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在干净整洁的村间小道，两旁河水清澈，白鹭飞翔。在上海闵行区梅陇镇的永联村，很难

相信几年前这里是一片脏乱差的“城中村”。大力改造生态环境之余，2018年，永联村试点“回租

再出租”模式，开出一家村级养老机构——吴介巷长者照护之家。一时间，获得了多方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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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容村貌升级
垃圾分类率先“撤桶”
旗忠村地处闵行马桥镇的西北

部，毗邻松江区。全村总面积1.76
平方公里，现有12个街坊（小区），
总户数为387户，1600多村民。在
1988年-1994年期间，旗忠村就进
行了自然村到中心村的村庄建设，
但随着时间流逝，当时建设的小区
道路、围墙都破损严重，部分不耐荫
的绿化逐渐枯萎缺失，裸土和路面
硬化现象严重。

2016年开始，旗忠村开始了基
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工作，重点在
河道整治、道路绿化、管道疏通等方
面加大推进力度，成果卓著。

2019年，“撤桶”又成了旗忠村
垃圾分类工作的一大亮点。

垃圾分类工作推广初时，马桥
镇每家每户收到了发放的干湿分类
垃圾桶，村民普遍反映垃圾桶的外
观和家庭以及小区环境格格不入，
分类的积极性也不高，一下子，这成
为旗忠村垃圾分类推进工作的头号
难题。

“不止于此，过程中我们也有其
他顾虑。”旗忠村党总支书记金文华
告诉记者，在创建“全国文明村”和

“美丽乡村”期间，村里早就将卫生
死角全面整改，那么387户的垃圾
集中堆放点要设在哪里，成为了摆
在村两委面前的一道难题。

旗忠村有着成熟的村民自治管
理条例，针对垃圾分类，村里多次召
开党员议事会、村民代表大会听取
民意，确定了“一户一景”的个性化
垃圾分类操作方法。“我们为387户
家庭量身定制了兼顾美观时尚、便
捷分类的个性化垃圾箱，将干、湿两
个垃圾桶隐藏在精心设计制作而成
的防腐木造型箱内。”金文华表示，
造型箱上覆盖了绿植，巧妙的将垃
圾箱和绿化设计相融合，远看犹如
一幅幅景观小品，内部却别有洞天，
这样的“撤桶”方式，获得了村民的
认可。而全村垃圾集中堆放点，也
设在了西北角的园艺公司。

为了引导村民形成垃圾分类的
习惯，2019年1月，旗忠村以奖代
罚，推动考核机制“人性化”。旗忠
村总支委员翁振晃告诉记者，垃圾
分类奖励与新风户奖励捆绑考评，

现在每月完成垃圾分类工作的家
庭，在原新风户奖励基础上增加
1000元/月，每年还将评出垃圾分类

“先进户”30户，额外奖励1000元。

生活富裕了
更多年轻人回到了村里
由于村内有电缆厂、驾校、修车

厂等产业，且80%的员工基本都是本
村村民，今年初的疫情，给旗忠村也
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企业和不少村
民的生活一度按下了暂停键。直到
复工复产，各项工作终于回归正轨。

金文华告诉记者，这些年来，旗
忠村坚持深化乡村产业改革，激发
乡村创新活力，盘活、激活、放活乡
村各类资产资源，目前旗忠村第一
第二第三产业均有涉及，第二产业
主要以传统制造业、电气电缆为主；
第三产业主要以驾驶员培训、汽车
出租、汽车修理、体育赛事、房屋出
租等相关产业为主。

“这一块土地就是当初举办第
一届东亚运动会软式网球比赛的地
方。”金文华指着如今村委会对面
的一片地区介绍道，如今随着一些
体育赛事的举办，旗忠村的名号越

来越响，人们冲着网球场、高尔夫球
场慕名而来，感慨美丽乡村的建设
进程，却不知道多年前，旗忠村就形
成了多产业发展的路子，村民的生
活也随着产业发展越来越富裕。记
者了解到，近3年来村民每年家庭
收益分配分别为4.5万元、5.6万元、
6.5万元，实现了村民共同富裕的愿
望。

“尽管发展稳定，但传统行业依
然会遇到发展的瓶颈，我们一直在
思考集体资产更多元的经营方式。”
去年，金文华和村两委班子经过考
察、评估，决定新投资5亿元购置虹
桥商务区办公用房，不断发展和壮
大村集体经济实力。

“那么大笔钱用在投资商务楼，
会不会亏损？”在村民代表大会上，
部分村民提出了自己的担忧。带着

这些担忧的村民，金文华和村两委
班子再次前往实地查看，并请专业
第三方机构出具相关调查报告。最
终，村民代表大会通过了这项决议。

在产业兴旺方面，旗忠村有自
己的特色，产业丰富，实力雄厚。同
时，记者发现，村里的年轻人也多。
原来，随着产业的逐步建立，旗忠村
也希望给村民提供更多就业岗位，
在村里的工厂和企业之中，本村村
民录取优先，岗位薪资和同行业的
其他公司比起来，也较有优势，因
此，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大学毕业
后进入到了本村企业之中。而得益
于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环境，一些在
市区工作的年轻人也倾向于居住在
本村，每天来回上下班。因而，这个
已经将发展之路走得越发稳健的村
庄，显得格外朝气蓬勃。

旗忠村：村庄美了，产业富了，村民的生活越过越好了

□记者 贺梦娇 摄/记者 夏常青

摆脱“脏乱差”
村民生活焕然一新
永联村是上海闵行城市发展中

一块“夹缝地”，村里有七个村民小
组。曾经，村里违章搭建的“一线
天”“握手楼”“贴面楼”随处可见，各
种生活垃圾和工业废品随处堆放，
河水污浊不堪，走在村里闻到阵阵
恶臭。

“彻底改变城中村面貌，拆、建、
管，一个都不能少。而且从长远来
看，最重要的是管。”永联村党总支书
记吴子明介绍说，“2016年上海开展
大规模‘五违四必’环境整治工作，村
里积极响应，大刀阔斧进行了拆违工
作，同时，通过水系整治、绿化布置、
路网贯通、公建配套、墙面刷新等硬
件设施的建设，永联村把吴介巷改造
为封闭式管理的村民小区。”

紧邻吴介巷的南侧，有一个钢
材堆场也是违章建筑。经过环境综
合整治，拆除堆场，“还地于民”，建
设了一个占地约60亩的永联文化
生态园，集生态景观、休闲健身等功
能于一体，还搭建了“百姓戏台”，成
为村民们休闲娱乐的好场所。

村里的公共设施不够。为了更
好地服务村民，利用拆违腾出的空
间，永联村投入资金，在吴介巷配备
配齐服务设施，为村民们提供城市
化的公共服务。

比如，设立村综合管理服务站，
开设外来人口登记管理、村民房屋
出租登记和公用事业收费等窗口；
设立农村司法调解室，通过说服、疏
导等方法，解决农村民间纠纷；设立
便民服务处，提供小菜场、衣服洗
涤、热水供应等服务，解决服务村民
最后“一公里”难题。

经过一番改造，永联村村容村
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民生活
的幸福指数也越来越高。

探索“回租再出租”
闲置农宅变身养老院
近些年，上海的城区养老服务

供给越发成熟，政府开始把目光望
向农村地区。

永联村是典型的城中村，身处
闵行徐汇两区交界地带，旁边挨着
工业区，全村户籍人口2200人，60
岁以上的老人有630人。和他们一
起住在村里的，还有大量的外来租
客。村民老龄化情况突出。老人的

子女大多不在身边，老人不愿离开
老宅，又担心住养老院贵、有损子女
颜面……近郊农村老人养老面临一
系列问题。

2018年，闵行区梅陇镇永联村
探索农村养老新模式，吴介巷长者
照护之家应运而生，它由永联村统
一设计、运营。三层小楼、28张床
位，加装电梯方便老人上下楼。倚
河而居、背靠公园。对外开放至今，
已全部入住，且入住的都是本村或
本镇的户籍老人。

彼时，永联村刚刚经历了“五违
四必”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村子里各
个角落的违法建筑被一一拆除，也
清理出一些不规范出租的闲置农
宅，使得这个城中村从“乌糟糟”变
身为有水有桥、花红柳绿。

清理出的闲置农宅，成了一笔
可贵的资源。梅陇镇在吴介巷试点
探索民房“回租再出租”模式，由永
联村发起成立物业公司，“一户一方
案”统一回租、统一管理村民空置房
屋，吴介巷长者照护之家所在建筑
正是回租房中的一栋。

永联村完整地保留了老宅的原
有结构，并进行必要的适老化改造，
划分休养区、休闲区、阅览区、就餐

区、健身区五个区域，内部设施全部
按照上海养老机构建筑设计标准配
置，比如房内安装呼叫系统、一键式
电话等等，公共空间布设红外线监
控设备等。

吴介巷长者照护之家收住老人
的标准是“心智健康，可以独立思
考、拥有自理能力、年龄在60周岁
以上”，日常医疗服务由民营的同康
医院托管，医院派驻护理团队，负责
日间照料、日常陪护，一周一次的基
本检查，一年两次的免费体检。老
人如有挂号看病或紧急就医需求，
可以通过绿色通道前往医院——医
院距离养老院仅有两公里左右。如
果需要长期医疗照护，医院也有护
理床位。

长者照护之家建成之初，更多
村民还是抱着观望的态度。80多岁
的唐阿姨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住进长者照护之家，她再也不用自
己动手下厨、收拾碗筷；村里一对80
岁上下的老夫妻一起搬进了长者照
护之家；渐渐的，隔壁村子也有老人
住了进来……住进来的老人大都是
村里人，彼此都认识。他们每天聚
在一起喝茶聊天，子女有空时经常
可以探望，每逢节日可以接老人回
家，家里煲了汤也可以送来，老人晚
年的生活质量得到了保障。

“村里老人退休金较低，所以
我们养老院的收费标准也很低，老
人住进养老院，把家里的房子交给
村里统一出租，他们还有一笔租金
收入。两块叠加，基本不需要子女

‘资助’。”永联村党总支书记吴子明
介绍说，“我们的养老院是共建公
办，收支基本可以持平，我们希望通
过产业带动事业，来促进各项工作
的和谐稳定发展。”

永联村：乌糟糟“城中村”蝶变宜居“美丽乡村”

沿着光华路向西驶入旗忠村，记者第一次到访，就被村内静谧、优雅的气质吸引住了。

只见沿街的一个个村民集中居住区里排列着一栋栋洋气的小别墅，马路两旁耸立着经年的

香樟树，诉说着多年来旗忠村的变化和发展。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市

委统一部署要求，市农业农村委

党组决定在全系统党组织和党

员、干部中广泛深入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

会主义发展史学习教育，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从“四史”中

汲取开拓前进的强大勇气和磅礴力量，交出坚守初心、勇担

使命、乡村振兴的时代答卷，为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实现乡

村振兴各项目标任务双胜利提供强大思想保障。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意思是说：用历史作为镜子，

可以知道朝代兴衰更替的道理。当前，我们党员干部学习

“四史”不仅是非常及时，必要的，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从

今天起，我们将推出“市农业农村委系统‘四史’学习教育

主题微党课——书记讲故事”，由系统各级党组织书记讲述

“四史”故事，通过上海三农、上农 APP 等平台进行传播，让

各级党组织书记成为系统党员、干部读史学史讲史用史的

表率，全面推动“四史”学习教育学起来转起来用起来。

“书记讲故事”微党课按照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

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四个主题，共 40 讲，展示老一辈无产阶

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展示革命先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大家风范，展示杰出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世界。

其中党史篇主题为“延安故事”，我们可以通过毛泽东

如何对待“挨骂”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群众观；通过周恩来的

“三用”大衣，感受到艰苦朴素的作风；通过“党的利益在第

一位”的题词，感受到共产党员的价值追求。从中深刻感悟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无私境界和高尚情怀。

新中国史篇主题为“闪亮的名字”，从焦裕禄、王进喜到

姚明、中国女排，再到袁隆平、钟南山，他们是民族的脊梁、

时代的先锋、祖国的骄傲，真实再现了他们“祖国和人民利

益高于一切”的博大胸襟，读之潸然，催人奋进。

改革开放史篇主题为“难忘的瞬间”，既有“老三届”大学

圆梦、中国“入世”等历史记忆，也有一带一路、乡村振兴等重

大决策，还有十八个手印、十八洞村的精准扶贫、上海农村集

体产权制度改革等上海“三农”发展中的生动故事，生动体

现了改革开放勇立潮头、敢闯敢干的拓荒牛精神。

社会主义发展史篇主题为“探索的步伐”，通过对社会

主义发展历史脉络的追溯和回眸，感受探索征程的艰难和

曲折，唤醒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自信和责任，推进这一人

类美好事业向着既定的光辉目标不断挺进。最后通过讲述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感受社会主义发展

史上中国共产党人又一次伟大的贡献。

“当过去不再照亮未来，人心将在黑暗中徘徊”，葆有足

够的温情与必要的敬畏，是对待历史应有的姿态。学习“四

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

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

修好。而这些故事，是共产党人永葆坚定信念、永葆奋斗精

神、永葆为民情怀、永葆担当本色最生动、最直接的教材，

是我们情感的共鸣，精神的洗礼，一生奋进的财富。

有鉴于此，在此次“四史”学习教育中，我们推出“书

记讲故事”主题微党课，希望系统内各级党组

织、党员、干部能够积极参与、认真学习，通

过讲好、看好、学好、用好这些鲜活的“四

史 ”故 事 ，以 真 理 的 力 量 打 动 人 、 感 化

人 ， 了 解 一 代 又 一 代 共 产 党 人 身 上 的

“遗传密码”；通过组织引导党员、干部

学好“四史”，了解我们党的光荣传

统、宝贵经验和伟大成就。通过深入

学习和不断领悟“四史”，弄清楚我

们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任何时候都

不能忘记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

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

力把农业农村委系统广大党员干部打

造成山一样的崇高信仰、海一样的为

民情怀、铁一样的责任担当、火一样的奋

斗激情，做到信仰如山、信念如铁、信心如磐，

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奋力创造新时代上海发展新奇迹、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各项工作中勇担当、走在前、做

表率。

【开栏词】

学好“四史”，为夺取疫情防控和乡村振兴
目标任务双胜利提供强大思想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