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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2 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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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化兼美化，乡村处处是风景：在绿化景观路

上散步，在花木相间的小公园内休憩，绿树红花也

“蔓延”到农村庭院，村民推窗见绿、满目皆景。

今年因受疫情影响，九江的春天似乎比往年来

得晚了些，但当一阵春风吹过，全镇随即满是绿

意。4月，九江镇23户“最美庭院”先后出炉，各村

居爱国卫生运动全面开展；5月初，镇领导班子带头

进村义务植树，市政道路美化造景……

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基础上，九江镇通过部

署实施“美丽家园”、“美丽田园”、“美丽河湖”、“美

丽园区”、“美丽廊道”五大美丽行动，持续推进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以生态为笔，全民共绘乡村振兴的

九江画卷。

以生态为笔 描绘乡村振兴美丽画卷
九江实施五大美丽行动，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助力乡村振兴

近日，有不少细心的市

民发现，九江各主干道路悄

悄变美了，五彩缤纷的花朵

随风摇曳，令人赏心悦目，

为单调的路面增添了绚丽

的色彩。原来，此前九江镇

市政办对各节点时花进行

了造景搭配种植，踏入五

月，阳光明媚，娇嫩的时花

全面盛放，一派生机盎然。

推进绿化美化是乡村

生态振兴的“先手棋”，是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

容。有了好的生态，才会有

乡村振兴的基础。九江人

民显然深谙这样的道理。

当三月初春刚刚探出

头来，九江镇就已全面开展

了乡村绿化美化植树活动，

在村边、路边、屋边、塘基等

闲置地进行植树，以达到路

成景，片成林。5月7日，九

江镇党委书记徐永强、镇长

张厚祥等机关志愿者齐齐

来到上西村龙廻龙舟训练

基地及龙迴梁家桥头进行

义务植树，历经一上午扶

苗、培土、压实等系列步骤，

138棵秋枫、凤凰木、落羽

杉等植物错落有致，一块荒

地摇身一变，成为一道亮丽

的风景线。

今年以来，九江镇积极

结合“一村一特色、一社一

主题”统筹开展送苗下乡活

动，在村（居）闲置土地种植

落地杉、水果桑树、龙眼、桂

花、红继木、风铃木等特色

苗木。截至5月8日，全镇

已种植苗木5421株，其中

南金、水南已完成苗木的种

植工作，其他21个村（居）

的种植任务预计6月完成。

这样一场自上而下的

植树造林活动，种下的是为

数不多的树苗，播下的却是

全民参与美丽家园建设的

生态种子。

在敦根社区，有43年

党龄的李本新担任了社区

三级党建网格的小组长。

他不但带头美化自家庭院，

还与网格内的党员、义工一

起，动员周边村民参与行

动，为有需要的村民提供帮

助。走进李本新的家，一个

整洁的小庭院映入眼帘，错

落有致的各式盆栽构建起

一方小天地，郁郁葱葱，令

人赏心悦目。很难想象，这

个美丽小庭院曾是一片用

来堆放杂物的闲置地。

所有的改变得益于一

场“最美庭院”评选活动。

今年4月底，九江镇成功创

建23户“最美庭院”、20户

“美丽庭院”和“洁净家庭”，

通过党员带头在家门口植树

造绿，社区居民家门口的环

境“大变样”正不断上演，众

多村居的面貌焕然一新，居

民成了实实在在的受益者，

一幅以生态为主题的乡村振

兴绿色画卷正缓缓打开。

推进植树造绿 播下绿色生态种子

处处风情处处景 乡村振兴全民参与
傍晚时分，沿着海寿岛骑

车前行，吹着徐徐凉风，品着

水乡风情，赏着江上日落，放

眼望去尽是满眼的绿意，好不

惬意。“这里风景漂亮、空气

好，还有环岛骑行、农家乐，我

们全家都玩得特别尽兴，想

不到海寿岛这么美。”来自桂

城的市民张健成开心地说。

近年来，以海寿岛、烟桥

村等为代表的九江生态乡村

风貌吸引了众多周边地区的

市民前来游玩。与此同时，

九江镇深耕镇内乡村旅游精

品线路，线路先后成功入选

首批广东省乡村旅游精品线

路、登上学习强国全国平台、

中国旅游报，成为乡村旅游

推介路线。

绿色九江的打造除了政

府自上而下的引导，更得益于

当地居民自下而上的全民参

与。在绿化中，九江不搞大拆

大建工程，保持乡土文化风

格，积极发动全民参与环境卫

生整治，共同构筑一幅“村在

景中、人在画中”的绿色图景。

“没有高楼大厦，我们一样

‘抢镜’！”连日来，九江镇乡村

振兴推进的“明星社区”——

敦根社区，正积极筹划着一场

“大变身”。沿着村道深入，村

落映入眼帘，整洁的村道、栩栩

如生的墙绘、窗明几净的房

屋，三三两两的村民在绿荫下

聊家常，欢声笑语不断……一

草一木皆美景，一砖一瓦皆诗

篇。该社区从5月15日起启

动11个垃圾分类投放点，并创

新设置“善美卡”，通过积分的

方式，鼓励更多社区居民参与

垃圾分类等各类志愿服务，积

极为社区治理、环境美化、整

治提升等出一分力。

同样悄然“变身”的

还有璜矶社区。在接云

经济社队址旁有一块约

600平方米的荒地，长期因无

人管理，杂草丛生。4月28

日，社区利用爱国月卫生清洁

大行动契机，组织两委干部、

社工、义工一起对该荒地进行

清理。在社区全民合力改造

下，这块荒地迎来“大变身”，

将成为社区举行亲子种植活

动的好去处。

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工作

过程中，不仅需要政府有壮士

断腕的决心、背水一战的勇

气，还需要全民共同参与。乡

村振兴工作推进以来，九江镇

奋力推动生态绿色九江落地

生根、开花结果，营造出了处

处风情处处景，市民对九江美

丽环境有了更多、更直接、更

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

擦亮绿色生态招牌 推动九江可持续发展
一直以来，绿色生态是

九江镇可持续发展的一块

金字招牌。提升农业发展

质量，培育乡村发展新动

能，挖掘乡村生态优质文化

内涵，最终的目的就是实现

乡村振兴。在此过程中，水

清岸绿不仅需要治好水，造

好景，更需要从源头全面推

进产业园区升级改造。对

此，九江镇以田头棚整治为

切入点，以河涌整治为关键

点，紧抓“大拆除”、“大建设”

的契机。

走进水南社区龙一经济

社，映入眼前的是干净、整洁

的大马路，在龙一公园，3个

村边鱼塘实现了活化升级，

浮在水面中的荷叶与蓝天白

天相映成趣。一条河涌从该

经济社穿越而过。在河涌的

另一侧，涌边已打上木桩，在

岸边的杂草已经清理干净，

重新种上了燕尾草、水芋等

植物。“现在河涌边都那么漂

亮了，不再是杂草丛生无人

管理，而是种满了植物。”水

南社区村民崔倩仪为社区的

护岸绿化、美化工作点赞道。

跟崔倩仪一样，憧憬着

不久的将来出门皆景的还有

水南社区龙一经济社的种植

户关阿姨。这几天，关阿姨

开始留意到了眼前的变化。

昔日田间地头大大小小、杂

乱无序的多处“田头棚”逐渐

没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规

范、安全、经改造后的“农具

房”，在一片生机盎然的田间

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为深入贯彻九江镇乡村

振兴战略，建设美丽田园，最

大限度减少农业种植安全生

产隐患，今年以来，九江镇按

照南海区“三清三拆三整治”

要求，全面启动“田头棚”整

治改造工作，敦根、璜矶、北

村、南金、英明、烟南等村

（居）率先行动，对394间“田

头棚”进行整治改造。通过

对农业产业上叠加生态、休

闲、文化、旅游等功能，最终

打造产业化、公园化、景区化

的魅力田园综合体。

水清岸绿的背后，显然

正是一项立体化的生态工

程！根据佛山市生态环境

局公布的水质排名，第一季

度九江镇水环境质量全市

排名第一，综合污染指数同

比改善26.31%！

用全域生态化走上美

丽宜居之路，靠产业生态化

打开绿色发展之门。在写

好“生态+”这篇大文章上，

九江镇坚持在保护生态环

境中发展经济、在经济发展

中保护生态环境。如今，通

过大力治黑拆违，美丽河湖

建设步伐加快，积极实施五

大工业园区改造提升项目，

扎实推进美丽园区建设，九

江镇一幅以可持续发展为

主线的乡村振兴绿色画卷

正奋笔疾绘，让人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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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主题诗歌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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