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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观；平整干净的水泥路延伸到家家户户门前，房前

屋后小品造型别致、鲜花绽放、绿树成荫……

这是国庆节前夕，记者走进梅河口市19个乡镇村

屯中看到的乡村美景。

然而，这只是梅河口市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一个剪影。近年来，梅河口市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

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牢固树

立新发展理念，以“百村示范”为引领，提升乡村“颜值”，

厚植农业“家当”，提升农民“底气”，将一幅祥和秀美

的乡村新图景描绘得愈加清晰。

年初以来，梅河口市聚焦建设充满活力，富有特

色，宜居、宜业、宜游、宜养大美梅城目标，继续实施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百村示范”工程，在去年打造出85个

示范村的基础上，投资9000余万元，创建65个示范村，

由点到线、串线成面，集中连片，带动农村人居环境总

体水平大发展、大提升、大改善，率先走出了具有梅河

特色的乡村全面振兴之路。

为进一步引导广大农民群众投身“百村示范”工

程建设，全面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营造美丽

乡村“百村示范”良好氛围，梅河口市创新组织开展“百

村示范”短视频擂台赛活动，以“比一比，赛一赛，我的

家乡最美丽”为主题，突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百村

示范”工程建设，把本乡镇最美村屯“亮出来”，把“百

村示范”建设成果“比出来”。

目前，各乡镇出现了你追我赶、竞相发展的良好

局面，实现了从村容整洁到生态宜居、从生活宽裕到

生活富裕的目标，全市呈现出一片家园美、生活美、生

态美、产业美的靓丽风景。

““百村示范百村示范””引领引领 乡村擂台比拼乡村擂台比拼
本报记者 隋二龙

驱车行进在曙光镇各村屯，一个个兼具颜

值和气质的美景相继映入眼帘，安乐村叠石流

水小景观，同胜村的人工湖，东太平村的河畔

绿地，西太平村转动的水车……

假山叠石，小桥流水，亭台楼阁，这些美景

在曙光镇许多村民眼中已经不足为奇。

按照梅河口市“百村示范”工作要求，曙光

镇引导村民积极参与，根据各村自然资源、区

位特点和人文环境特点，准确定位村屯及庭院

的建设和布局风格，实现村村有主题、有特色，

坚持通透、规整和有利村民生产生活的原则，

做到整体和谐基调不破，一户一特色，建设中

将自然生态和精品景观注入历史人文内涵，新

建仓房棚厦215个、围墙栅栏1230延长米、玉

米楼115个、标准化菜园49000平方米、边沟

6000延长米、水泥硬化18960平方米、艺术甬

路1230延长米，栽植树木10737棵，栽种花卉

80万株，铺设草坪4800平方米。设计打造东

北抗联红色景观2处、水景沿线景观路2条、休

闲景观小品7处。

曙光镇曙光镇：：扮靓扮靓““颜值颜值””提升提升““气质气质””
本报记者 隋二龙 赵蓓蓓

从前的“龙须沟”如今美如花园，村民们三五成群地

围坐在树下休息，孩子们穿梭于花草之间嬉戏追逐，一幅

乡村趣图跃然眼前。

走进李炉村，这座拥有百年历史的古村如今风景如画。

铺路面为广场换上新装，立路灯把村民的希望照亮，

鼠尾草开着紫色的花与串红争艳，今年90岁的李沛英在

这里生活了一辈子，他说：“这几年的变化太大了，赶上好

时候了！”

村民刘恒义也在一旁感叹：“如今我们村的环境不次

于城里。”这样说的底气，正式源自于“百村示范”工作的

推进。

李炉乡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点带面推进乡村

振兴各项工作落实；打造了邱凤、东泉、连山、永强4个示

范村，按照“五统一”工作要求，打造精品户50户，修仿古

广场400平方米，铺草坪2000平方米。

走进位于邱凤村的革命烈士祁福生故居，叫不上名

的农具和充满年代感的家具带着沧桑。

以“红色李炉”党建项目为载体，李炉乡充分挖掘和开

发邱凤五组祁福生故居等红色资源，共打造红色教育基地

1处、党建文化长廊1处、红色景观3处。

李炉乡：党建引领 红色基因
本报记者 隋二龙 庞智源

朝鲜族民宿错落有致，木质秋千上，游客正享受惬

意的午后时光，不远处的农家院里传来阵阵欢笑声，山

城镇河南村是典型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在这里可以

感受地道的朝族民族风情。

不远处，太极鼓成为村里的地标，在蓝天白云下气

势恢宏。

整齐的篱笆院门，仿古的门楼静谧的气息扑面而

来，院墙外的鲜花开得正艳，与电线杆上的彩绘图一浓

一淡相映成趣。

“百村示范”工程开展以来，山城镇整合各类资源

推进百村建设，总投资995万元，完成7个示范村创建

工作。全镇以山姜线为轴心，将河南、东花园、中花园

3个村打造连接成线，以拆违治乱为总抓手，以美化亮

化为总目标，修整植树台47公里，栽植大径绿化树木

3700棵，花卉32万株，草坪8万余平方米，各类灌木15

万株，打造“景观小品”65个，极大地改善了村民的生

活居住环境，提升了村民幸福指数，形成了简约适度、

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山城镇：清丽古城 宜居乡村
本报记者 隋二龙 庞智源

十里梧桐栖凤凰，鸡冠山下美乡村。

初秋，吉兴村在层峦叠翠中散发着清新之感。

两棵百年的柳树边是新建起来的木质观景台，凉亭

里三五个村民在拉家常，一幅恬静质朴的乡村画卷

豁然眼前。

转过弯，几颗梨树不堪枝头重负垂下了枝条，一

个个拳头大小的梨子散发着淡淡香甜供路过的游人

采摘。

梨子的果皮虽是青色，但是汁水充足。树下的

鸡冠花也应了鸡冠山的名字，山上山下“画风”统一

和谐。

吉乐乡共有10个村，其中7个在通往鸡冠山的

路上。为了守护好绿水青山，吉乐乡坚持把美丽乡

村建设作为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深入推进乡村

振兴战略的总抓手，推动美丽乡村建设从“环境好”

向“生活美”全面升级，从“农村美”向“农村富”跨越

升级，从“风景好”向“底蕴深”提档升级，探索出一条

符合实际的乡村振兴模式。

吉乐乡吉乐乡：：鸡冠山下鸡冠山下 秀美清新秀美清新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隋二龙隋二龙 庞智源庞智源

创建因地制宜，推进群策群力。

9月14日下午，梅河口市小杨满族朝鲜族乡双阳村

里十分热闹。

新建的民俗文化广场上，正在舞蹈中的朝鲜族雕塑

活灵活现。这个广场有1000平方米，贴心打造的朝鲜族

文化舞台将是村民们一展风采的地方。12生肖小品、忆

亭、观景台等都被赋予了更多内涵，8户朝鲜族民宿正在

施工中，新修的村部十分气派，白墙灰瓦给人以古朴之

感。

小杨乡以“百村示范”工程为抓手，集中打造3个示

范村，确保“串点成线、连线成面、形成风景”，推动全乡农

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努力建设生

态美、百姓富的幸福小杨。

依托点位资源优势，小杨乡突出山、水、林、地、人参、

梅花鹿产业和满族、汉族、朝鲜族文化特色，坚持“五统

一”要求和“六化”标准，打造小杨乡“百村示范”工程。本

着“全民参与，共建共享”的原则，今年创建双阳、宫家街、

六官巷3个示范村，共改造324户，受益1650人。

平坦、笔直的柏油马路从仿古木门中穿过，“宜居

龙头”的匾额上是承诺更是对龙头村的高度概括。

马路两侧翠绿的草坪上点缀着彩绘石头，十分整

齐，红色的太阳能路灯让此刻的画面有了更加丰富的

色彩。

道路尽头，“龙盘居”和“龙跃庭”两家民宿十分抢

眼，彩绘的墙壁和古朴的木门透露着地道的农家味儿。

庭院中，农家绿色蔬菜长势喜人，梨子脆甜可口，

在秋千上静静地感受村庄的“脉动”，鸟鸣声忽远忽近

成为乡村最美的乐曲。

龙头村只是水道镇打造“百村示范”的一个缩影。

通过“精品”村屯打造，突出各村特色，依托旅游资源，兴

建民宿，打造百亩花海、千亩中草药种植等综合旅游区。

如今，水道镇在旧貌换新颜的同时，大力发展农

村产业，提高村民收入，形成中草药产业逐步壮大、果

树种植势头良好、休闲旅游独具特色的发展局面。

水道镇：精品村屯“绿中生金”
本报记者 隋二龙 庞智源

白墙灰瓦旁是木质的水车，古香古色的宋家街村

标总会吸引着来往的目光。

在梅河口市康大营镇宋家街村，新铺的沥青马路

还露着新色，从迎福水库流淌而来的自然是“迎福水”，

水流顺着河渠穿过村子，俨然一幅小桥流水人家的画

面。不仅如此，红色党建元素更让这座村子凝聚起了

向心力。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一路漫步，处处透

露着正能量。

在这里，“百村示范”工程让每家每户都发生了不

小的变化，院墙统一，就连院落也更加整齐干净。在创

建过程中，村民们齐心协力积极改造自家院落，仅用了

3个半月的时间，整个村子旧貌换上新颜。

今年，康大营镇以改变乡村环境整体面貌为原则，

共打造5个行政村，充分发挥农户积极主动性，对各行

政村内公共空地和水渠、荷塘进行改造升级，建设景观

小品6处，丰富群众对美好生活的业余文化生活。

康大营镇：层林掩映 旧貌更新
本报记者 隋二龙 庞智源

百福路上走一走，美景佳境画中游。

在兴华镇双凤村，从前的臭水坑变成了荷塘，秋

分刚过，硕大的荷叶接连成片，莲蓬也到了采摘的时

候。这一片观荷广场成为了村民们休闲娱乐的新去

处。

秋高气爽，此时1组村民王兴春正领着孙子在

广场上嬉戏，说起村里的变化，他赞不绝口：“改造这

里的时候，镇长、书记天天来，把臭水沟变成了荷花

池，柴草垛变成了石画公园，我家就在村头，出门就

能看见这风景，一有空就出来溜达，咱农村真是越来

越美了。”

村里的容貌变了，村民的素质也跟着提高。经

过彩绘的垃圾桶里常常爆满，但是马路上却看不见

半点垃圾。

从美丽乡村建设，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再到

“百村示范”工程实施，3个兼具“颜值”和“内涵”的

村屯，在兴华镇土地上熠熠生辉。

兴华镇：美景佳境 今非昔比
本报记者 隋二龙 庞智源

庭院中的矮化高粱已经成熟，远处是稻田

风光。

9月的一座营镇南大桥村，一派丰收景象。

从4月中旬开始，仅用1个半月时间，将这

个田园风格的乡村改造一新。百日草、孔雀草、

串红点缀乡间，这是村民们对新美乡村的期盼。

一座营镇共13个行政村，南大桥村以“美

丽田园”为主题，将景观小品和庭院经济相融

合；明新村以“党建+产业振兴”为主题，将红色

党建与休闲景观相结合；太平河村以“水畔人

家”为主题，将沿线庭院与环村水系相契合，受

惠农户达303户。

今年共新建仓房棚厦 120 个，围墙围栏

12000延长米，铺设草坪3300平方米，栽植花卉

13.5万株，打造景观点5个。打造休闲广场2处，

党建文化广场1处，习语路1处，荷花观赏亭1处。

一座营镇：立足优势 回应期盼
本报记者 隋二龙 庞智源

从“一处美”变为“全域美”，今年是牛心顶

镇将“百村示范”创建工作的第二年。

走进牛心顶村，串红沿着道路一路延伸，路

的尽头，木制的休闲亭两侧是青砖小路，后面则

是彩绘墙体，春夏秋冬四季美景跃然墙上，让乡

土气息中更具艺术感。

从前的土路变成了水泥路，101户村民看

到了村里的变化，自发将自家庭院收拾得干净

整齐。

今年，牛心顶镇确定国道504线沿线的牛

心顶村、小河北村、大沙河村作为今年

“百村示范”重点打造的村屯，惠及300

余户、1000余口人。全镇因地制宜、因

村施策，根据3个村的庭院、道路、杖墙

等的实际情况，分别制定实施方案，绘

制规划施工图，明确时间节点、建设标

准及人员分配等。按照先拆后建，应

拆尽拆原则，不仅对破旧杖墙、劣质棚

厦、院内畜禽圈舍等进行全面拆除，还

将尚未搬迁的柴草垛迁至屯外。在拆

乱的同时，清理道路两边进行绿化美

化，形成了如今的如画风景。

牛心顶镇：彩绘田园 意境悠长
本报记者 隋二龙 庞智源

走进双兴镇庆胜村，橙色的荷

兰菊沿路盛放，整齐的铁艺栅栏让

院落变得更加通透，万和广场下有

水流经过，木制凉亭与此时的景色

更加和谐统一。

庆胜村去年新建时光记忆长

廊、万和广场、休闲凉亭和庆胜腾

飞迎宾门楼 4 处集中连片景观

点。

庆胜村时光记忆长廊景点全长

139米，宽6.5米，以“时光记忆、记

住乡愁”为叙述主线，将40年代至

今的特有的鲜明记忆展现出来。身

处其中，犹如穿梭在不同的时光，恍

如隔世，回味无穷。

万和广场占地780平方米，设

有各类健身器材，为庆胜村村民提

供休闲娱乐的场所，丰富人们的业

余文化生活。

今年，双兴镇共打造示范村6

个，坚持“以净为底，以实为要，以美

为形，以文为魂”的原则，缩小村与

村之间的差距，使双兴镇整体环境

实现“大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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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绿地中，转头入亭台。

在湾龙镇双安村，村民们随时都可以享受

到出门见美景的惬意生活。

3D广场上，从春耕、夏盛到秋收、冬趣，彩

绘的3D涂鸦将东北风情刻画得淋漓尽致。移

步10余米便是另外一块绿地景观，古朴的亭台

与儿童游乐设施划分两边，一人环抱不住的大

柳树洒下一片阴凉。

“百村示范”工作开展以来，湾龙

镇以“五个重点，一个连片、五个精

品”为目标，干部群众以拆违、重建、

绿美化和园子、院子改造为重点，统

筹推进百村示范建设。今年，重点打

造了兴安、福安、共安3个百村示范

村，对319户农户进行打造。共拆除

违建270余个，拆除破旧围栏7000延

长米，迁移、拆除玉米楼 150 余个。

通过倾听民声、了解民情、汇集民智、

体现民意，实现了村容村貌的华美蜕

变。

湾龙镇：出门即景 惬意生活
本报记者 隋二龙 庞智源

依山而兴，傍水而建。在海龙镇裕民村，

占地5000平方米的党群共建广场上，不少骑

行经过的游客正在纳凉休息。裕民泉中水流

汩汩而出，而水流的另一侧是密布的森林。

林间鸟鸣阵阵，茅草亭下，稻草人身披红

色斗篷煞是可爱。

用绿植摆出的海阔龙腾景观寓意美好，万

寿菊和串红成为这个季节里乡村最美的装点。

海龙镇共有17个行政村，本着连点成线、

连线成面的打造原则，两年来，重点在202线、

梅海南线、梅海中线共创建示范村10个，总投

资1598万元，受惠农户达1282户。

坚持先拆后建利规划、试点先行看效果、

全面开花结硕果的建设“三部曲”。“百村示范”

创建作为党建项目精心谋划实施，绿化美化、

庭院打造、景观节点建设等规划都体现了以人

为本、留住乡愁的设计理念，同时带动乡村旅

游，成为休闲观光的好地方。

海龙镇：山水灵动 休闲观光
本报记者 隋二龙 庞智源

丰收村里盼丰收。

9月23日下午，走进黑山头镇丰收村，满

目的稻田风光令人欣喜。沉甸甸的稻穗低下

了头，提醒着人们丰收的季节已经来到。

从前的小片荒变成了景观绿地，臭水泡

变成了鱼儿的天堂，天高云淡的景象倒映在

水中，仿佛时间都定格在了这一秒。

今年，黑山头镇集中力量打造了团结村、

宝山村、丰收村共3个示范村。打造示范户任

务317户，受益人口1300人。

通过新建围墙、安装绿篱800延长米绿化

美化，3个村利用空闲地、废弃地完成高标准6

处景观点打造。

在推进过程中，黑山头镇积极转变群众

思想观念，让村民们切实享受到新时代、新农

村的幸福感。

清晨6时，沉寂的村庄慢慢苏醒过来，中

和镇东下村的景观带，三三两两的村民不约

而同来此晨练，欢笑声此起彼伏。

灰色的外墙错落有致，形状不一的石头

锻造成不同的欣赏风格，由轮胎搭建的彩色

花盆和动漫形象，形成了一道道有内容、有创

意、有特点的靓丽“风景”。

在中和镇，还有许多像东下村一样美丽

宜居的乡村。

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和镇以全面提

升农村环境，实施长效保洁为抓手，积极推进

“百村示范”工程。

积极发动百姓广泛参与，建言献策，因

地制宜制定改造方案，切实调动起百姓积

极性。镇村干部既当宣传员、又当监督员、

指导员。通过党员干部先动、亲属朋友带

动、镇村干部帮动，掀起了“示范工程”高

潮，有劳动能力的百姓都争先恐后“打扮”

自己的家园，营造出你追我赶的良好创建

氛围。

9月23日，走进红梅镇岭西村，薄薄的雾

气笼罩着整座村庄，仿佛置身于仙境一般。

漫步在文化广场，微风拂面，凉亭内，几

位村民在凉亭里有说有笑，不远处，村民悠

闲地荡着秋千，惬意悠然。

自“百村示范”工程启动以来，红梅镇用

2年时间，完成8个示范村的建设任务，打造

示范户800余户，直接受益人口2700余人。

在营造特色上，围绕“唯有因地制宜，才

能达到百村示范标准”的工作目标，逐个地

块进行规划设计，满足百姓最根本需求，努

力建设彰显山青水秀、体现田园风貌、传承

乡村文明的美丽宜居村庄，并发掘和弘扬当

地的文化，为村庄打上特有的“烙印”。

红梅镇：文明为基 魅力彰显
本报记者 隋二龙 赵蓓蓓

乡村美景入画来，悠闲自在日子甜。

碧水连连，垂柳依依。在进化镇通河村，

放眼望去一排排仿古实木大门格外显眼，潺潺

的流水静静流淌，一座座木质拱桥散落其间，

零星的荷花在绿叶的映衬下亭亭玉立，忽而仿

佛有了置身江南的感觉。

“村美、户富、班子强”。自“百村示范”工

程开展以来，进化镇成立了创建工作领导小

组，确立了“填补盲点、捕捉亮点、扮靓景点、创

建范点”工作目标，镇财政列支配套资金300

万元，打造永范、前进、乐善3个行政村为“百

村示范”工程创建村。

镇村干部组成宣传动员组，深入农户家中

和田间地头进行政策宣讲。发挥村三委成员、

无职党员的示范引领作用，组织他们带头拆

违，在各村树立拆违典型并大力宣传，按照先

拆先建的原则，打造样板农户，激发了群众主

动参与热情。在“百村示范”创建活动开展期

间，力推星级户进档升级，实现常住户“星级”

全覆盖，“五星级”户达50%。

车子驶入杏岭镇帽山村村部，数不清的

风车随风摆动，五颜六色令人应接不暇，仿

佛置身在童话世界里。

村民们惬意地走在长廊里，望着喷泉和

自由自在的鱼儿拍着照。

在“百村示范”工程实施过程中，杏岭镇

积极推进，动员各方力量，整合各类资源，夯

实推进“百村示范”工程创建。

按照“百村示范”总体要求和部署，全镇

共建立村级改造台账769户，形成镇级“百

村示范”工程实施档案，留存改造前后对比

照片、记录拆建情况，农户基本信息，确保

“百村示范”科学合理推进实施。

共享创建“一道景”，乐享成果促振兴。

“百村示范”实施以来，全镇7个示范村创建

初见成效，形成村级统一标识，村屯面貌得

到普遍改善，人居生活环境得到提升，村民

精神面貌焕发新气象，在享受“百村示范”创

建成果的同时，百姓干劲更足，在镇村两级

干部的共同带领下，百姓的生活更加美好。

杏岭镇：共建共享 美好生活
本报记者 隋二龙 赵蓓蓓

来到新合镇胜利村景观公园，“党建引领 美

丽乡村”几个彩色相间的立体大字格外显眼，蜿蜒

的石道，红色记忆长廊，“使命亭”和“初心湖”遥相

呼应，“胜利的号角”雕塑让过往的人们充分感受

到红色文化带来的强大力量。

一排排乡间院落，一栋栋崭新房屋，统一规划

的园子，干净整洁的屋子，处处让人赏心悦目。

今年以来，新合镇共打造4个示范村，分别突

出党建引领、党风廉政、新时代文明实践和旅游观

光等主题，通过干群一心，携手共建，打造宜居宜

业美丽乡村。

百姓承诺，网格互通包保。召开誓师大会，制

定镇村干部包户网格表，百姓全部签署“百村示

范”承诺书，形成干群合力。

转变思想，发展庭院经济。以“百村示范”为

契机，引导村民转变思想，依托房前屋后全部停种

玉米，改种大豆、蔬菜，与辉南早市建立定点合作，

开创“庭院经济”致富模式。

新合镇：号角铮铮 示范带动
本报记者 隋二龙 赵蓓蓓

小杨乡：特色村寨 缤纷如画
本报记者 隋二龙 庞智源

黑山头镇：稻浪滚滚 乡情悠悠
本报记者 隋二龙 庞智源

中和镇：创意塑型 靓丽成景
本报记者 隋二龙 赵蓓蓓

进化镇：重塑乡愁 乐享“乡闲”
本报记者 隋二龙 赵蓓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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