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合水村党员志愿者开展卫生整治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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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熊荣萍 黎茂菊
曾舜） 为进一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提升群众生活品质， 近日， 浏阳市高
坪镇坚持党建引领， 各党总支部发挥
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 组织开展
“村村优美、 户户整洁” 乡村环境专
项大整治行动。

“这座桥是过河的必经之路， 因
为前段时间下雨， 排水口被泥沙堵住
了， 桥面上积水严重， 趁着这次整治
行动把桥面整体清理一遍， 村民们出
行也更方便。” 高坪村党总支下属三
个支部的党员 “兵分三路”， 在高坪
大桥、 高坪村文化服务中心、 沿河小
道开展卫生整治行动， 身穿志愿红马
甲的党员们挥舞着钢锹、 扫把、 火钳
等工具， 铲土、 除草、 清扫树叶、 清
除垃圾， 经过两个小时的辛勤劳动，
村组面貌焕然一新。

志愿者中有放下手头工作请假回
来的年轻党员， 有七八十岁依然神采
飞扬的老党员， 有放假在家主动要求
参加劳动的高中生， 还有半途看到后
主动加入的周边群众。 老党员胡云俊
说： “我今年 81 岁， 身体还吃得消，
有责任有义务参加劳动。” 一支部党
员陈志奇是一名城乡公交车司机， 本
来是早上 8 时要从高坪镇发车到浏阳
市城区， 可他还是坚持先参加劳动，
完成之后汗湿的衣服都没来得及换，
就开始他的本职工作。 一位参与的群
众感慨地说 ： “这个桥面早就想搞
了， 可是我一个人不行， 还是党员力
量大。”

在船仓村和株树桥村， 党员们充
分发扬不怕脏、 不怕累的优良作风，
手持扫帚、 铁锹、 编织袋等工具， 对
村主干道及道路沿线、 沟渠、 卫生死

角进行全方位清洁和整理。 特别针对
农户屋前屋后脏乱差的现象， 大家边
清理边进行宣传引导， 号召村民积极
参与、 配合， 上户劝导村民搞好屋前
屋后的卫生， 融入到环境综合整治行
动中。

在太坪村的志愿队伍中， 肢体二
级残疾的党员孔洪不甘示弱， 主动要
求参与环境整治行动。 在石湾村， 上
到八十岁的耄耋老人、 下到十余岁的
青年团员都积极参与， “虽然我年纪
大了， 不能做多重的活 ， 只能帮着
拔 下 草 ， 捡 下 垃 圾 ， 但 能 让 居 住
环境变干净 ， 我一定要参加。” 石
湾村一位有着 50 年党龄的老党员如
是说。

“前几天我参加了党员发展对象
和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 更深刻地感
受到我作为一名入党积极分子的责任
和使命， 参加这样的志愿活动， 让我

也有更多的机会做实事， 维护村容村
貌。” 三合水村杨林支部入党积极分
子胡意说。

在 “村村优美、 户户整洁” 整治
行动的基础上 ， 三合水村联合开展
“守护河道、 由我做起” 专项整治行
动， 村里的党员、 发展对象、 入党积
极分子等踊跃参与， 将村、 组道路，
田间地头及其他卫生死角的各类垃圾
清扫干净。

不论是步履蹒跚弯腰扫地的老
者、 还是不停手舞钢锹的青壮劳力，
或是头戴草帽拿着镰刀的女同志、 不
太会使用锄头的中学生， 他们虽满面
通红挥汗如雨， 脸上却看不到疲惫与
辛苦， 仿佛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下一步， 高坪镇将在常态化开展
环境专项整治行动的基础上， 坚持长
效管理抓提升、 抓质效、 抓亮点， 持
续做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本报讯(吴洪江 通讯员 刘源)
“当好 ‘廉书记’， 守好家庭廉洁门， 当
好 ‘廉参谋’， 把好家庭廉洁关……” 6
月 11 日， 在衡阳市常宁市罗桥镇召
开的 “廉洁从政从业 ， 廉洁修身齐
家” 干部家属座谈会上， 干部家属代
表的发言引起全体参会人员的共鸣。

为发挥廉洁家风在党风廉政中的
重要作用， 构建起家庭反腐倡廉的牢
固底线 ， 罗桥镇开展 “廉洁从政从
业， 廉洁修身齐家” 干部家属座谈活
动。 罗桥镇全体党政负责人、 六班三
中心一大队负责人及其家属代表参加
活动。

与会人员参观了该市廉政文化教
育基地萧石月故居。 随后召开茶话座
谈会， 现场观看廉政教育片， 罗桥镇
党委书记汪珀以 “弘扬传统家风， 倡
导清廉为本” 为主题上党课， 各家属
代表围绕 “清廉家庭” 为主题进行了
精彩的发言， 最后以家庭为单位， 共
同签订 《清廉家庭承诺书》。

汪珀要求， 干部家庭要注重家风
家教 ， 深刻认识家风建设的重要意
义， 通过活动进一步增强对廉洁文化
建设、 弘扬与传承良好家风重要性的
认识 ， 在家庭助廉中充分发挥主动
性、 自觉性， 严格落实廉洁齐家的相

关要求。 同时， 他对如何发挥 “廉内
助” “贤内助” 作用， 传承 “清白传
家” 好家风提出三点期望： 一是积极
培育清廉家风， 帮助配偶、 子女扣好
“第一粒扣子”， 守护幸福家庭。 二是
大力弘扬清廉家风， 牢固树立纪律意
识、 规矩意识， 提升个人品德， 守得
住清贫、 耐得住寂寞、 抵得住诱惑、
经得住考验 。 三是切实做好家庭助
廉， 每名家庭成员要常吹家庭 “廉洁
风”， 常算家庭 “廉洁账”， 当好家庭
“廉管员”， 在生活上相互关心、 在学
习上相互督促、 在事业上相互支持，
以优良的家风建设 “清廉家庭”。

修好路 荒山野岭
变身网红打卡地

初夏， 驱车行驶在娄底市娄
星区花溪村的山路上， 两旁绿树
成荫， 玫瑰盛开， 一幅醉人的夏
日画卷徐徐展开， 吸引了不少游
客前来打卡参观。

“多亏有了这条路！” 66 岁的
村民旷红良由衷地感叹。

旷红良所在的牛车组 ， 是花
溪村最偏僻的地方， 荒山野岭只
有一条茅草小路 。 “出行很不方
便， 到镇上买东西， 还得绕 3 公里
路。” 旷红良说， 家里种的农作物，
因为运不出去， 被烂在了地里。

那时， 村里通往外面的公路也
只有一条坑坑洼洼的土路， “晴天
扬灰路、 雨天泥巴路， 投资进不来、
农产品出不去。” 村支书谭满平介
绍， 年轻人嫌家里赚的少， 都外出
打工了， 不少田土也荒废了。

要想富， 先修路。 2019 年娄
底市娄星区把 “四好农村路 ” 建
设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
抓手， 一条条崭新公路在一个个
村庄间蜿蜒， 花溪村所在的花石
公路也全线拉通， 村内的主干道
还修成了沥青路。

路通了 ， 吸引越来越多的村
民回村发展。

在外创业的杨柳就是其中一
位， 2019 年， 她回村承包了 50 多
亩土地种植玫瑰花， 现在创办了
花溪谷农俗文化产业园 ， 规模扩
大到 500 多亩 ， 将田园观光 、 玫
瑰花产业、 农家乐体验 、 文化培
训融为一体。

“这里环境好， 出行也方便，
发展信心更足了！” 杨柳说， 现在
到了周末， 就有不少市民前来露
营烧烤， 体验民宿， 同时 ， 发展
的特色玫瑰产业， 带动了周边 40
多人就业。

“现在， 农产品不愁没销路，
在家门口就能赚钱！” 聊起路通后
村里的变化， 旷红良乐得合不拢
嘴， 不少游客找到他家买土特产，
土鸡蛋经常是供不应求。 他还准
备明年搞个农家乐， 做点家常菜
给游客吃。

如今， 花溪村的各项建设如
火如荼， 通组公路户户通、 人居
环境家家美 ， 成为远近闻名的
“网红村”。

（据人民网湖南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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