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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超

平谷区大兴庄镇良庄子村

□本报记者 王路曼 文/摄

密云区溪翁庄镇东智北村

村支书的102本日记
写满“治理经”

发动“厕所革命”
美丽成为竞争力

从京平高速密三路下来， 沿着密
三路往北走不太远， 有一个村庄， 美
丽、 干净、 整洁。 这就是平谷区大兴
庄镇良庄子村。 该村位于大兴庄镇西
北部， 现有人口148户， 443人， 人均
收入20688元。

良庄子村村支书兼主任张海华告
诉记者， 村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建
设美丽乡村， 按照 “产业兴旺、 生态
宜居、 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 生活富
裕” 的总要求， 良庄子村以农业立村、
文化兴村、 旅游强村为目标， 不断探
索适合自身特点的休闲农业发展之路，
实施系列农村基础设施工程， 全村监
控全覆盖， 生活污水治理、 煤改清洁
能源全部完成， 全村基本实现 “道路
硬化、 街道亮化、 饮水安全化、 能源
清洁化、 垃圾污水处理无害化、 村庄
绿化美化景观化”， 呈现出休闲农业协
调发展、 生态环境日益优美、 旅游特
色日益彰显和农民群众安居乐业的良
好态势。

“建设美丽花园村庄， 先要做好
统筹设计。” 张海华说。 为此， 良庄子
村制定了村庄规划调整， 并同步定制
了 《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 两项编
制工作已经基本完成。

良庄子村全面整治村内环境， 建

设美丽花园村庄， 首先做的是煤改清
洁能源工程， 目前已经全部完成。 按
照 “政府统筹、 乡镇负责、 部门配合、
专业指导” 的原则， 根据农村宅基地
确户， 一户一表。 经过包村干部和村
两委的入户宣传 ， 早在2017年12月 ，
该村就全部完成煤改气 ， 共涉及167
户。 据统计， 按照供气之后的用气量
折算， 供暖季每户平均用气量约1000
立方 ， 费用约3000-4000元 ， 与燃煤
比较多出1000元左右， 在普通村民可
承受范围之内。

厕所， 往往是一个地方文明的标
志， 目前， 良庄子村率先在平谷区完
成 “水冲厕所” 的改建工程， 成为平
谷区 “厕所革命第一村”。

张海华介绍说， 水冲厕所采用的
是 “三格式” 化粪池， 由进粪池、 分
格池、 过粪管、 盖板等部分组成， 实
现无害化卫生处理。 “厕所革命” 全
面启动后， 为提升公厕的清洁度， 该
村根据公厕所在位置 、 面积 、 条件 ，
街道还结合周边道路环境， 在公厕前
面种植花卉盆栽， 提升整体环境。 三
分建， 七分管， 为解决农村公厕存在
的 “重建设、 疏管理， 建得快、 坏得
快， 有人建、 没人管” 的问题， 良庄
子村在常态化保洁上做足了功夫， 保

洁员必须保证一天内保洁次数不少于
两次。 村委会专人负责督促考核， 让
保洁质量得到较大提升。

建设美丽花园村庄， 生活污水处
理工程也是很关键的一环， 村里立项
目， 采用 “功能型精准湿地技术”， 选
用芦苇建造景观湿地。 通过过滤、 吸
附 、 植物吸收和微生物分解等物理 、
生化的协同作用 ， 根据污水的水质 、
水量， 居住人口等数据对湿地进行精
确设计， 实现高效净化污水， 让湿地
具备污水处理功能。 项目每年综合管
护成本不到2000元， 按实际日处理40
吨水核算 ， 处理成本为每吨0.15元 ，
运营成本是膜分离法处理技术和淤泥
处理技术设施建设的十分之一以下 ，
解决农村污水处理设施 “建得起， 用
不起” 的难题。 通过项目的实施， 村
里实现了 “污水不出村， 出村污水无”
的目标。

良庄子村土地全部流转到村委会，
由合作社统一运作管理， 农村集体建
设用地纳入镇级联营公司， 统筹运作，
以保底分红方式保证村民利益。 如京
东淘金谷成为北京农村集体土地流转
第一拍 ， 吉林建设集团取得经营权 ，
镇级联营公司统筹指标， 作为项目主
体， 与北京首旅寒舍合作， 打造塔洼
三队高端民宿旅游体验项目。

最终， 良庄子村以保护生态环境
为重点， 打造农旅融合， 促进乡村振
兴， 主动变桃园为花园， 变鱼池为垂
钓园， 建设玫瑰产业园， 发展 “小而
美、 小而精” 的休闲农业产业。

近年来， 良庄子村也获得很多荣
誉， 连续三年被北京市授予 “市级卫
生村” “市级文明村” “市级生态文
明村”， 被平谷区授予 “区级卫生村”
“区级文明村” “区级平安村” 等荣誉
称号。

驾车导航至密云区溪翁庄镇东智
北村， 沿公路进村的村口， 一座占地
50亩的生态文明公园映入眼帘， 设有
公平秤、 警示钟、 思源井和刻有教育
后代、 孝敬老人、 邻里和睦等相关内
容的碑文石刻颇为有趣； 篮球场、 乒
乓球活动室、 健身器、 各种健身设施
可谓是一应俱全……据说， 这座公园
原是村民私搭乱建的一块荒地， 后经
村干部治理成为现在的样子。而令人惊
讶的是， 建设这座生态文明公园的材
料， 大多是村民建房装修剩余的瓷砖、
瓦片等。而有这般“变废为宝” 作为的，
便是该村的党支部书记高贺民。

记者在村民的指引下， 来到了位
于村子中心位置的村委会。 要不是外
墙上醒目的 “黑板报”， 这村委会俨然
跟附近的村屋民舍无异。 对此， 高贺
民则表示， “村干部、 村委会， 不就
是应该融入在老百姓中间嘛， 这样才
能知民情， 解民怨。”

60岁的高贺民是在2010年底被选
派回东智北村任职党支部书记的， 因
为是本村人， 他带着满腔情怀走上这
个最基层干部岗位， 发誓要有一番作
为。 高贺民没有机关干部作风， 也不
喜欢在办公室里呆着， 于是开车带记
者在村子里转， 一边走， 一边向记者
介绍这几年翻天覆地的变化。 “全村
共267户， 没有一家私搭乱建， 街道是

这几年整修的， 街边低矮的护坝一方
面干净美观， 一方面也防止村民私自
扩大房屋占地面积 。” 高贺民告诉记
者， 今年村里的大工程都在修路等完
善基础设施上。

沿村内小路行车至村外山间田地，
一水的硬化路面， 直至田间地头。 与
硬化路面同样延伸的是路侧的护坝与
挡墙， 它们发挥着保持水土和美化美
观的双重职能。 高一点的护坝和挡墙
上还粉刷着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和中华传统美德的标语、 谚语与诗歌，
“这让村民在下地干活的路上， 也能感
受文化熏陶。” 高贺民告诉记者， 没有
人比他熟悉这乡间小路， 修路的施工
设计图都是他亲自画的， 路边的一砖
一瓦都有他的心血在里面。

走访中， 记者发现， 修建这些护
坝和挡墙的材料多有不同， 既有当地
的大石块， 又有混凝土块和各色的砖
块， 显然都是来自不同地方的建筑垃
圾或废料。 对于记者的发现， 高贺民
的神情里略显骄傲， 他告诉记者， 这
些工程用料有的是村民拆旧房的废料，
有的是村里或附近工地的建筑垃圾 ，
高贺民到处张罗这些 “好东西”， 让它
们 “变废为宝”， 村内3.7万立方米的
护坝和挡墙， 都是这样建起来的。

此外， 村南侧小山坡的登山步道，
以及山上消防护林、 防汛设置， 大多

也是这样 “捡便宜” 建设起来的。 而
更让高贺民倍感自豪的是， 村里这么
多建设， 却没有外欠一分钱， 同时也
不曾向上级政府申请过任何费用。 那
么， 钱是从哪里来的呢？

经过一大圈的参观， 高贺民带着
记者从他的“工作日记”里最终找到了
答案。 “这是第102本，我每天都写工作
日记，记录自己起床读书时间，一天的
工作安排， 还有自己的想法与思考。”
高贺民翻看厚厚的日记本， 给记者读
起了东智北村的 “治理经”： “‘无米
之炊 ’ 的工作方法便是 ， 精打细算 ，
把集体的日子当成自家的日子来过。”

高贺民说 ， 在他的精打细算里 ，
“变废为宝” 只是其中一招， 自他上任
以来， 还减少了村干部职数， 取消了
勤杂工、 门卫等不必要的职位， 减少
用人开支； 实施 “零用工零招待”， 减
少办事开支。 工程不外包， 就由村里
的党员义务干， 用工则专招村内低收
入户……一些列措施， 每年可节省资

金上百万元， 再加上高贺民善于争取
社会资源， 每年的施工费用就这样从
指尖一点一点省出来。 如今， 东智北
村的公共设置累计不低于三千万的建
设， 低收入户因参与建设领工资， 全
部脱低。 村情村貌发生巨变， 老百姓
也个个称赞叫好。

高贺民工作日记的 “治理经” 远
不止这些， 他还总结了众多办事理念
和工作方法， 制定出了 “村干部十不
准” “村两委工作方法” “村干部办
事歌” 以及 “村民公约” 等。 这些工
作方法让村干部为民服务更高效， 老
百姓认可度也在逐年提升， 至此， 东
智北村的治理工作也走出了独特的自
治、 法治、 德治相结合的路子。

对于高贺民来说，落实乡村振兴就
是让乡村基础设置完善，让老百姓能安
居乐业。“作为一名基层带头人，吃苦受
累，我无怨无悔。如果有来世，我还要加
入中国共产党，还要做人民的勤务员。”
说完这句话， 高贺民眼眶含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