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劳边社区地处丹灶镇大金

智地片区的西侧，是城乡融合、

产业城市乡村共同发展的重要

区域。如何抓住区域优势和环

境优势带领村民共同发展？刘

湛洪在基层工作中不断思考这

一问题。

思路决定出路。最能体现

刘湛洪思考成效的，是翰林湖

农业生态公园项目的建设。该

项目从 2014年启动后，历经

数年打造，如今成为大金智地

片区的“后花园”和丹灶的生态

明珠。

公园保留着浓厚的农耕元

素，并且集中建设了水道、花

海、生态绿道，原本沙水村内的

农业能手被聘请到公园上班，

参与种植、管养、收割工作，解

决了大约20人的就业问题，实

现了农业、生态、文旅的高度融

合。

在提升“面子工程”的基础

上，劳边社区又力抓“底子工

程”。去年5月，沙水村重点打

造了环村水道工程，投入建设

小型污水处理设施，在村内铺

设管网收集、处理生活污水。

村内的池塘全部完成清

淤，塘边小路建成沿河栈道。

“你知道这水是哪里来的吗？

这都是我们村的污水经过集中

处理排出来的，处理后达到了

二类水标准。”说起村内环境提

升，刘湛洪脸上充满了自豪。

刘湛洪说，接下来将借助

文化底蕴和生态环境优势，带

领着团队开发古村旅游项目，

探索出一条文化与生态高度融

合的旅游发展新路径。

劳边社区将与周边社区一

起，规划发展翰林水道，将劳边

社区、沙滘社区、下沙滘社区、

建设社区、东升社区连片打造

成乡村振兴发展纽带，并融入

游船水岸景观和污水处理系

统，使其有机结合，充分展示丹

灶生态文明建设成果。

如今，刘湛洪正致力推动

“厕所革命”，实施清淤护岸工

程，铺设污水管网，建设雨污分

流项目，并带头推广民宿、餐饮

等产业，以“领头雁”作用带领

村民踏上乡村振兴之路。

丹灶镇劳边社区党委书记刘湛洪推动文旅发展，为村民打造“五星级后花园”

发挥“领头雁”作用 共筑乡村振兴梦

每逢节假日，丹灶镇劳边社
区沙水村便人头涌动，来自珠三
角各地的游客纷纷到此打卡拍
照，感受这座古村的文化底蕴和
生态魅力。

沙水村的蝶变，与劳边社区
党委书记刘湛洪的努力息息相
关。刘湛洪是劳边社区建设“领
头雁”，也是乡村发展的推动者。
在劳边社区的发展过程中，刘湛
洪带领党员干部团队，投身基层
治理，带动村民踏上乡村振兴之
路，推进经济收入和生态环境同
步发展。

劳边社区沙水村是著名的

“翰林父子”刘廷镜和刘国珍的

故乡。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

沙水村如今又踏上了乡村振兴

之路。

刘湛洪每次进村，总有村

民主动跟他打招呼。从事基层

工作以来，刘湛洪总爱找村民

沟通交流，或讨论雨污分流、环

境卫生，或商议乡村振兴宣传

方法，目的就是让村民更深入

了解村内各项建设工作。

劳边社区以“承礼有为·儒

兴劳边”为发展主题，结合自身

地域特色，对全长近1公里的

翰林水道开展修复并安装污水

处理系统，建设沙水承礼广场

（核心价值观公园），维护沙水

古埠头和白银窦、改造沙水村

拦河花基和树池、提升荷桂路

入口公园绿化……一系列工程

的实施，让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环境逐年变好，美丽村居

“蓝图”逐步变为现实：劳边社

区成为美丽文明村居示范村、

古村活化升级试点村、乡村振

兴特色精品示范村。这一份份

亮丽的“成绩单”，是村民合力

共振的结果，更是刘湛洪用双

脚踏遍村内每个角落摸索而来

的。

“经常看到书记在村巷巡

查，了解社情民意。在他的统

筹下，村民的建议逐项得到落

实，村内环境越变越好，我们住

得特别舒心！”沙水村的杜婆婆

表示，看到社区书记积极带头

为村内建设努力，村民们也对

社区的发展充满了信心。

“村内建设必须有我，以身

作则是推进基层工作最好的‘良

方’。”皮肤黝黑的刘湛洪以自己

的行动展示了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并积极发动群众参与其中，一

改村内乱象，齐心协力美化环境。

去年，佛山市公布“美丽文

明村居”验收结果，丹灶镇劳边

社区以满分的成绩通过验收。

姓名：刘湛洪

职务：丹灶镇劳边社区党委书记

事迹：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发

挥“领头雁”作用，带领党员干部投

入社区基层建设工作，为村民打造

“五星级后花园”，推动沙水村文旅

发展，让村民经济收入明显增长，

带领村民踏上乡村振兴之路。

人物档案

让人居环境“美”起来
记者在上西大道看到，新修的

道路宽敞平坦，绿化树木葱葱郁

郁。社区干部说：“为了扩建上西大

道，咱关书记可没少费心。”

上西大道作为上西村街坊出行

的交通要道，因受社区条件及地理

位置影响，加之道路两旁不少历史

遗留的违建物，路面非常窄，造成往

来车辆无法通行，严重影响着周边

群众的出行及安全。

关满初多次到上西大道现场办

公，最后确定了扩建方案。经多方

协调，自2018年起，在政府的支持

下，上西村投资760万元启动上西

大道拓宽道路建设，将上西大道由

4米宽拓宽到6米。

“90%的村民都很配合，只是有

部分路段两边有小市场、店铺，当时

要修路店主有些意见，但我们尽力

去做思想工作。为了不伤和气，我

们想了很多办法，最后缩小他们的

店铺面积，既能不耽误修路也不影

响他们生计来源。”据关满初介绍，

上西大道衔接璜矶社区、洛浦大道

主路，基本贯通了整个上西。“目前

已经完成了一部分，还剩下1.8公
里，预计今年 9月前可以全部完

工。”

除此之外，关满初带头积极整

合村中闲散土地，将多年闲置、影响

环境的边角土地整改成停车位，在

缓解村内停车压力的同时，也提升

了村内环境。

一点点改变，让村民的生活越

来越好。“关书记在村上办实事真不

少，现在我们上西村交通方便，环境

美，村里几个经济社都建有公园，像

先锋绿道公园、上圣公园、相府公

园。街坊在公园休闲娱乐，想唱就

唱、想跳就跳，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的。”提起村里的变化，村民纷纷竖

起大拇指。

九江镇上西村党委书记关满初以“满腔热情，一心为民”的宗旨服务村民

一腔热情为村民千方百计促发展
九江镇上西村有2000余亩鱼塘，鱼塘经过高标准改造后，塘租翻了一倍，村民收入大大提高。这离不开上

西村的“主心骨”关满初的努力，他以“满腔热情，一心为民”的宗旨服务村民，让乡村焕发活力，村民幸福指数大
为提高。

疫情发生后，关满初冲在第一线，带领上西村党员、群众齐心协力做好辖区防疫工作，为九江镇平安、稳定贡
献出上西一份力量。

关满初今年48岁，自2019
年成为上西村的党委书记开始，

他就一心想为村民们做好每一份

力所能及的工作。“作为一个村书

记，每一项基层工作都很重要。”

面对繁琐的工作，关满初始终充

满热情。“要面对的事太多了，但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新冠肺炎疫情来袭，社区作

为基层疫情防控的关键。关满初

回忆：“正月初二上午收到紧急通

知，下午我带人到村口设卡，正月

初三组织开会、做好防疫宣传

……”在关满初的带动下，各经济

社纷纷行动起来，积极履职尽责，

特别在防控知识和政策指引宣传

方面，创新宣传模式，做到无死

角、全覆盖。

从1月23日起，上西村便开

始利用村中大喇叭播放粤语和普

通话的防疫宣传音频。长龄经济

社社长、党员关文华，先锋经济社

社长、党员李汉华，龙廻经济社社

委黄永安几个人，联合党员志愿

者“穿街过巷”，利用三轮车载着

流动音箱宣传防疫要点。

从大年三十直到疫情逐渐平

复，整整一个多月，关满初都没有

好好休息。随着疫情防控形势逐

渐向好，复工复产成为当务之

急。还没来得及松一口气，关满

初又投入到这项紧张的工作中：

“我们分批让村内的厂企尽早复

工复产。在复工复产之前，每一

个企业我都通知了负责人跟安全

员过来，和他们沟通交流，怎么在

确保生产的同时，确保员工的安

全。”

村内的一家头盔厂负责人黄

先生告诉记者：“年前我们接了很

多订单也只能取消，损失很大。

复工以来，关书记帮了我们不少

忙。关书记经常过来，看看我们

的防疫措施合不合格，防疫物资

缺不缺，人与人的距离是不是安

全，生产的情况怎么样。”

上西村地处九江镇中南

部，濒临西江，村内有2000多

亩鱼塘，村民收入主要来源于

农业养殖。但多年以来，村民

一直沿用传统的养殖模式，经

济效益欠佳。

“以前那些鱼塘，养着养着

塘基崩了，水也浅了……”对于

这些，关满初看在眼里、记在心

上，这引发了他对如何做大做

强渔业养殖这一村民支柱产业

的深入思考。经过多方考察，

最终决定将各经济社部分鱼塘

标准化改造后连片投包出去，

助力村民增收。

记者近日在上西河江村一

带看到，大片鱼塘正在改造，一

派火热气象。“目前我们已改造

的鱼塘约270亩，还有470亩

鱼塘准备改造。”关满初说，“改

造资金一部分来源于农林局，

一部分由承包者承担。我们有

政策支持，将承包年限放宽到

15年，这能给承包者带来效益，

他们才愿意投包。”

上西村先锋经济社社长李

汉华告诉记者，以前多数是本

村村民散养一个塘，塘基地部

分拿来给村民种植瓜菜，租金

很低；但现在改造后连片投包，

开投时价高者得，承包者可能

一人养多个鱼塘，今后将会有

很大的产出。“还是关书记带头

搞得好！相比以前，改造后的

鱼塘看上去更有优势。”

“我们会把水库的水放干，

然后用挖机将淤泥清理，水库

底部挖平，太阳暴晒一段时间，

这样可以遏制鱼塘病害……”

关满初介绍，改造后，由于鱼塘

方格化、标准化，原有的鱼塘病

害得到遏制，优质品种得到推

广。鱼塘产量大幅提高，养殖

条件优化，水体加深，鱼塘单产

提高。鱼塘年租金从整治前的

1200元/亩提升到 3000元/
亩，集体经济收入大幅提高。

“只有抱着一颗公心，为村

民谋福利，且说到做到，群众才

能服你、信你。”关满初说。目

前，上西村村民每年人均分红

可以拿到3000元左右，比之前

足足翻了一倍，加上各项福利

政策，村民的幸福感越来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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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关满初

职务：九江镇上西村党委书记、

村委会主任、上西村西山经济社社长

事迹：三岗“一肩挑”，疫情期间，

防疫、复产两手抓两促进；通过鱼塘

改造连片出租等办法，重新焕发鱼塘

生机，让村民收入翻一番；在提高村

民收入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居环

境，让村民幸福感明显提高。

人物档案

让生产秩序“好”起来

让村民钱包“鼓”起来

文化生态旅游融合发展

带领居民参与环境自治

统筹/珠江时报记者欧晓敬

文/图 珠江时报记者 吴玮琛

■刘湛洪（右二）与村民探讨雨污分流工作事宜。

■关满初(右一）实地了解鱼塘改造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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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珠江时报见习记者朱明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