀”。

精准定位短中长三线产业，打造特色

产业示范带动。为保障群众短期增收，该

村大力发展光伏产业和食用菌产业等“短

平快”项目；为保障群众持续增收，该村通

过引入外资、与企业合作等方式，发展药

用皂角2000多亩，金银花500多亩，杏李
700多亩，鲜桃150多亩，形成了以中药材
为主导，林果业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此

外，该村依托地理优势、林果业等优势积

极发展乡村旅游、生态采摘等，产业发展

“后劲”十足。

“借助村务创新带来的红利，全村91
户贫困户户均增收1万元左右，60户‘环
境优美户’、32户‘脱贫奔康户’、21户‘致
富带头人’脱颖而出，成为全村楷模。”李

献江说。眼下的卧龙岗村交通便利，村民

安居乐业，生态休闲农业旅游观光山村基

本形成，该村已成为西簧乡东大门的特色

亮点村。�3
上图：设施完善、整洁有序的文化广

场成为卧龙岗村的一处亮点

特约记者 杨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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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环卫所和集镇管理办公室，对集镇

卫生进行常态化管理，定期开展环境

卫生整治。

与此同时，投资800万元对北柳
枫桥沿岸进行绿化美化，长达1000
米，栽植花草树木 100余种，打造
“四季常青、三季有花”的干渠风

景，建成集文化、休闲、娱乐、健身

等为一体的高档精品游园。当地居民

自豪地说：“老家的发展越来越好，

一点不比城里差。”

构林镇龙头企业华鑫纸业公司年

产高档文化用纸 5万吨，特种浆板
1.8万吨，木质素系列产品 2万吨，
年产值4.3亿元，为当地居民提供就
业岗位500余个。以冰洁面粉厂为龙
头的面粉加工企业，该镇共有 22
家，其中上规模的达16家，日加工
面粉能力达到 200吨以上生产线 11
条，日产面粉3500吨以上，年加工
小麦100万吨。

如今，构林镇正逐步成为周边粮

食仓储基地和面粉加工基地，可提供

就业岗位600多个。
构林镇还推广优质小麦16万亩、

玉米12万亩、大豆4万亩；河上、贺
营、夏洼等村种植晚秋黄梨3000余
亩，官刘、袁岗等村种植葡萄1700
亩，郭庄广东菜心蔬菜基地1500余
亩；赵岗、花栗建造双孢菇大棚120
个，高洼等发展香菇大棚650个；袁
岗村润盛养殖有限公司养殖肉牛400
头，养殖蚯蚓50亩；官刘、古村等村
发展养殖蛋鸡50万只……

2017年，构林镇完成年生产总
值23亿元，全年财政税收完成862万
元。�3

本报讯（记者张松 通讯员王小柯）

“拐河的山，拐河的水，拐河的景色真是

美……”在方城县拐河镇文化广场西北

角，人头攒动，歌舞飞扬，不时传来阵阵叫

好声。

走近一看，但见一张红色的桌子旁

边，一个披着红色围巾的男子正对着麦克

风和手机深情地唱歌。

“从接触直播到现在，连着直播了将

近半个月，粉丝已有1200多人。”男子名
叫王勇，今年50岁，是拐河镇东关村人。
他平时在家打零工，有空的时候就喜欢在

直播平台上做直播，“内容多种多样，刚才

的那首《拐河的山拐河的水》就是应粉丝

的要求而唱的”。

有了网络直播，王勇爱喝酒和打牌的

习惯没有了，还从直播平台看到了商机：

展示才艺挣钱。“直播半个月就收入了

2000多元，很得劲……”说起网络直播的
好处，王勇似乎有着说不完的话。

无独有偶，在饭店当厨师的30岁青
年李宁也通过直播平台挣到了钱，“能熟

练唱160多首歌曲，有时候一个晚上能收
入六七百元”。

“今年我们将积极培育新的文化业

态，鼓励新的文化传播方式，繁荣群众文

化生活，提升群众的幸福感。”拐河镇党委

书记关红宇介绍，目前该镇有320余人活
跃在各种直播平台，网络直播已成为这个

山区小镇的一个新亮点。�3

方城县拐河镇

网络直播活跃山乡文化生活

本报记者 胡楚强 特约记者 樊珂

“多亏了组长，不是他教俺酿黄酒技

术，提升质量，俺的黄酒不会这么受欢

迎。”提起春节期间的黄酒销售情况，内乡

县湍东镇花园村大石沟组村民孙富芝笑

逐颜开，“每天慕名前来品尝黄酒的顾客

络绎不绝。”孙富芝说。

花园村是湍东镇一个贫困村。该县

启动的“三带五联奔小康”活动，给村里提

供了助力脱贫工作的方法和切入点，村党

支部决定以黄酒酿造推动村民脱贫。

伴着黄酒的清香，记者走进组长王定

伍开的黄酒作坊，得知他家酿造的10余
缸黄酒几乎出售一空。随行的党支部书

记王建立介绍说，王定伍是村里第一家开

黄酒作坊的，距今已近30年了。在他的
带动下，当地黄酒招牌林立，各式各样、大

大小小的酒壶、酒坛琳琅满目，不时有人

过来咨询购买。目前，该村从事黄酒生产

经营的农户已有40户，黄酒成了当地贫
困户脱贫的支柱产业。

“王定伍是酿酒能手，每次联户组在

一起开会，我们都会在一起探讨经营门

道，组长给我们指导酿酒技术，大家在一

起品酒鉴定，共同学习提高，鼓舞信心，大

家脱贫致富的劲头越来越足了。”一旁的

孙富芝插话道。

王定伍告诉记者，花园村酿造黄酒是

老一辈传下来的传统技艺，几乎家家户户

都会做。一家独大不算好，只有大家团结

一致，抱团发展，保证质量，诚信经营，才

会形成规模市场，才能闯出名气，才会有

广阔的发展前途。

花园村的黄酒一条街紧挨内淅公路，

内乡县正着力推广打造的“吴垭石头文化

民俗村”，乡村民俗旅游的兴起也带动了

周边农户黄酒的销量。如今，花园村黄酒

的名气越来越大，孙富芝她们的黄酒生意

越做越好。“我准备让在外地务工的儿子

回来帮我酿黄酒，扩大经营规模。”

王建立介绍，“三带五联奔小康”活

动，让大家结成了荣辱共同体，也把非贫

困户先富带后富的社会责任感真正激发

出来了，把贫困户脱贫致富的志气真正树

立起来了，让乡亲们对脱贫致富更有信

心了。

“村里将对花园村黄酒产业进行整体

规划，打造黄酒风情旅游街，统一黄酒

商标，组建在外创业成功人士商会，帮

助大家拓宽黄酒销路，推动农户增收致

富，相信我们花园村的前景会越来越美

好。”提起花园村未来的发展规划，王建

立踌躇满志。�3

内乡县花园村

黄酒酿造促脱贫

脱贫故事

“老郭说农事”之四十五

破解乡村治理大课题
□郭天强

“三清理一公开”，营造良好政治生态；“两弘扬

一争做”，营造和谐乡风氛围；“三比三评”，着力提升

乡村综合实力。淅川县西簧乡卧龙岗村在破解乡村

治理这道大课题中迈出了坚实步伐。

农业生产方式在快速变革，农村社会结构在快

速分化，乡村精英人才外流严重，相当一部分乡村正

在空壳化。如何应对诸多挑战，治理出美丽乡村，是

一个富有生命力的话题。卧龙岗村在乡村治理中的

探索实践，有诸多借鉴意义。

乡村治理，要以法治为保障。农村是个熟人社

会，人情、面子和传统习俗是涉农法律体系中非常重

要的“软法”。这些“软法”具有相当大的治理作用，

但也会产生“讲人情”“讲关系”的坏作用。要正确定

位“情、理、法”，深入乡村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引导村

民遵守法律、有问题依靠法律来解决，使人人敬畏法

律、信仰法律、尊重司法，以法治引领和保障乡村社

会的公平正义；要像卧龙岗村那样，积极开展清理村

级财务，清理惠农资金项目，清理不合格党员，深化

党务村务公开的“三清理一公开”活动，实实在在地

把法治观念贯彻到了乡村治理中。

乡村治理，要以德治为引领。德治以伦理道德

规范为准则，是社会舆论与自觉修养相结合的“软治

理”。伦理道德是引导社会风气和凝聚社会人心的

不可替代力量，是乡村治理的灵魂。要发挥伦理道

德的约束作用，突出村规民约的观念引导。要像卧

龙岗村那样，开展“勤美之家”、“文美之家”、“孝美之

家”等文明创建与评议活动，采取各种有效形式激发

农村传统文化活力，不断丰富乡村文化生活，使风清

气正、向善向上的舆论导向推动自我教化，形成良好

的村风民俗。

乡村治理，要以自治为核心。乡村自治，就是村

民的自我教育和自我管理，是人民当家做主落实到

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的最直接体现。无论

是德治还是法治，都要通过自治来实现和推进。乡

村自治，需要尊重各地的客观情况，需要尊重各地的

村民群众意愿。现代新乡贤作为乡村治理的重要力

量，催生“见贤思齐、崇德向善、诚信友爱、造福桑梓”

的强大乡贤力量，构建兼具乡土性与现代性的乡村

治理模式，最终推动中国特色乡村治理现代化。

只有在法治保障下，探索以德治为引领、以自治

为核心的差异化治理，乡村发展才能具有自主性，广

大村民群众才能成为乡村振兴的真正主体。�3

本报讯（记者陈大公 特约记者史源远）南阳卉

农科技与北京农信互联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

议，成立农信互联南阳运营中心。

北京农信互联科技有限公司已初步建成“数据+
电商+金融”三大核心业务平台，并以“农信网”为互
联网总入口，“智农通”APP为移动端总入口，构成
了从PC到手机端的快乐生态圈，实现对农业全链条
的平台服务。

农信互联南阳运营中心的成立将有力解决宛城

区乃至全市农民群众、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在了解市

场信息、了解科技动态、金融信贷等多方面问题，对

我市农业发展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3

“乡村振兴·南阳之路”系列报道⑥⑥

淅川县卧龙岗村 创新管理机制 推动乡村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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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镇采风

全机械化种植土豆，可一次性完成起垄、播种、施肥、铺滴灌带、覆盖地膜等5个作业程序，省工省时省种植费用。图为土豆种植机
正在宛城区瓦店镇的田间作业 �3 本报记者 郭天强 摄

本报讯（通讯员郭宏伟）唐河县张店镇针对当

前天气转暖、小麦病虫害易发的实际，科学指导，组

织群众在全镇开展以中耕、追肥、化除、病虫害防治

等为重点的春季麦田管理。

该镇邀请市县专家开展农业现场科技培训，向

农户印发技术宣传资料6000余份；同时，以镇农业服
务中心为依托，组成技术指导组，分赴各村田间地

头，普查小麦现状，针对小麦的生长发育特点，根据

不同苗情，因时、因地采取不同的管理措施，现场指

导农民搞好春季麦田管理。

保证物资供应。专题召开由农业、农机、供销等

部门参加的会议，要求经营户备足化肥、农药、各类

农机具及柴油等农资，保证麦田管理的农资需求。

同时，镇人大组织工商、公安等部门，对农资市场进

行全面整顿，严查坑农害农事件。实施科学管理。

该镇做到早施肥、早中耕、早锄草、早防病，促进苗强

苗壮。对麦田科学施肥；及时中耕，破除板结，保温

保墒；对纹枯病、红蜘蛛等病虫害积极开展防治；喷

洒麦田除草剂，消灭麦田杂草。

目前，该镇已科学施肥3万亩，化除2.5万亩，中
耕3万亩，病虫害防治3万亩。�3

本报讯（通讯员王欣科）社旗县赵河街道河南

街村村民梁金奎家用上了清澈、甘甜的自来水，梁金

奎高兴得合不拢嘴，他告诉笔者：“以前，都是打井取

水，水量小不说，水质也差劲，现在用上了干净、放心

的自来水，做饭、洗衣服再也不用发愁了。”

其实，不光梁金奎一家，现在全村600多户村民
都喝上了干净、放心的自来水，这是多年来全村人期

盼已久的事。

作为城乡供水一体化进村入户工程建设试点的

河南街村，通上了与县城居民“同网、同价、同质、直

供到户”的自来水，真正实现了用水人口全覆盖。

“以前，每月平均买10桶桶装水，按每桶5元计
算，每个月用水开支50元。现在，用自来水，每个月
一家人估计用五六吨，水费每吨2.3元，只花10多元，
不仅方便还省了不少钱……”梁金奎给笔者算了一

笔明细账。

河南街人不仅不用为喝水发愁，而且洗衣机、热

水器等都派上了用场，这也成为河南街村村民津津

乐道的热门话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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