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黑山镇环境越来越
好后，一些年轻人返乡创业，
一些外地客商纷纷前来投资，
有发展生态休闲观光农业的，
也有经营农家乐和民宿的，带
动了村民增收和村级集体经
济壮大。

林口良好的生态和美丽
乡村建设吸引了外地客商的
眼球。2017年，重庆南川的
一家企业，看中了林口的前
景，该企业负责人杨成前便从
当地村民手中流转土地800
余亩，集中种植脆桃，今年脆
桃上市，产量达80万斤，产值
1000万元。

“种植桃子，春季可赏花，
秋季可采果，两全其美。”杨成
前说，脆桃适宜在海拔800米
以上、土壤肥沃的地方生长，
而黑山镇南门村林口社的海拔为900
米，温度适宜，加之该地依山傍水，环境
优美，土壤肥沃，因此种出来的脆桃又大
又香又甜。

杨成前说，该基地还雇佣了当地10
余名村民在果园务工。

“我们除每年获得地租外，平时在桃
园打工，一天也能挣个百十块，很满足。”
村民李代洪说。

“家乡变得这么美，就有了留下来、
住下来的念头。”在黑山镇，返乡创业者
越来越多，黑山镇鱼子村的广果树和广
健兄弟就是其中之一。

几年前，哥哥广果树外出打拼，做到
一家餐饮行业的高级厨师。弟弟广健，
常年在沿海闯荡，是几家酒吧的调酒师。

兄弟俩本可以顺着各自的路继续走
下去，安逸、稳定。可在去年年底，他俩
作出一个重大决定：回家乡开民宿。

“这两年全镇乡村旅游已成气候，鱼
子村又距离城区近，自家房屋正好在公
路边，我觉得商机无限。”广果树说。

改造房屋、外出考察市场、置办各类
进口酒……今年4月，兄弟俩的“广家寨
民宿”一开业就博得好彩头，周末天气
好，民宿仅两天的营业额就能达到5000
余元。

兄弟俩开办的民宿因为有特色，如
今已小有名气，随着周末到鱼子村休闲
度假的游客越来越多，他家的民宿生意
也越来越火爆。

在黑山镇，像广果树和广健这样看
到家乡发展得越来越好，回来参与乡村
建设的能人不少。

近年来，黑山镇推进乡村旅游蓬勃
发展，依托黑山旅游资源禀赋优势，大力
发展乡村旅游，实施林口桃花源、天星桐
梓园、灵官殿等乡村景点升级打造，引导
支持景区景点周边农户开办农家乐、特
色民宿、乡村酒店、采摘篱园等，满足游
客多样化消费需求，全面提升乡村旅游
接待水平和能力，推动农民增收致富，切
实帮助群众得到乡村旅游发展带来的红
利。

推动农村产业发展。大力引进和培
育农业科技型企业，促进农业科技成果
转化，培育壮大优势特色产业，积极探索

“合作社+农户、龙头企业+农户”等多种
经营模式，完善利益联结机制，2017年

“黑山家园”示范片农民人均纯收入
9723元，农业总产值1.9亿元，农业增加
值5846万元。

从乡村旅游到乡村生活深度体验，
再到产业致富，黑山镇农村经济的巨大
变化，真正带动产业旺，实现“农业强、农
村美、农民富”。

未来，黑山镇将以“产业兴旺、生态宜
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
要求统揽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坚持

“田园美、村庄美、生活美、乡风美”的创建
工作标准，全力推动乡村振兴战略落实落
地，不断增强农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
感，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武晓静 熊明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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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山、品农家菜、赏冬季雪景……虽已是
12月份，但是来黑山镇南门村林口旅游的游
客依然不减，不仅当地的农家乐生意火爆，民
宿更是一床难求。

“我从没想过自己住的这个小山村，会变
得如此美丽，充满乡村公园气息，更没想过村
里那些看惯了的山水，会成为吸引游人的旅
游景点。”今年74岁的李长田是黑山镇南门
村林口社村民，走进他家会发现，不大的院
坝，种植了桂花、枫树、玫瑰各类植物，俨然是
一个精致的小花园。春季时，这里不仅能够
推窗见绿、开门见山，花园里还能“月月有花
开、季季有花香”，李长田家庭院落也被评为
了黑山镇的“美丽庭院”。

谈起生活环境的变化，李长田高兴地说：
“我家的院坝都是政府免费给打造的，这两年
多来，看着村里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村庄越来
越美丽，游客越来越多，我们的幸福感也是大
大提升！”

黑山镇党委书记谭彬介绍，以往，黑山镇
南门村林口社地理位置偏远、基础设施落后，
村里环境卫生普遍脏、乱、差，村民意见很大。

怎样才能提升村民幸福感和获得感，让绿
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谭彬说，黑山镇拥有国
家5A级景区——黑山谷景区等众多旅游资
源，每年120万人次的游客资源，为发展乡村
旅游提供了强大的市场动力。

2016年，黑山镇启动建设农村人居环境

宜居示范点项目，投入2200万元在示范片内
打造黑山镇天星村桐梓园和南门村林口两个
农村人居环境示范点，其中，林口桃花园乡村
旅游示范点建设项目是在林口桃花园现有基
础上，对南门村民居风貌及生态环境建设进
行改造升级，加快完善城乡道路、供水排水、
垃圾处理、电力设施等基础设施。

经过两年多的不懈努力，黑山镇出色地
完成了各项工作，农村基础设施全面完善，农
村环境卫生全面提升，农村居民生活条件显
著改善。

全力打造示范点。示范点建设污水处理
设施4套、铺设污水管网2.9公里、扩建公路
2.8里、修建人行便道6公里、整治院落65个，

通过示范点的建设带动示范片建设的全面推
进。打造农家院落示范点，组织开展创建卫生
示范院坝、卫生示范社、卫生示范户、美丽庭院
等示范点创建活动，对评比出来的示范户、示
范院坝、示范社，分别给予200元、1000元和1
万元奖励，充分激发了群众参与改善农村人居
环境的热情。

全面实施美化靓化。采取政府补贴、农
户投劳模式，对600余户农户院落建设小围
墙7264.47米、小花园2824平方米、安装排
水沟水蓖子7326.6米；在示范片主要聚居点
安装路灯459盏；在黑山镇响水河、林口等乡
村旅游重要节点修建乡村旅游景观亭、观景
平台8个，农村人居环境美化靓化成效明显。

时下，走进黑山镇天星村，漫步在村间
小道上，道路平坦洁净，路旁不见垃圾堆，整
洁的村容村貌让人心情舒畅。

“以前，我们村的环境确实不咋样，鸡鸭
满地跑。”黑山镇天星村村民王丽珍一边打
扫清洁一边描绘着以前的“恼人”景象。

黑山镇天星村是万盛一条重要旅游环
线的必经之路。从某种程度上说，该村是万
盛的“脸面”，其环境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万
盛的形象。

为改善当地人居环境，黑山镇按照“立
足当前，着眼长远，把握重点、有序推进”的
原则，全力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在这里生活了大半辈子，都是这样过
的，哪有那么多的讲究。”谭彬说，一开始，在
村里推行垃圾分类，大部分村民嫌麻烦，不
愿意改变旧的生活习惯。

于是，黑山镇创新思路，借助“政府购买
服务”的理念，每年投入资金200万元，将辖
区村内垃圾收集、环境保洁等工作，统一外
包给专业公司，全面推行“户集、村收、镇运、
区处理”的垃圾收运模式，全镇范围实现了
农村生活垃圾清扫保洁全覆盖，走出了一条
农村环境整治的新路子。

黑山镇与外包公司签订的外包合同
中，对环卫保洁和垃圾清运作业均作出了
详细的规范和要求：垃圾不过夜，道路整
洁，每天至少有 24 名保洁员在路面清扫
……这一套新型农村环卫保洁机制，改变

了过去“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屋内现
代化、屋外脏乱差”的垃圾围村现状。如
今，黑山镇村民的房前屋后干干净净，村里
水泥路整洁通畅，美丽的乡村新貌让人赏
心悦目。

51岁的王丽珍就是外包公司的专业保
洁员。作为天星村的保洁员，每天早上8点
钟，她准时出现在负责的清洁区域，手拿扫
帚、铲子和抹布，清扫道路垃圾，清除沟渠杂
草，清洗垃圾箱……一忙就是一个上午。

“以前一天要扫好几次，现在主要就是
保洁。”这几年，王丽珍切身感受到村里环境
的变化，地面变干净了，以前乱跑的畜禽、乱
堆的杂物再也看不到了，每家每户都会摆放
一个垃圾桶。

随着环境的改善，村民们的习俗也在潜
移默化中改变着。

“现在，我们都习惯分类处理生活垃圾，
把房前屋后打扫得干干净净。”村民张进说，
如今的天星村环境优美，自觉维护村容村貌
已成为当地村民的习惯。

政府购买服务，只是黑山镇实施农村
环境综合整治，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立长
效保洁机制的一个缩影。黑山镇还投入资
金200万元，购置垃圾车清运车6辆、洒水
车2辆，全镇范围内安放垃圾桶2400个、
车载垃圾箱120个，其中示范片安置车载
垃圾箱48个，环卫硬件设施配置完善、到
位，确保生产生活垃圾日产日清。

傍晚，冬季难得的夕阳余晖斜照在鱼
子河，河面如鱼鳞般金光熠熠，河岸常青树
环绕，宛若一首经久不衰的歌谣。

曾经，这里河道狭窄，水质浑浊，河水
断流，河岸荒废。鱼子河发生的变化，主要
得益于黑山镇污水的集中处理。

在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程中，黑山镇
加大推进生活污水治理。仅鱼子村，就打
造了3公里长的沿线生态河道，并疏浚河
道1.2公里。并在河滩及河岸栽植再力花、
梭鱼草等水生植物约3万株，栽植草皮约
300亩，保持了水土、涵养了水源、美化了
河岸。同时，新建6.4公里污水管网和5个

小型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
为从源头治理污染，美化农村人居环

境，黑山镇加快治污设施建设，投入850万
元在农村居民聚居点建设微动力或无动力
污水处理设施，铺设截污管网，将农户的污
水收集进行统一集中处理。示范片内建成
污水处理系统16套，污水集中处理能力达
到500立方/日。对建成投用的污水处理设
施外包给专业队伍进行管护，提高污水处
理效率，保障治污设施能有效投入使用。

加快改厕步伐。以示范片饮用水源、
河道、公路、村民聚居点为重点区域，大力
推进农户无害化卫生厕所改造，实施卫生

改厕526户，通过户改厕后示范片卫生厕
所普及率到达90%以上。

建设“四好农村路”。黑山镇共计投入
约1.4亿元，改扩建公路60余公里，建设出
境公路6条。新建设公交车站点52个，开
通公交线路5条。新增安装生命防护工程
2.4公里，改建安装11.5公里；村社每一条
公路均安排养护人员，每月每条路巡查养
护安全8次，成功创建“四好农村路”示范
镇。

强化饮水安全。投入8000万元建设
供水厂3座，铺设供水管网300余公里，解
决全镇居住高峰期10万人的饮水问题。

环境整治美了乡村

政府购买保洁服务见成效

治污让乡村碧波荡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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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宜居村庄——鱼子村大铺子 摄/曹永龙

美丽宜居村庄——南门村林口桃花源 摄/熊明贵

美丽宜居村庄——天星村桐梓园 摄/王显凯

黑山镇南门村 摄/曹永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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