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4日，陵水黎族自治县光坡镇老欧坡村村民陈昌连在打扫庭院，让环境更整洁。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胡阳 摄

近日，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新村镇盐尽村，孩子们在课余时间到
村委会青年之家综合服务室看书。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胡阳 摄

9月4日，陵水黎族自治县文罗镇坡村图书室内，村民正在看书。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胡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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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陵水文明生态村建设

陵水观察

“之前生活污水都流到这里，一
走近就能闻到臭味。现在臭水沟变
公园了，大家都爱来！”近日，在文罗
镇坡村一处占地5亩的小公园，村民
黄爱村老人高兴地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坡村采用人工湿地技术，对生活
污水进行集中处理，环境变好了，村
庄更宜居了。

据了解，截至2017年底，陵水共
创建文明生态村467个。今年陵水计
划创建文明生态村 84 个，力争到
2022年实现文明生态村全覆盖。陵
水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县文明办主任

刘永介绍，推进文明生态村建设，加强
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
基础。在文明生态村创建过程中，陵水
要持续推进道路硬化、排污工程、绿化
工程、农村路灯等工程建设，使村子全
面达到硬化、净化、亮化、绿化、美化“五
化”标准，此外大力开展“厕所”革命，让
文明生态村实现每户都有一个厕所，让
农村粪便无害化处理效果明显。

生活污水和垃圾治理是农村人
居环境问题的两大“硬骨头”。目前
陵水农村污水治理工作正逐步推进，
陵水将因地制宜，采取打造人工生态

湿地、利用一体化设备、修建污水厂
等模式，力争2018年农村污水治理
行政村覆盖率达60%，2020年实现
100%覆盖。

近年来，陵水通过建立“户清扫、
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四级保洁机
制、开展创评活动、进行监督问责等
方式，促进群众参与，压实责任，实现
了村庄整洁卫生、环境舒适宜人。去
年6月，全国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推进
会在陵水召开，国家住建部对陵水治
理成效给予肯定。

与时同时，陵水对村民进行生态

保护意识教育。在走所村，用木头搭
建的农家乐成为了村里一处新景
观。海南日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农
家乐在建设的时候没有砍掉土地上
原先种植的椰子树，而是在屋顶上开
口，让它们穿过屋顶上开的口子继续
生长。

一些村民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这
是遵循“不砍树，不占田，不拆房”生
态保护理念而采取的举措。美丽的
村貌，不仅使走所村成为陵水首届芒
果采摘季的分会场，农家乐迎来了众
多游客。

以文明生态村建设为抓手，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促乡风文明

陵水：文明新风吹靓美丽乡村
■ 本报记者 李艳玫 通讯员 胡阳

“尚善尚美”“立家规、传家训，树新风、促
和谐”……走进陵水黎族自治县光坡镇老欧坡
村，在绿树掩映的古朴农家庭院，一道道家规
家训家风主题文化墙是村中一道独特的风景。

近日，海南日报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在老
欧坡村，每家每户门口都挂有一块红色的家训
牌，上面标有村民自家的家训，村民万晓敏家
的家训是“踏实做人，勤恳做事”；村民陈昌连
家的家训是“重礼仪，讲诚信”……

文明生态村创建，既要完善基础设施，改
变村容村貌，还要推进乡风文明建设，营造和
谐氛围。开展家教家风建设活动是陵水乡风
文明建设的一大举措。

“我们收集各家各户的家规家训，并放置
在他们家门前，引导他们树立好家风，传承美
德，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光坡镇委书记李瑞
军说。

家教家风建设活动，要引导村民立家规，更要
指引他们言出必行。“只立家规，但没有做到，那家
教家风建设活动就达不到效果。”李瑞军说，为此他
们充分发挥党员家庭的引领示范作用。

在老欧坡村，党员家门口还会挂着写有
“党员家庭户”的牌子，上面标有党员名字和党
员承诺，“将实事做好，将好事做实”是该村党
员万晓敏作出的承诺。

村干部介绍，老欧坡村还设立“党员活动
日”，由党员带头，带领村民参与到环境卫生整
治等村集体事务中，不仅让村庄保持整洁靓丽
的环境，还让村民间交流更多了，有利于维护
邻里和谐。

除了党员，在家教家风建设活动中，老欧
坡村还充分发挥优秀人才、学生等群体的作
用。“我们寒暑假期组织返乡大学生开展支教
活动，给当地的孩子教《论语》《弟子规》等。”李
瑞军说。

走进光坡镇大艾园村村文化广场，海南日
报记者看到里面展示着该村八旬老人黄余玉
数十年来帮村民治病的感人事例，大艾园村用
村民身边典型，引导村民助人为乐。

据了解，陵水还通过开展创评活动，激励
村民主动参与，有所作为。“教子成才之家”“卫
生之家”“遵纪守法之家”“文明和谐之家”在各
个村不断涌现。

老欧坡村村民陈昌连家门口挂有“卫生之
家”牌子，“获得这个称号，得做出配得上它的
行动。”陈昌连说，他每天清扫庭院两遍，家里
干净了，住得也舒服。

（本报椰林9月6日电）

引导村民立家规传家训树新风

“晒”家训 润乡风

盐尽村6年来助156名贫困学子
圆上学梦

借力乡贤文化
培育有志新人
■ 本报记者 李艳玫 通讯员 胡阳

“我立志学医，以后要多医治像母亲这样
的患病贫困群众，回报社会。”金秋9月，怀揣着
梦想，带着“梦起航”捐助款，陵水黎族自治县
新村镇盐尽村学子傅少强踏进海南医学院校
门。

今年，盐尽村与傅少强一样带着“梦起航”
助学金走进校园的还有20名学子。2013年
起，盐尽村党总支部筹备起“梦起航”捐资助学
活动，发动全村乡贤和村民、社会企业、政府部
门捐资，帮助贫困学子解决学费难问题，让他
们完成学业。

据了解，从2013年至今，盐尽村一共资助
156名学生，资助金额达50.5万元。“‘梦起航’
捐资助学分为‘接力助学’和‘鼓励制助学’，

‘接力助学’是根据家庭贫困程度，经村党总支
部党员大会、村民代表大会确定名单，从小学
开始捐助；‘鼓励性助学’则是根据高考录取院
校进行资助，不同等级院校有不同资助标准。”
盐尽村党总支部书记陈林雄说。

作为受资助学子，他们也时刻记得家乡人
对他们的帮助。为了回报家乡，受资助学子组
成志愿者团队，在寒暑假期间帮忙照看村里孤
寡老人与留守儿童，打扫村庄卫生，为村里孩
子开展支教活动等。

“知识改变命运。受到父老乡亲的大力支
持，我更要奋发读书，顶住压力，克服困难，学
有所成后报答家乡。”受资助学子陈海贝说。

“‘梦起航’捐资助学活动能够得以举办这
么多年，离不开乡贤们的大力支持。”陈林雄
说，在盐尽村的发展中，乡贤们积极出谋划策，
捐助资金。

在盐尽村，每年正月初一举办乡贤座谈会
已成为该村一个传统。“乡贤们利用回家过春
节的时间，团聚在一起，共同为家乡发展出谋
划策。”陈林雄说。

接下来，盐尽村还将继续培育乡贤文化，
倡导文明乡风，发挥乡贤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中的价值引领作用，引导村民见贤思齐，崇善
扬德。

（本报椰林9月6日电）

■ 本报记者 李艳玫
通讯员 胡阳 陈思国

绿树掩映，鲜花盛开，
走进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
镇走所村，仿佛步入一个
大花园。整洁的硬化路从
树下穿过，一座座民居极
具当地特色。村里的文化
广场为村民提供了文化活
动场所，是大家茶余饭后
最爱去的地方。

如今来这的人们哪能
想得到，一年前，这还是个
“脏乱差”村庄。一年来，
除了改善基础设施外，英
州镇政府还引导走所村发
展芒果产业和旅游产业，
村民开起了农家乐，走所
村旧貌换了新颜。不久
前，全省打赢脱贫攻坚战
问题整改大比武第五督导
组前来该村督导时，为该
村既美丽，又有产业，村民
精神面貌好点赞。

走所村是陵水文明生
态村建设成效的一个缩
影。近年来，陵水将文明
生态村创建与美丽乡村建
设、脱贫攻坚工作相结合，
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强化农村环境卫生综合治
理、培育文明家风乡风、调
整农村产业格局，推动一
批乡村走上村容整洁、乡
风文明、产业兴旺、村民富
裕之路。

照顾父母生活起居得2分，不随
地吐痰、不随地吐槟榔汁、不随地扔
垃圾得1分，不酗酒、不赌博、不闹事
得5分，从简办红白事并向村委会报
备得5分……7月底，陵水首家爱心
扶贫超市在本号镇乐利村营业。贫
困户凭借相关行为获得的积分，可以
到该超市免费兑换物品。这是陵水
为鼓励贫困户增强脱贫内生动力、提
升农村文明道德风气而尝试的创新
举措。目前，陵水多个村已在探索设
立扶贫超市。

“培育文明乡风是创建文明生态
村的重点工作之一。”刘永说，陵水县
文明办牵头组织开展文明村镇、文明
家庭、最美陵水人评选表彰活动，树
立文明典型，营造积极氛围。

据介绍，近年来陵水不断扩大农
村广播电视接收网络以及文化室、图
书室、篮（排）球场等文化设施的覆盖
率。陵水县委宣传部、文体局、文联
纷纷组织开展文化下乡惠民活动，以
黎族歌舞、琼剧、电影等形式，不断满
足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椰林镇、群

英乡、提蒙乡等乡镇推出“善行义举
榜”、“卫生之家”、道德讲堂等活动；
椰林镇实现村级红白理事会全覆盖，
村级文明劝导队覆盖率达65%……

在光坡镇老欧坡村，沿村道行走
可见到路两旁有各式宣传标语、宣
传画。在文明生态村建设中，陵水
充分利用村民喜闻乐见、易于理解
的语言和形式，宣传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等。目前，陵水已基本实现
村村有宣传文化墙，农家书屋实现
全覆盖。

“每周六是我们的家庭日，孩子
们都会回来，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团
圆饭、唠家常。”老欧坡村村民陈昌连
说。和谐融洽的家庭氛围，让陈昌连
家获得了“文明和谐之家”称号，荣誉
牌匾就挂在他家门口。

如今，文化室、农家书屋、文化广
场等设施相继在陵水各村庄建成，“送
琼剧下乡”“文艺演出进村”“农民趣味
运动会”“村民广场舞比赛”等文体活
动也广泛开展，丰富了村民的精神文
化生活，改变了他们的精神面貌。

“田洋上能建公园，民居能办民宿，
以前想都不敢想。村子发展好了，给我
们带来了更多致富机会。”坡村村民杜
桂参说。目前，她担任坡村革命书屋管
理员，每个月能领到1200元工资。

杜桂参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之前
她去过海口、三亚等地打零工，但孩
子在家，总是放心不下，“孩子生病我
就辞掉工作，等孩子康复了又重新出
去找工作，如今在家门口就业，能照

顾到家庭。”
“我们结合脱贫攻坚、美丽乡村

建设等，因地制宜科学谋划农村产
业，在文明生态村中形成‘一村一品’
产业格局，实现乡村‘面子’和‘里子’
双向改善。”刘永说。

以“一村一品”为思路，借助山水资
源、红色文化资源，大里地区和坡村被
打造成全域旅游乡村示范点；凭借圣女
果产业，光坡镇武山村、港尾新村等村

庄推动“农旅融合”；依托特色资源，本
号镇祖关村、群英乡芬坡村分别发展起
茶树菇种植业、黑山羊养殖业……

创建文明生态村，村民是最直接
的受益者。“产业发展了，村民也能因
此增加收入，只有生活水平提升了，
村民才会主动支持和参与文明生态
村创建。”刘永表示。

以坡村为例，当初为带动、规范乡
村旅游发展而成立的坡村文化演艺公

司，如今已直接促进41人就业，间接
促进119人就业，有的村民加入舞蹈
队当演员、有的村民担任讲解员、有的
村民经营特色农产品店铺……

如今，陵水以“村委会＋公司＋农
户”“合作社＋农户”“村集体公司化经
营”等模式发展的村集体产业，使农民
在不离乡的情况下实现了增收，一个
个文明生态村正逐渐成长起来。

（本报椰林9月6日电）

立足生态之本 大力改善人居环境

培育文明乡风 提升村民精神面貌

推进“一村一品”促农村产业发展

数读陵水文明生态村建设情况

截至2017年底，
陵水共创建文明生态
村

2018年计划创建文明生态村84个

力争2018年农村污水治理行
政村覆盖率达

力争到 2022 年
实现文明生态村

个467

县级财政计划投入约

亿元1.5
2020年实现

60%

100100%%
100100%%
覆盖

文明生态村
基本实现户户有厕所

各农村宣传文化墙覆盖率基本达到100%
行政村农家书屋覆盖率100%

光坡镇

新村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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