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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上厕所就在猪圈，蚊子
多，下脚都难，哪敢让儿子领女朋
友回家？”6月24日上午，璧山区
璧泉街道虎峰社区3组居民朱堂
均一边打扫自家厕所一边说，“如
今修了卫生厕所，干净又卫生，心
情都舒畅了。”

朱堂均家厕所的“大变样”正
是受益于我市开展的农村改厕工
作。来自市卫生健康委数据显
示，两年来，全市累计投入15.82
亿元，对 87.99 万户厕所进行改
造，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为
79.67%；完成农村公厕改造2450
座，累计完成7407座。

按照计划，今年我市将完成
农村改厕12万户。农村改厕工
作重点在哪里？给村民带来怎样
的变化？就此，重庆日报记者走
访了我市部分区县。

怎么改？
健康环保是改厕考

虑的首要因素

一块木板两块砖，三尺栅栏
围四边，这曾是农村厕所的真实
写照。未得到治理的厕所粪污对
环境和水源污染严重，导致痢疾
等肠道传染病高发，给群众健康
带来巨大危害。

“很多农民意识不到改厕与

预防疾病之间的关系，盖了漂亮
的新房子，却舍不得为厕所改造
花钱。”市卫生健康委爱卫处处长
李彤说，在爱国卫生运动的诸多
举措中，农村改厕具有标志性意
义，不仅体现了爱国卫生运动中
政府主导统筹谋划的特点，也反
映了爱国卫生运动预防为主的理
念。

虽然农村改厕只是几平方米
的小工程，却是大民生。那农村
改厕该怎么改？健康环保是考虑
的首要因素。“在农村改厕建设标
准方面，重庆引进三格式化粪池，
中间分三道隔室，通过贮存、过滤
再排放。”李彤说，粪水进行无害
化处理后，基本达到“有棚有盖，
不渗不漏，无蛆无臭”的卫生标
准，从而有效阻断疾病传播途
径。与此同时，相关部门对改厕
工作实施精细化管理，即“一厕一
档”，将台账建到村、落到户。

农村改厕专项资金则由中央
和地方财政承担支出，我市还整
合相关部门资源，把农村改厕与
脱贫攻坚、农村危旧房改造、扶贫
搬迁、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等工作
有机结合，让农村改厕工作得到
有力推进。

潼南相关委办局分别组建调
研组和督导组，适时开展调研督
导，驻村干部还经常到现场进行
指导，以保证改厕的质量和标准。

在沙坪坝区，项目涉及镇村
还向改厕户发放了改厕服务卡，
公布改厕质量监督及服务电话，
两年内厕具出现任何问题，均可
上门维修，解了村民的后顾之忧。

“改造这个厕所，街道和村里
的干部没少往我家跑，我放心得
很。”潼南区宝龙镇白庙村村民補
永富说。

难在哪？
从“要我改”转变为

“我要改”

最初，农村改厕推进得并不
顺利。“几十年都是这样，有啥好
改的？费事。”这是不少村民对农
村改厕最初的态度，该怎么办？

渝北区玉峰山镇玉峰村二十
一社的余木平就很抗拒改厕。从
去年起，玉峰山镇落实专人入户
进行宣传，开院坝会、发宣传单、
看宣传片，引导群众参与改厕工
作、认同厕所革命。为打消群众
顾虑，该镇发动村干部、党员率先
带头改厕。

玉峰村党委副书记雷世勇就
是带头人之一。“改造后的厕所没
有了臭味，也没有蚊蝇，周围邻居
都来参观，看到卫生厕所又干净
又方便，也都跟着进行了改造。”
雷世勇说。

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变化，越
来越多的村民明白了农村改厕的
重要性。慢慢地，村民的观念逐
渐从“要我改”转变为“我要改”。

“农村改厕难就难在观念的
转变上。”李彤说，农村改厕的关
键是要引导人们改变不良卫生习
惯，倡导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从
源头上控制肠道传染疾病的发生
和流行，从而保障群众身体健
康。为此，他们督促镇街、村居在
验收每一户化粪池时，务必同群
众讲明、讲透维护管理的重要性，
着力改变重建设、轻管理的现状。

啥变化？
环境美了，文明健

康理念深入人心

记者在朱堂均家看到，房屋
掩映在绿树中，外墙贴着仿古
砖。一进门是宽敞的客厅，厕所
位于左侧，厕所面积约有3平方
米，贴着白色瓷砖，冲水式蹲便
器、淋浴设施一应俱全。离房屋
不远处，则是盖着井盖的三格式
化粪池。

“以前上厕所就在猪圈，夏天
臭气熏天，冬天冷风钻，屋顶还漏
水。”朱堂均说，2015年，她查出
患有乳腺癌，术后需长期服药，干
不了重活的她成为低保户。2019

年，结合农村D级危房改造，朱堂
均家修起了卫生厕所。

对于现在的卫生厕所，44岁
的朱堂均很是满意。她说，不仅
家里环境改变了，也改变了全家
人的卫生习惯，他们一家还被璧
泉街道办事处评为卫生文明户。

“上完厕所要冲水，饭前便
后要洗手，这些我都晓得。”朱堂
均说，儿子好几次回家不洗手，
都被她“教训”了，她还会给住在
隔壁的叔父讲授健康知识，“现
在条件好了，是要讲卫生噻，才
能少生病。”

作为爱国卫生运动的重要举
措，农村改厕不仅改变了农村人
居环境，还让文明健康理念深入
百姓心中，增强了群众的获得
感。朱堂均说，去年她种下了20
多棵樱桃树，今年又种了10棵枇
杷树，打算发展乡村旅游，“以前
城里人来农村最怕上厕所，改厕
后就和城里一样，农村空气好，又
能摘果子，可以得很！”

来自市卫生健康委统计数据
显示，2019年，我市对1000余户
农户改厕效果进行了抽样调研，
数据显示，农村改厕工作满意度
达84.6%。从今年1月至5月底，
全市累计改建农村户厕4.2247万
户、公厕68座，分别完成年度目
标任务的33.86%、16.67%。

记者 李珩

以前城里人来农村最怕上厕所以前城里人来农村最怕上厕所，，现在农村的厕所干净又卫生现在农村的厕所干净又卫生

我市两年来完成农村改厕87.99万户

6月2日，天空不作美，倾盆
大雨从天而降。潼南区古溪镇龙
滩村村民莫玉华却没闲着，一大
早她就起了床，看着羊圈安然无
恙后，便从后厨端出一盆草料，准
备把嗷嗷待哺的羊羔们喂个饱。

今年67岁的莫玉华是龙滩
村四社建卡贫困户，2018年被查
出患有乳腺癌。手术后的莫玉华
左手丧失劳动能力，仅能用右手
来劳动。然而，病魔和残疾并没
有夺走她的脱贫斗志，在驻村工

作队的帮助下，莫玉华积极发展
山羊养殖，用一只手撑起了一座
羊圈，也撑起了家里的一片天。

莫玉华丈夫因病去世，儿子
也离婚了，家中只剩下她和她的
儿子、孙子，儿子在本地的建筑工
地做水泥工，孙子在学汽车维修
做工有一茬没一茬的，收入不太
稳定。

“刚生病那会儿，家里一下子
欠了不少债，自己的身体又使不
上劲，感觉一下子天都要塌下来

了，说实话真是消沉了一阵子。”
放下手中的饲料，莫玉华告诉记
者。关键时刻，村里和驻村工作
队伸出了援助之手，不仅把她评
为了建卡贫困户，还根据全村的
产业发展情况为她提供了种羊，
鼓励她发展养殖产业。

“那个时候，看见她们家遭受
了不幸，我心里也着急，隔三岔五
就往她家里跑，一方面是了解家
里的情况，另一方面要把她的志
气和信心稳住，不能丢了精气

神。”龙滩村第一书记江涛说，经
过驻村工作队和村支两委的悉心
开导、帮扶，莫玉华渐渐从失落的
情绪中走了出来，建起了圈舍，养
殖起山羊。

莫玉华不太懂山羊养殖技术，
驻村工作队就联系了技术人员上
门，手把手地教；销售上遇到难题，
又是驻村工作队帮忙找销路——
去年底，在驻村工作队的联系下，
潼南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等单位到
村里开展消费扶贫行动，购买了莫
玉华家11头羊，一下子为她家里
带来了一万多元的收入。

如今，莫玉华的羊圈里，常年
存栏10只山羊左右，每年可出栏
8只山羊，按每斤30多元，每只山
羊近60斤算，莫玉华仅通过山羊
养殖的年收入就有近两万元，加

上儿子、孙子的打工收入，莫玉华
一家年收入达到了3万多元，收
入上早已越线达标。

而在“两不愁三保障”方面，
脱贫攻坚政策也让她更加托底。

“我有高血压，签约医生周自忠会
定期来家里问诊，嘱托我饮食起
居等多方面问题；家里的房子本
来是危房，去年借助D级危房改
造政策，我得到了2.1万元的危房
改造补助，已建起了新房。”莫玉
华如数家珍。

“现在真是吃穿不愁，医疗住
房教育都有保障。感谢党和政府
的好政策，我现在的生活就是一
句话：‘老太婆拄拐杖——稳当！’”
说罢，莫玉华哈哈大笑起来，笑声
在田野上空掠过，久久回荡。

记者 郑宇 颜安 实习生 苏畅

潼南贫困户莫玉华：

她用一只手撑起一座羊圈

6 月 28
日，荣昌区直
升镇道观村，
孩子们沿着新
建的彩色人行
便道回家。近
年来，荣昌区
在建好“四好
农村路”的同
时，着力推进
农村地区人行
便道建设，打
通农民群众出
行“ 第 一 百
米”，全面促进
乡村地区宜居
宜业宜游。

首席记者
崔力 摄

武隆平桥镇

赶集日“摆摊”宣传《民法典》

6月27日，武隆区平桥镇的
场镇赶集日。“快点走喔，王家湾
步行街在进行《民法典》宣传，一
起去学习哈！”乌杨村堡上小组村
民刘建林对邻居陈文说。

二人走进平桥镇王家湾新城
十字街，只见平桥镇平安办、平桥
镇应急办、平桥镇司法所、平桥公
安派出所、武隆区第三法庭等相关
部门的工作人员，在5张办公桌连
接成一排的法制宣传“摊位”上，有
序摆放着《民法典》、《农民工维权
知识》、《婚姻家庭常见法律问题解
答》、等法律法规知识的宣传小册
子、活页宣传单。

平桥镇司法所所长甘薇甜美
洪亮的声音在王家湾十字街响起
来：“乡亲们，这是5月28日国家
才通过《民法典》，这部法律与我们
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物权受
到侵害的，权利人可以通过和解、
调解等途径解决。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
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据不完全统计，当日上午，来
自平桥镇9个村（居）委会及鸭江、
和顺、凤来等周边乡镇近千人次现
场咨询《民法典》的相关法律知识，
现场还发放法制手册、折页等宣传
资料1358份。 通讯员 袁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