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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绿增绿 优化生态效益

■ 本报记者 罗鑫

阳春三月，记者来到泾县马头国有林场，只见新建的防灭火物资
储备库内，消防器材摆放得整整齐齐。 “最新购置配备的灭火器材看
着不起眼，关键时刻却能派上大用场。 ”马头林场负责人卜良高说。

场部门前宽阔的沥青路延伸进林区，一路上翠松苍苍，鸟鸣啾
啾，花香萦衣。卜良高告诉记者：“原来这里是坑坑洼洼的砂石路，今
年 1 月刚刚完成了路面‘白改黑’。现在从场部防火库去林场最偏远
位置，20 来分钟就能到，林间作业、日常巡护都方便了。 ”来到较为
偏远的侉子涝片区，记者登上了林区内最高的望火楼。“这也是新建
的望火楼，用于观察火情，及时提供监测信息。”今年 68 岁的马头村
村民刘海洲在林场务工 30 余年，正在望火楼值守。

一路行至马头祥养生观光园，记者看到，正是樱花烂漫时，穿行
在樱花林间，宛若误入花海秘境，一阵风来，簌簌樱花如雨落，外地
前来赏花的游客络绎不绝。原来，林场一面加强森林资源培育，一面
创新盘活森林资源新模式，通过招商引资发展森林旅游业。“这里是
荒山变花海，老职工宿舍变精品民宿，现在一年的游客接待量能达
到约 15 万人次。 ”马头祥养生观光园工作人员陈洪告诉记者。

升级林区道路、修建防火物资库和望火楼、发展森林旅游业，这
是这家百年马头林场迸发生机活力的“昂首跨越”。作为安徽省历史
最长的国有林场，泾县马头国有林场始建于 1918 年，是国家级湿地
松火炬松林木良种基地。 100 多年来，历经岁月沧桑，昔日的辉煌随
着资源消耗又亟待转型而烟消云散。几经改革，马头林场由“生产经
营型”转变为“生态公益型”，但没有大的起色。

百年林场的蝶变始于 2017 年。这年，我省在全国率先探索实施
林长制改革,建立省、市、县、乡、村五级林长责任制体系。 在上级部
门指导下， 泾县出台了林长制改革马头国有林场示范点建设方案，
设有县、乡、村三级林长，并探索试行双县级林长模式，县政府县长
和县政协副主席任林场县级林长。

“林长制改革以来，建立了更完善的沟通协调机制，县长和各相
关部门现场办公，现场调度。 原来是势单力薄、单打独斗，现在是集
团作战！”卜良高这么形容变化，“形成了强大合力，着力解决我们发
展中的瓶颈问题。 ”泾县交运局将沥青混凝土林区道路纳入农村四
好公路网建设范畴，解决资金 1249.5 万元；县财政局安排国有农林
场公益事业发展资金 30 万元扶持森林防火物资库建设； 县发改委
指导林场申报国家储备林及研学中心等项目。

同时，马头国有林场立足林长制改革示范区建设，以“党建+生态”
“党建+旅游”为着力点，有力促进党建工作与林场发展同频共振，让绿
色成为发展最鲜明的底色，围绕“五绿”做文章，将“护绿、增绿、管绿、
用绿、活绿”与“两防”工作相结合，实现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有机统
一。 林场去年超额完成造林任务,投入森林防火经费 200余万元;与浙
江长乐林场签署全省首个绿色产业合作共建战略框架协议，在森林研
学、自然教育、森林康养和林下经济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

“只能增绿，不可减绿。百年老场正在此基础上不断谋求转型升
级，努力打造林业生态、经济、社会效益最大化的‘现代林业生态智
能综合体’。 ”卜良高介绍说。

·每周时评·
安安正正平平 专栏

美丽身影汇成““美丽风景””

党委政府搭建平台，妇联组织强化引导，推动乡村
女性加入县乡村三级村嫂理事会，服务身边群众，建功

乡村振兴，贡献智慧力量———

村嫂上岗

参与乡村治理

“俺今年 60 岁了， 啥时候能领养老
金？ ”“俺三奶，你到 12 月满了 60 周岁，就
可以领养老金了。 ”

近日，在省美丽乡村重点示范村、颍上
县西三十铺镇洪单村， 拥有中专学历的村
嫂陈颍到村民王德秀家走访， 现场解答她
的疑问。 陈颍家与王德秀家仅隔一条乡村
小道，相距只有几十米，服务贴近又贴心。

“村嫂可好啦，俺儿子儿媳在外打工，
养老保险都是她给代办， 孙子放学都到她
家写作业，她有文化，能给辅导……”提起
村嫂陈颍，王德秀赞不绝口。因务工企业有
“五险一金”， 王德秀的儿媳宁国芳刚开始
并不打算在老家缴纳养老保险。 陈颍耐心
地给她讲解城乡养老保险制度 “衔接政
策”， 又通过手机发了一份政策原文给她，
宁国芳才改变主意，为自己“多存一份养老
保障”。

“我们每个村嫂都有一身红马甲，一辆
电瓶车和一部智能手机，方便开展工作。 ”
陈颍告诉记者，县里开发了专用软件，可以
对接“皖事通”App。 陈颍打开智能手机，扫
脸进入 “皖事通”App 的颖上村嫂工作平
台， 村嫂在乡村治理中的各项工作职能一
目了然。

在陈颍的“服务员”工作职能相关记录
中，记者看到，她前不久刚刚帮助辖区空巢
老人林允川完成了养老保险 “生存认证”。
林允川老人曾动过几次大手术， 今年春节
前被儿子接到上海过年兼求医复诊，3 月
中旬才回家。陈颍一直和老人保持联系，在
老人返乡的第二天，就上门帮着打扫卫生、
完成养老保险“生存认证”。而过去，像林允
川老人这种情况， 是需要本人到镇里完成
“生存认证”相关手续的。

洪单村现有村两委成员 9 人 ， 村嫂
17 人。 “俺们村嫂一家一户上门服务、讲
解政策 、协调纠纷 、照料老人和儿童 ，还
借助智能手机网上办公 ，给村 ‘两委 ’工
作添了大助力。 像养老保险金收缴工作，
过去俺村年年倒数 ，现在率先完成 。 ”陈
颍自豪地说。

■ 本报记者 贾学蕊

本报见习记者 朱茜

盘活资源 破除治理难点

“给点阳光就灿烂 ”是颍上县政协
主席程晓醒对当地村嫂的评价。

程晓醒在调研中发现，全县 4322 名
村嫂中有 418 人是党员 ，89.9%的人年
龄在 30 周岁至 50 周岁之间 ，93.8%的
人拥有初中以上学历（其中大学学历人
数占比约 5%）。 新时代的农家大嫂综合
素质提高，经济更加宽裕 ，普遍在外务
工求学“见过世面”。 她们既有出色的工
作能力， 也有投身乡村振兴的工作热
情。 程晓醒认为，成立县乡村三级村嫂
理事会，为乡村女性搭建了施展才华的
良好平台。

眼下的乡村，一边是物质文明突飞
猛进，一边是精神文明相对滞后 ，路宽
了、楼高了，但是距离远了、乡风淡了 。
青壮年远走他乡忙创收，剩下的大都是

老人、妇女和孩子，老弱病残谁来帮？ 邻
里纠纷、婆媳矛盾谁来疏导调解？安全隐
患谁来排查？环境卫生谁来监督？惠民政
策谁来宣传？村两委力量明显单薄，亟待
补充完善新型服务力量。 每个村嫂连着
一个家庭、服务百户左右的家庭，盘活了
农村留守女性这一“资源”，也就激活了
基层社会治理的“一池春水”。

“有了村嫂 ，我们还第一次摸清全
县外出务工人员的准确数字，目前正按
照行业进行分类，着手建立更加精准的
外出务工人员数据库。 ”颍上县委主要
负责人介绍，该县以创新实践村嫂理事
会工作为“小切口”，有效推动了乡村善
治的“大转变”。

2020 年，颍上县出资 700 多万元为
每位村嫂配备手机、 电瓶车等工作 “装

备”，并为每名村嫂购买了一份意外伤害
保险。 该县还制定村嫂理事会工作实施
意见（试行），明确村嫂工作补贴由县乡
两级共同负担，鼓励社会各行业、团体、
个人为村嫂理事会开展工作提供支持；
建立村嫂分级培训制度， 切实提高村嫂
的服务能力；对表现突出、工作能力较强
的村嫂 ，给予表彰奖励 ，在村 “两委 ”换
届、“两代表一委员”推选时优先考虑。

省妇联相关负责人表示， 颍上县在
探索推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的过程中，成立县乡村三级村嫂理事
会， 积极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此
举不仅充分调动了乡村善治的女性智
慧，也为农村留守妇女提供了人生出彩
的广阔舞台 ，激活了基层组织的 “神经
末梢”。

服务对象 变身服务力量

去年 5 月，颍上县乡村三级成立村
嫂理事会，12 月， 依照民政注册程序登
记备案，成为党组织领导、妇女联合会
指导的基层社会组织。 村嫂理事会会员
覆盖到全县各村居， 按照人口比例，每
百户左右配备一名村嫂。 目前，全县共
推选产生 4322 名村嫂。

记者留意到，去年 6 月颍上县出台
的村嫂理事会试点工作实施方案 （暂
行）中，将村嫂主要工作职责定位在“改
善农村人居环境”“树立良好家风”两个
方面。去年 12 月，该县关于村嫂理事会
工作的实施意见（试行）中，村嫂的职能
转变为“六大员”，即“政策法规的宣传
员”“村居环境的监督员”“乡风文明的
引领员”“矛盾纠纷的调解员”“村居治

理的信息员 ”“扶弱济困的服务员 ”，工
作内容几乎涵盖了村居社会治理的方
方面面。 “村嫂的奉献精神、工作热情和
工作能力，都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
颍上县妇联主席张燕说。

颍上县慎城镇潘郢社区的村嫂邢维
美，是社区少有的女瓦匠。正值周边乡村
拆迁，她在家门口干一天的瓦匠活，能有
一两百元的收入。自打当上村嫂，邢维美
把全部热情都投入到工作中，瓦匠活“老
本行”反而荒废了。 “我们每个村嫂要服
务 100 户左右的家庭，每天都在跑，实在
顾不上瓦匠活。 ”邢维美告诉记者，当上
村嫂后，她还主动当起红娘，促成近 20
对年轻人喜结连理。

带着乡村留守儿童学习党史 ，开

展禁毒铲毒田间 “踏查 ”，参加种植养
殖技能培训 ，宣传文明祭扫和妇女 “两
癌”免费筛查……在颍上县村嫂理事会
的网上工作平台 ， 村嫂的工作和活动
信息不断刷屏。 在全国文明村镇、王岗
镇淮罗村 ， 村嫂李得兰发现沟渠里有
塑料袋等垃圾 ， 会和村嫂姐妹们一起
自带工具进行清理 ； 村里一名平辈兄
弟突发脑梗去世 ， 她忍着悲痛一次次
上门做工作 ， 最终说服其家属简办丧
事、不待客。

“从服务对象变成服务力量 ,我们的
村嫂待人满腔热情， 工作细致入微，既
有女性特有的柔美亲和，也有不怕困难
的坚忍和柔韧。 ”接受记者采访时，颍上
县委主要负责人为村嫂“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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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嫂心声·

古城镇村嫂李侠 ： 在我包的片
区里，有两位五保老人 ，是叔伯兄弟
俩，他们之前因为一句话闹了矛盾 ，
一年多都不讲话 ， 还把两家之间的
一条小路用砖头堵上了 。 我了解这
件事之后 ， 前后 3 次去他俩家进行
调解。 我跟他们说 :你俩年纪那么大
了，因为一句话闹成这样不值得 ，你
俩都是五保老人还挨着住 ， 万一有
一个人生病了 ， 另外一个人也可以
照应，兄弟之间没有隔夜仇 ；我给你
们把堵路的砖扒开吧 ,路通了 ，你们
的心也就通了。 最后，两位老人和好

如初。
六十铺镇夷陵社区村嫂张颖 :提

起村嫂这个名称，我感到的是光荣和
自豪。 村嫂不是官，但责任重大，牵动
着千家万户的喜怒哀乐，关系着父老
乡亲的生产生活。 自我当村嫂以来，
化解了 5 起邻里纠纷， 调解了 6 户婆
媳不和，劝阻了 5 户家庭办事铺张浪
费的行为。 我是一名普通村嫂，我有
一颗火热的心，随时准备去温暖需要
帮助的人。

建颍乡李老家村村嫂宋喜梅 :县
里要求村嫂要在村居社会治理中脚

踏实地 、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 。 怎么
干？ 今年的大年三十，我撇下两个孩
子 ， 仍然坚持入户宣传疫情防控知
识，因为这就是我的责任和使命 ，只
有将疫情防控政策筑牢在群众心

中，才能守护我们共同的安全健康 。
听说村民老李要为孙子办 “剃辫子 ”
仪式，我们村嫂多次登门劝导 ，一次
不行 ，我们就去两次 、三次 。 最后一
次去老李家那天 ，下着雨 ，他看见我
们就说 :“好好好 ，不办了 ，你们天天
来，我再办也讲不过去了。 ”

（本报记者 贾学蕊 整理）

·探访美丽乡村①

用积极作为铲除假证

正值“金三银四”招聘季，春招市场带动了考证热潮，但事实证
明，有的证“一纸千金”，有的证形同废纸。 日前，云南勐腊县委宣传
部通报“事业单位教师招聘现假证疑云”事件调查情况，认定涉事人
持有的“健美指导员专业人才技能证书”不具有真实有效性，取消其
本次应聘资格。

此次事件中，举报人为证明涉事人的证书为假，从网上购买了
与其假证格式和发证单位完全相同的假证。 这一有力证据推动当
地彻查此事，将滥竽充数者拒之门外，维护了竞争公平和就业公平。
这样的结果固然令人欣慰，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考证江湖”种
种乱象。

关于证件造假，媒体近期多有报道：各类“营养师”名目繁多、发
证机构不一，在“零难度、轻松备考、精准押题”的宣传下，学习真知
识、掌握真本领反倒成了最不重要的一环。网络平台上，围绕一级注
册消防工程师所描述的“钱景”令人心动，“收入丰厚，一人养全家”。
业内人士坦言，即使考证是为了挂靠“躺赚”，但在现今国家严厉打
击证书挂靠的情况下， 付出大量精力考的证很可能落得压箱底的
命运。 娱乐市场上，明星光环吸引不少年轻人高价报考经纪人资格
证，以为拿到这个证就能陪伴在明星身边“出谋划策”，实际上这个
证并非从业的硬性要求。

就业压力下，越来越多在校生、职场人将大量时间和精力投入
考证，不少人一不小心就会掉入考证陷阱。考证乱象存在已久，相关
部门近几年也花了大力气整治，其中最有力的举措是陆续取消数百
项职业资格许可。其实，有些工种没必要持证上岗，一个人能否胜任
某项工作，用人单位和服务对象都会对其作出评价，就业市场自会
实现优胜劣汰。 有的职业资格认证严重变味，名不副实，反而限制
了正常的市场竞争。 取消不必要的职业资格许可，是遏制权力寻租
和考证乱象的釜底抽薪之举。

应当承认， 仅仅靠取消部分职业资格许可不足以整治考证乱
象。 不必要的证取消了，但求职者通过考证增加求职筹码的心理没
有改变。 不少求职者对国家政策、行业情况没有太多了解，培训机构
夸大宣传、自设名目、抬高价格、贩卖假证等种种花招，也让求职者
防不胜防，有的人干脆“知假买假”。 前述“事业单位教师招聘现假证
疑云”事件就是一个警示———如果有关部门认假为真，让假证通行
无阻，就是对假证产业链的变相支持。 大数据时代，鉴别一张证件的
真假并非难事，有关部门必须增强主动履职意识，健全招聘审验机
制，提升识假打假能力，用积极作为和有效手段铲除假证。

大学生、职场人考证也要保持理性。 证书在精不在多，那些来
历不明、花钱就能得的证书，非但不能给求职加分，反而会花钱买
闹心。 说到底，过硬的执业能力、高尚的执业操守才是核心的就业
竞争力。

执笔：刘振

今年，中央和省委一号文件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实现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全省各地有哪些新探索？美丽
乡村建设有哪些新成就？ 农村百姓生活有哪些新变化？ 本版今起推出
“一线调研·探访美丽乡村”系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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