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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不到，曾是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凤凰
县腊尔山镇流滚村苗族村民吴跃华，今年
居然翻修了房子，在村里第一个装上了清
洁马桶。

想不到，经历了三次翻修的花垣县边
城镇茶园坪村的石邦树家，老房子都是木
板、石块砌成，新修的卫生厕所坚固明亮。

想不到，腊尔山上曾经穷得叮当响的
流滚村，现在几乎家家户户用上了和城里
一样集洗漱、洗澡、洗衣多种功能于一体
的厕所……

行走在湘西大地，走村串户探“厕
所”，有太多的“想不到”。

自 2017 年湘西州委、州政府加快推
进“美丽湘西”建设以来，一场轰轰烈烈的

“厕所革命”在农村全面铺开。政府引导、
党员带头、群众响应……截至今年 11 月
底，三年多来通过发动农户自建、政府奖
励示范、易地扶贫搬迁等多种方式，累计
完成农户改厕 20 余万座，全州 240 个村
实现整村旱厕清零，边城镇、高坪乡率先
实现全乡镇常住农户旱厕清零。

土家苗乡告别了臭气熏天的“炸弹厕
所”，用上了干净实用的“卫生厕所”“生态
厕所”“多功能厕所”。环境更卫生，生活
更舒适了，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满意度
不断提升！

“美丽”为号
农村厕所“闹革命”

身处武陵腹地的湘西州，一直是国家
扶贫开发的重点地区，经济发展滞后，生
产生活条件落后。广袤农村特别是深山
里的村落，基本使用的是旱厕。

“一个粪池两块板，三尺栅栏围四边，
连着猪圈臭气熏，蚊子苍蝇满天叮”——
这样的厕所，不仅在外打工的“年轻人”不
习惯，游客们也望而却步。

早几年，中央农村改厕政策出台，一
场“厕所革命”在湘西州高调打响！州委、
州政府以全面开展城乡同建同治和美丽
湘西建设为契机，按照“规划引领、示范带
动，政府主导、统筹推进，因地制宜、分类
实施，建改结合、建管并重，以人为本、尊
重民意”的基本原则，加快推进农村厕所
治理。

湘西州委书记叶红专高度重视，牵头
认领了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专项整治任务，
亲自部署推动专项整治工作。2019 年6
月 15 日，凤凰县腊尔山镇的夯卡村和流
滚村举行“改厕”表彰大会，州委书记叶红
专亲赴现场，为村民自己出钱进行“厕所
革命”点赞。

牵头抓总协调的“州建设美丽湘西
办”将改厕工作纳入建设美丽湘西工作月
调度重要内容，与建设美丽湘西工作同部

署，还通过评选优秀典型带动改厕工作；
州农业农村局投入使用了湖南省农村厕
所革命信息管理系统，将一月一报改为一
周一报，加强督促。

乡镇动起来了，村组动起来了，党员
群众动起来了，“厕所革命”在湘西全境如
星火燎原！

因地制宜
改到百姓心坎里

保靖县迁陵镇茶市村是最早探索改
厕的村子之一。村里人祖祖辈辈用的都
是旱厕，听说要改厕，一下子多数人接受
不了：“我家的厕所不好改”“改了老人家
不 习 惯 ”“ 改 起 来 费 工 费 时 费 钱 ，麻
烦”……

为了消除大家的疑虑，村干部们一遍
遍做好解释工作，宣传政府的奖励政策。
村干部和党员带头示范，先改自家厕所，
组织群众参观，让群众对照标准改、参照
示范改、依照需要创造改，激发大家改厕
的热情。

81 岁的村民彭延芝，听到改厕连连
摆手：“改了厕所我的猪圈怎么办？”彭延
芝家就是在猪圈边上架了四根木头当厕
所，改厕所就得动猪圈。为了改得彭延芝
满意，村里两次上门开现场会想办法。最
后利用原有设施打了个盖板，既保留了猪
圈，又在旁边新修了一个浴、厕两用的厕
所。彭延芝家没有劳动力，又是贫困户，
村里想办法帮工，总共花费3706元，彭延
芝自己出了985元，其余财政买单。“这个
厕所我很满意。”彭延芝说。

2017-2019年，茶市以“因地制宜，因

户施策”为原则实施改厕251个，全村458
户村民，基本用上了卫生厕所，满意度达
95%以上。

“小康不小康，厕所是一桩。改厕要
坚持问题导向，不搞形象工程，实实在在
改到群众心坎里。”湘西州委办二级巡视
员、湘西州美丽湘西办主任杨清英说。

在凤凰县腊尔山镇流滚村，第一次开
改厕动员会时，老百姓没有一户愿意。村
干部以“解决洗澡问题”为切入点，党员、
组长带头，先行先试。

“以前村里水压不稳，家里的旱厕没
法洗澡，要洗澡只能去镇上的公共浴室。
改厕后，装了大水箱，干完农活回家就能
洗个舒服的热水澡。村民们都很羡慕，积
极性一下子就调动起来了！”村支书吴高
连告诉我们。

流滚村出去打工的多，劳动力不够，
村里鼓励左邻右舍、亲朋好友、党员干部
相互帮助。政府不安排工程队，不统一购
买材料，农户自己出钱出力，按照卫生厕
所的基本标准，根据自家的经济情况而进
行选择性和创造性地改厕。“流滚模式”树
立了湘西改厕新样板，全村180户全部改
了厕。

宣传发动，示范引领，奖励激励，因户
施策，过程监管，确保质量……在湘西各
地，一套组合拳推动了“厕所革命”走深走
实，改厕进程不断加快，农村人居环境、群
众生活品质日益提升。

“一改三变”
奔向幸福新生活

“以前上个厕所，要闻臭气不说，还被

蚊子咬一身包。现在干干净净，蛮舒服。”
流滚村的村民吴跃华改厕后享受到了新
厕所的舒适。今年自己加盖了两层房，自
己花钱在二楼也做了个卫生厕所。按村
干部们的说法：“在苗族地区，能把厕所从
房子外面移到房子里，这可是跨越式的改
变！”

花垣县长乐乡鸭八溪村，54 岁的梁
寿金手脚不方便，儿女常年在外打工，自
家的房子疏于打理。趁着改造厕所的机
会，他一咬牙，把厨房和主屋也改造了。
如今梁寿金的房屋宽敞明亮，地面铺着洁
白的地板，墙面刷得白白净净，厨房、庭院
收拾得十分利落，成了村里名副其实的

“最美农家”。
在湘西州的十里八乡，一场“厕所革

命”带来的是农民思想观念的革命，是农
村卫生习惯、生活方式、村容村貌等全方
位的改变。

边城镇茶园坪村改厕后，村民们讲卫
生了，变勤快了，他们说“不把卫生搞好对
不住这个厕所”，村里处处收拾得干干净
净；凤凰县腊尔山镇流滚村，改厕让房屋
改造成了“新时尚”，今年一个寨子就有十
多户加盖了新房；矮寨镇排兄村，因为家
里有了卫生厕所，年轻人回家的时间多
了，回乡的心愿大了，村里的“人气”越来
越旺；龙山县八面山上自生桥村，“厕所革
命”撞上了“乡村旅游”，不少农户改厕、改
房、办民宿，村子的颜值高了，硬件设施好
了，游客数量呈梯次上涨……

更多的改变正在悄然发生。由厕所
这个“小小支点”撬动出的磅礴力量，正激
荡着湘西农村的全面振兴，推动着农村文
明进程的整体前行！

“美丽湘西”已经觉醒。脱下贫困的
枷锁，走上时代的舞台，一个更加美丽开
放幸福的湘西，将用它绝美的容颜惊艳世
界！

土家苗乡的品质新生活

花垣县边城镇贵碳村9组刘克武家，将原来的
旱厕改造成了洗浴一体的全新厕所。

凤凰县腊尔山镇流滚村村民龙建友家，将原来的旱厕
改造成了含有卫浴功能的全新厕所。

（本文图片由湘西州美丽湘西办提供）

——湘西州农村“厕所革命”的故事

美丽湘西建设系列故事之四

“小区改造好了，环境好了，生活也方便了，住在这里心情更加
舒畅了！”12月9日，道县健康家园居民廖湘格谈起小区的变化兴
奋不已。道县卫健局职工杨武林告诉笔者，这里原本坑坑洼洼的
路变得干净整洁，还合理规划了停车位，实现了公共空间停车位共
享，真的太方便了。

今年来，道县建立“五级共抓”工作模式，坚持“思想大解放、改
造大格局、功能大完善、品质大提升”理念，坚决做到“改造百区、造
福百姓”。全年共实施老旧小区改造项目56个涉及小区78个，计
划投资1.6亿元，按照基础类、完善类、提升类进行改造。项目完工
后，将惠及居民4682户、25000人。

在老旧小区改造中，道县坚持领导小组抓统筹,成立高规格工
作领导小组，定期研究解决老旧小区改造重大事项和重大问题；制
订了实施方案，明确了改造目标、改造项目、改造内容、改造要求
等。书记县长抓推进,先后多次召开专题会议或现场办公，研究部
署、调度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工作；书记、县长分别走遍了全县78个
老旧小区，调度情况、解决问题、督促进度。攻坚指挥部抓督导，领
导小组下辖7个工作组，制定了一日一报送、一周一督查、一旬一交
办等工作机度，印制了一系列文件，从制度上保障施工环境风清气
正、和谐顺畅。项目领导抓落实，56个改造项目分别由分管县级领
导任指挥长，具体负责协调解决项目建设中的具体问题。业主单
位抓实施，各老旧小区原则上由小区原产权单位作为业主单位，连
片改造小区由指挥部确定业主单位，各业主单位明确一名分管领
导、联络员，专抓项目实施、质量进度、信息上报等工作。

“要坚持问计于民，突出问题导向、需求导向、效果导向，通过
改造让群众生活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道县县委书记吴恢才在
调研老旧小区改造时如是表示。目前，道县78个小区全部开工建
设，各项施工项目稳步推进，累计完成投资超1亿余元。（盘 林）

道县：
“五级”共抓，老旧小区变成幸福家园

“以前没有自己的房子总感觉没
有归属感，现在买了房心里踏实多了，
对以后的生活也更有信心了。”近日，
在宁乡城区买了商品房的菁华铺乡付
家塘村拆迁群众周志强喜圆新居梦。

今年30岁的周志强两岁时丧父，
十多年前母亲改嫁，家里的房子还是
上世纪60年代修建的土砖房，房屋开
裂严重，存在极大安全隐患。今年，周
志强的房子和村上其他7户村民家中
的房屋被鉴定为D级危房，被纳入宁
乡市D级危房拆除范围。

据悉，为解决危房户现实需求，推
进城市扩容提质，近年来，宁乡市明确
控规片区内，村（居）民的住房（不含杂
屋）属于合法建筑，经鉴定为 D 级危
房，集体土地符合“一户一宅”条件的，

可申请协议拆除。
宁乡市征地服务中心本着以人为

本、尊重事实的原则，充分发挥征拆
“一体化”工作机制效能，与乡镇（街
道）、载体单位、责任部门紧密协同、并
肩作战，坚持党建引领，把基层党组织
的战斗堡垒建在最前沿，党群联动推
动签约腾地。坚持公平、公正、公开，
切实保障拆迁群众的利益，让他们真
正理解拆迁、支持拆迁、参与拆迁。

11 月 2 日，付家塘村 8 户 D 级危
房仅花了40分钟实现签约清零，11月
7日，房屋全部倒地。今年以来，宁乡
市共拆除 D 级危房 117 栋，践行了以
人为本的发展理念，确保了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的安全。

（喻冠男 吴明兴）

宁乡市：告别老旧危房 迎来幸福生活

郑丹枚 肖 鸿 阳 安

仲冬时节，虽偶有阴雨天气，但邵阳
市北塔区陈家桥乡处处生机盎然。

走进李子塘村，一排排民居错落有
致，一条条水泥马路平坦整洁，一片片花
圃姹紫嫣红，赏心悦目……勾勒出美丽乡
村的别样景致。李子塘村只是陈家桥乡
积极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该乡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全域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以全面补齐
短板为着力点，持续全域推进美丽乡村建
设，在巩固提升李子塘村省、市美丽乡村
的基础上，着力创建陈家桥村为省级美丽
乡村、望城坡村为市级美丽乡村，使全乡
从一处美到一线美，逐步迈向一片美。

提升颜值 乡村风貌日渐新
连日来，陈家桥乡大应公路段机声隆

隆，施工队员正忙着施工，对大应公路实
施“白改黑”工程。这是陈家桥乡推进美
丽乡村强化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剪影。

坚持生态优先、一体化发展，实施美
丽乡村三年行动计划，围绕“产业兴旺、生
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总要求，将全乡 14 个村、社区全部纳入，
整合项目近70个，实施公路建设提质、道
路院落绿化、墙体喷涂改造、党建亮点工
程打造、群众健身休闲娱乐场所建设、空
心房整治等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如今，全乡面貌焕然一新，水泥路四
通八达；路旁、院内、村边绿树成荫，各种
名贵树种随处可见；旧墙换上了“新装”，
村道两旁的墙绘精彩纷呈，美不胜收……

“如今，村容村貌一天比一天美，乡亲
们生活一天比一天幸福！”李子塘村村民
唐忠开心地说。

产业引领 美丽乡村更富强
“提升人居环境，大力发展产业，让百

姓有‘面子’更有‘里子’！”该乡主要负责
人说。

为此，陈家桥乡在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时，大力实施产业振兴，根据全乡每个村
的具体实际，立足当地特色，明确产业定
位，坚持点面结合、重点培育、梯度推进。

以李子塘村为例，该村自然禀赋好、
区位优势佳、产业基础强、文化元素浓，该
村则致力于打造成集休闲、垂钓、采摘、观
赏、娱乐、餐饮、民宿、康养于一体的生态
休闲产业村。

同时，整合扶贫专项资金，大力构建
“一村一品”的产业格局，推行“1+4+X”结
构调整，完成李子塘村黄桃、杨梅，同兴村
无花果，兴旺村油茶、葡萄、蘑菇，望城坡
村蓝莓，陈家桥村脐橙、葡萄等扶贫产业
基地建设，大力发展有机蔬菜、精品水果、
特色水产养殖等“菜篮子”产业，总计开发
产业面积近2000亩。

如今，村村有产业，户户能增收。在
产业的带动下，富了起来的村民，投入更
多精力去绿化、美化、亮化村中环境，村里
的“颜值”提升了，美丽乡村也更为富强。

丰富文化 淳朴乡风更文明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该乡

不仅在“塑形”上有成效，也在“铸魂”上下
功夫，积极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创新
文化活动形式，实现文化振兴。

模范典型评选活动中，涌现出一批
“星级文明卫生户”、“文明卫生户”，“好婆
媳”、“好邻居”、以及“十佳”乡村、清洁庭
院、新乡贤等。

“村民们，要学法，知法守法不犯法；
学法律，明是非，维权讲理不吃亏……”该

乡根据法律法规进一步完善村规民约，并
编成歌谣，便于村民传唱。同时，该乡还
着力挖掘李子塘村的舞狮舞龙等民间艺
术和民俗表演项目，利用“党建+文化”融
合的形式开展“欢乐潇湘”等主体鲜明的
农民文艺汇演，让优秀传统文化绽放崭新
的时代风采。

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充实了村民的
茶余饭后，让村民在丰富的文化体验中形
成正确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观念。

“三治”融合 基层治理更高效
为全力推进全乡市域社会治理现代

化创新工作，陈家桥乡重点打造李子塘村

和陈家桥社区基层社会治理示范点，挖掘
各村基层社会治理建设的特色与亮点，因
地制宜探索“自治、法治、德治”有机融合
的现代化模式。

以党建为引领，突出领头雁作用，打
造精诚团结、敢于担当、苦干实干的村干
部队伍。“我是党员我先上”。充分发挥党
支部战斗堡垒作用以及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涌现了一批如唐晓欢、廖志辉等先进
典型。

“疾如风，徐如林”，在疫情防控、环境
卫生整治、文明创建、平安建设等工作中，
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第一线、战斗在最前。

此外注重引入群众自治力量，推动村
（社区）治理由“一元管理”向“多元治理”
发展。如李子塘村以“四会一队一社”为
抓手，让群众更好的参与到村里工作中，
实现“共治共享”。

同时加强法制建设。通过法制宣传
队实地讲解、村村响广播、微信群宣传等
形式进行普法宣传，让法律在居民心中

“生根发芽”。

乡村颜值高 处处皆风景
——邵阳市北塔区陈家桥乡推进全域美丽乡村建设综述

“全会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把方向、定目标、绘蓝
图、指路径，我们应该学习好、宣传好全会精神……”12月11日，党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微宣讲活动在彭德怀纪念馆举行，“莲乡之
声”理论宣讲员陈晓以《我自强，我自信，我自豪》为题，谈了她对十
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的感悟。

近段时间以来，湘潭县成立县委宣讲团，通过领导干部带头
讲、科级干部分片讲、宣讲队员广泛讲，确保宣讲全覆盖。“三会一
课”、主题党日活动、快板、微宣讲、知识抢答……在湘潭县广大企
业、农村、机关、校园、社区，随处可见理论宣讲队的队员们用群众
听得懂的语言和愿意参与的方式，进行透彻深入、鲜活生动的全会
精神解读，让广大干部群众深受教育和鼓舞，进一步坚定了永远跟
党走的信心和决心。

每一场宣讲，都是一次生动的理论政策辅导；每一次交流，都
是一次汇聚奋进力量的精神洗礼。为了让全会精神遍地开花，湘
潭县的宣讲活动将分两个阶段持续推进，第一阶段集中宣讲，从
2020年12月上旬开始到2021年1月底结束；第二阶段分众化、互
动化微宣讲，从2021年2月开始到全国“两会”召开时止。

“听了全会精神的讲解，大家知晓了党的好政策，感觉浑身上
下更有劲儿。”乌石峰村村民梁凯林表示，这些年农村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他们还要继续努力，撸起袖子加油干。 （彭 圆）

湘潭县：
让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遍地开花

11月4日，永州市零陵区公安分局接到一起反映涉嫌从事网
络传播淫秽物品举报线索后，立即组织警力，展开立案调查。该案
共查获传播淫秽物品网站一个，提取色情淫秽视频107部，抓获犯
罪嫌疑人1名。

经查，一个名称为“三文网”的网站，以单次付费和会员充值的
盈利方式，提供有偿淫秽音视频文件下载链接资源服务。经零陵
公安分局远程勘验，在该网站提取、固定电子数据，截至 11 月 12
日，查获色情淫秽音视频文件107部。

11月19日，零陵区公安分局在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将该网站
经营人左某某从家中抓获，犯罪嫌疑人对其涉嫌传播淫秽物品牟
利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11月21日，区公安分局对左某某予以刑
事拘留并羁押在零陵区看守所并提请逮捕。该案正在进一步侦办
中。 （张兴国 陈 斌）

永州市零陵区公安分局：
查获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

“您好！请出示相关证件。1、2、3……10人，您面包车核载7
人，实载10人，请您转载3名乘客，并到大队接受教育学习……”近
日，在省道306线永顺县塔卧镇杨柳湾路段，该县公安局交警大队
民警对车辆进行例行检查，多措并举，防范农村道路交通安全风
险。

据了解，永顺县全县公路总里程为4900公里，其中农村公路
4500公里占比92%，为确保农村道路交通安全，该大队坚持以县域
警务风险防范化解为统揽，以交通问题顽瘴痼疾整治为抓手，抓源
头、控隐患、出新招，紧盯“人、车、路”三要素，全力推进农村道路交
通安全风险防范水平。

永顺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将驾驶人数据库与公安机关数据库进
行比对，将吸毒高风险人员定期推送至乡镇、社区、村组，对高风险
驾驶人的违法驾驶行为，开展精准制止严厉打击。今年初，建立了
营运车辆“黑名单”制度，对“黑名单”车辆采取隐患不消除禁止上
路行驶。10月1日，智能交通项目正式投入使用，该项目涉及自适
应系统、诱导屏、道路预警等信号设备，同时扩容改造升级城市交
通信号中心管控系统、智能交通研判系统、智能运维系统3个后台
管控平台，对全县111处重点路段进行实时监控，有效防范“问题车
辆”上路行驶。 (李孟河 张 进)

永顺县：
确保农村交通安全有“新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