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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致知 成风化人

◆本报见习记者肖琪

李谟兴站在粘禾村的垃圾分类知识文
化长廊，面对一眼望去整洁如新的村庄，作
为三尖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负责人，他
十分欣慰。乡村的环境越来越好，所有人的
努力终有了回报。

近年来，湖南省娄底市开展农村生活垃
圾分类、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乡村美景重现。

“三次多分法”推动回收处理
体系建设

在粘禾村的进村公路两侧，贴着许多宣
传标语，有一句显得十分特殊：“看见您乱
扔，我心都碎了。”村民对这句话的感受经历
了很大的变化。

“以前，农户经常把垃圾扔到山林中、河
道旁，甚至是公路边，一到夏天，到处臭气熏
天。”李谟兴说起往年的场景连连摇头，“稍
勤快些的村民会对垃圾进行集中焚烧，可那
个气味刺鼻难闻。不仅污染空气，还对村民
身体健康不利。”

虽然，“脏、乱、差”的村庄谁都不想要，
可村民的环境意识长期以来都在“沉睡”。
村里为如何科学有效地处理垃圾而犯愁，改
善人居环境也变成了难题。

经过不断尝试，解题的重点放在了建立
垃圾分类体系上。第一步就是教会农户如
何分。农户按简单易懂的标准对可沤肥和
不可沤肥垃圾进行初分，不可沤肥垃圾又具
体细分为低值可回收物、高值可回收物、有
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厨余垃圾、杂草、动物
粪便等经过沤肥变成肥料，既节省了处理成
本，也符合农村特点。

娄底市供销社理事会副主任阳文胜介
绍，去年 3 月，市政府主导开展全市农村生

活垃圾分类工作。村级的垃圾分拣中心、县
级集散中心建了起来，相应的配套设施完善
起来，各类垃圾都有了去处。

农户在家初分、保洁员在村级分拣中心
细分、回收服务企业在县级集散中心精分，

“三次多分法”极大提高了准确性。阳文胜
感触很深：“城乡生活垃圾分类回收处理体
系一体化建设，正在逐步实现。”

以往没人管的农药包装废弃物、油漆桶
和过期药品等有害垃圾，如今被交给专业的
企业进行无害化处理。而回收价值低的废
旧纺织物、废农膜、废橡胶等则由政府给予
补贴，让专业企业进行资源化利用。

如今，娄底市供销合作社社有企业已在
全市 5 个县市区建成 4 个县级集散中心，全
市还建成 1220 个村级分拣中心。

垃圾分类基础设施的建成，让回收效果
更有保障。截至今年 5 月底，低值可回收垃
圾分出量超 1200 吨，有害垃圾近 16吨。

还利于民实现长效，美丽乡
村人人出力

垃圾分类体系建立后，如何让其运转起
来？村里通过推进可回收垃圾的再生资源
利用，使村民从中获利来激发积极性。

娄底市通过政策和财政支持，推进农村
垃圾分类回 收 的 市 场 化 运 作。阳文胜介
绍，“这个办法最具有特色的地方是还利于
民，让农民成为垃圾分类回收的主体和第一
道程序。”

于是，村里很多人有了一个新身份——
保洁员。每天早上 7 点，粘禾村的垃圾分类
处理员刘丙娥就穿上自己的工作服，推着小
板车出门。她来到自己包干的区域，挨家挨
户上门收集生活垃圾。“现在各家都会进行
简单的分类，有分得不对的，我也会及时纠

正。工作做好了，拿这份工资我也安心。”
以往乡村废品收购对塑料瓶、废纸箱情

有独钟，而废玻璃、旧衣服和废橡胶等却无
人问津。阳文胜认为，改变这种局面，还需
转变对待“垃圾”的观念，让从前扔掉的东西
都能换钱，农户获得更多实在的好处后，自
然不会乱扔。

为此，娄底供销社社有企业和国资委国
有企业共同参与建立回收处理体系，确保低
值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及大件垃圾做到应
收尽收，让财政补贴资金发挥应有的作用。
垃圾分类工作在当地得到长效推进，实现城
乡垃圾分类一体化也更有助力。

在三尖镇，粘禾、木山、光明等村村民都
感受到推进垃圾分类处理带来的实惠。村
民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了起来，人人出力建
设美丽乡村的氛围浓厚了，更多变化悄然发
生。三尖镇内陈年成堆的垃圾也不复存在，
人居环境的美化让人眼前一亮。

不仅如此，村民还实现增收。去年，木
山村的保洁员陈冬莲就通过售卖可回收垃
圾，额外获得四五千元的收入。

爱护家园保护环境的行为得到实实在
在的“奖励”，大家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倍增。

整洁如新的村庄，还给绿色发展注入了新
动力，宜居宜游的三尖镇画面变得越来越真实。

据了解，三尖镇粘禾村境内有省级风景
名胜茶花溪景区和郭家界药林公园景区。
连绵的山脉和交错的河流、是这里独特的自
然禀赋。村内建有大棚有机蔬菜基地、果木基
地，种植黄桃、无花果和红心猕猴桃等多种优
质水果。近年来，这里探索出农田艺术生态
园、健康养身园、特色休闲民宿等产业形式。

李谟兴对未来信心十足：“我们正在努
力构建一个规划引领布局美、融合发展产业
美、村容整洁环境美、宜村宜游生活美、健康
文明风尚美的乡村新格局。”

据新华社电 石山披“绿装”，荒山
变青山，一抹抹绿色成了广西石漠化山
区最靓丽的色彩。作为我国石漠化最
严重省区之一，广西统筹推进脱贫攻坚
与生态保护，发展优势生态产业，特色
产业扶贫覆盖率达 96.94%，绿色发展之
路越走越宽。

生态优先，发展特色产业

初夏时节，记者在河池市罗城仫佬
族自治县四把镇新安村看到，毛葡萄新
抽出的枝条爬满架杆，原本裸露的石山
被翠绿的枝叶覆盖，细小的果实密密地
长了出来。

地处滇桂黔石漠化片区的罗城县，
石山占全县土地面积的 27.6%，是广西
未摘帽的 8 个贫困县之一。贫瘠的石山
缺水缺土，毛葡萄因根系发达，可防止
水土流失，是治理和预防石漠化的理想
生态经济植物。目前，毛葡萄产业成为
当地主要扶贫产业之一，种植面积 8 万

多亩，3800 多户贫困户参与这个项目。
罗城县水果生产技术指导站站长

姚宁说，2019 年全县毛葡萄产量 1.54 万
吨，初步形成种植、销售、加工产业链，
带动酿酒、饮料等产业发展。

石漠化被称为“地球癌症”。作为
全国脱贫攻坚“主战场”之一的广西，近
一半贫困人口居住在大石山区、石漠化
地区，基本是难啃的“硬骨头”。要改变
千百年来的贫困状况，必须一手抓石漠
化治理，一手抓脱贫攻坚，在两个“战
场”打硬仗。

也在石漠化片区的东兰县武篆镇
上圩村，过去，这里的群众为了“糊口”
在山上开荒种玉米，更加重了水土流
失，陷入越种越穷“怪圈”。“退耕还林后
种油茶，荒山逐渐变绿，原本夹杂着黄泥的
溪水也开始变清了。”贫困户罗智在村里
引导下种了 9 亩油茶，现在每亩油茶年
产值 1500 元左右，他家已经脱贫。

东兰县林业局副局长石华说，全县
已形成油茶、板栗、核桃三大经济林产
业，2019 年林业产业总产值 18.14 亿元，
6.6万余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获益。

在石漠化治理过程中，广西还探索
出“竹子+任豆”“任豆+金银花”等 10 多
种混交造林模式，建设了 100 多个石漠
化综合治理示范点，自治区 54 个贫困县
中绝大部分发展种桑养蚕，带动农民脱
贫致富。

因地制宜，发展生态产业

在南宁市马山县古零镇弄拉屯，曾

经“靠山吃山”的村民痛定思痛，放下斧
头、砍刀，封山育林、植树造林，使弄拉
变成“生态绿洲”。

有了“资源”，瞅准“商机”，弄拉屯
做起了生态旅游、体育休闲的“生意”，

“2019 年弄拉屯人均年收入达 2.4 万多
元，是 2008 年的约 8 倍。”弄拉旅游专业
合作社理事长李荣光说。

都安瑶族自治县素有“石山王国”
之称。这个县的东庙乡群众改变传统
的养殖方式，利用荒山坡地和石山下的
水泡地种植牧草，发展肉牛养殖，打造
生态循环农业，目前全乡肉牛存栏量近
4400 头。

河池市副市长、都安县委书记陈继
勇说，通过创新实施“贷牛还牛、贷羊还
羊”和粮改饲等项目，3 年来，全县肉牛
从 9.27 万头发展到近 16 万头，带动贫困
户 3.08万户 11.86万人增收。

如今，广西石漠化山区林下经济、
长寿养生、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等发展
势头正劲。“精准发展特色生态产业，掀
起了一场产业革命和绿色革命。”自治
区扶贫办党组成员邓妙宏说。

护绿增绿，筑牢脱贫靠山

在马山县林圩镇伏兴村，刚刚脱贫
的村民卢志新今年 1 月被聘为生态护林
员，守护村里 1500 亩林地，年收入 7980
元。驻村第一书记周福波说：“全村有 6
名生态护林员，9000 多亩林地得到有效
管护。”

截至 2019 年底，广西选聘续聘生态

护林员 5.8 万人，森林资源管护总面积
7600 多万亩，基本实现“聘用一人护林、
带动一户脱贫”。河池市林业局局长韦
幸力说：“选聘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担任
生态护林员，已带动和巩固 6.9 万人脱
贫，全市森林覆盖率增至 71.02%。”

行走在广西大石山区，裸露的石山
已较少见。自治区林业局副局长陆志
星说，广西着力实施生态补偿脱贫，推
进新一轮退耕还林、珠江流域防护林体
系建设等重点生态工程，监测结果显
示，岩溶地区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石漠
化扩展趋势整体得到遏制，石漠化土地
面积年均缩减率约 4%。

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介绍，广西聚焦
大石山区、深度贫困地区，加快发展县
级“5+2”、村级“3+1”扶贫产业。2016
至 2019 年已脱贫的 109.5 万户 444.73 万
人中，通过产业帮扶措施实现脱贫增收
的超过 80%。

如今的八桂大地，脱贫攻坚稳步推
进，生态环境持续向好。2019 年广西森
林覆盖率 62.45%，植被生态质量和改善
程度位居全国前列。今年 1 月~4 月，广
西 52 个地表水国家考核断面中，51 个
断面水质达到或优于Ⅲ类，水质优良比
例为 98.1%。

王念 何伟黄浩铭

广西生态扶广西生态扶贫贫新观察新观察::

绿色正在绿色正在““唤醒唤醒””石石漠山区漠山区
■ 最美的征程

顶着烈日，踩着泥泞
跋山涉水不管风雨阴晴
沾满了黄沙和灰尘
脚步越发坚定

心细如发，目光如炬
身经百战练就火眼金睛
亮出了智慧和勇敢
污染无处遁形

一声道别开始了星夜兼程
一声号令不再问南北西东

当夜深人静依然灯火通明
那是岁月燃烧照亮了英雄

这是敬爱的环保人
踏上了最美的征程
若问为什么这样拼
为了抬头仰望漫天繁星

这是无悔的环保人
习惯了逆风的前行
若问为什么这样拼
为了碧水蓝天纯真笑容

潍坊市生态环境局 吴占宁

“生态环保铁军之歌”应征作品展播（三十五）

■ 生态环保铁军之歌

黄河长江，万里波澜。
三山五岳，锦绣万千。
祖国山水美如画，
要为子孙后代绵延。
生态环保铁军，
保护环境促发展。

不忘初心，使命在肩。
不惧风雨，挥洒血汗。
重任如泰山，斗志冲霄汉。
我们是人民的铁军，
人民群众在心间，

一腔热血，勇往直前。
两袖清风，任劳任怨。
为民又务实，清廉到永远。
我们是人民的铁军，
人民利益大于天。

向污染宣战，
对不法亮剑。
铮铮铁骨，

斗志冲霄汉。

为人民而战，
谋群众所盼。
拳拳赤心，
豪情盖云天。

政治强、本领显。
作风硬、勇挑担。
吃苦战斗能奉献，
千难万险若等闲。

为祖国、为人民，
愿为环境洒血汗。
为子孙、为后代，
誓留绿水与青山。

为祖国、为人民。
愿为环境洒血汗。
为子孙、为后代，
誓留绿水与青山。

生态环境部西北督察局 党岳江

■ 世界美丽我美丽

走过风风雨雨，
看惯潮来潮去，
常常扪心自问，
世界是否依然美丽？
为了水更清，
为了山更绿，
千斤重担我们奋勇担起。
多少个日日夜夜，
多少次警戒出击，
啊，生态环保铁军，
世界美丽我美丽。

走过春夏秋冬，
走进人生四季，
心中常常感叹，
世界原来如此美丽。
为幸福家园，
为百姓福祉，
千斤重担我们奋勇担起。
忘不了携手并肩，
忘不了期望鼓励，
啊，生态环保铁军，
世界美丽我美丽。

山东省济宁市市委政研室 刘刚

明城墙下的月牙湖
◆贺震

南京城里的月牙湖，就在我
家居住的小区旁，是我熟悉几十
年的老邻居。

沿中山东路向东，从明城墙
下穿过，出中山门，右望盈盈一泓
碧波，就是月牙湖了。

月牙湖的前世今生

月牙湖位于古城南京东部，
西临明城墙，北望紫金山，因湖面
形如弯月，状如海湾，得名月牙
湖。在大明的洪武、建文、永乐三
朝，与之一墙之隔的西侧便是紫
禁城大内皇宫。

当年朱元璋在南京定都修建
城墙时，沿城墙外围一周开挖了
长达数十公里的护城河。如今的
月牙湖就是护城河的一段。

上世纪 70 年代，美丽的月牙
湖发生了变化。城墙与这段护城
河之间的狭长地带杂乱地挤满了
回城知青栖身的棚屋，垃圾遍地，
污水横流，月牙湖俨然成了纳污
池。湖边蚊蝇肆意飞舞，环境颇
为不堪，仿佛钟山风景区脸上的
一片污垢。

后来，南京市政府拆除棚户，
进行环境治理，这段护城河渐露
天生丽质。上世纪 90 年代，市政
府对周边环境进行整治，将这段
护城河及周边规划建设成了市民
休憩的场所，向市民开放，并命名
为“月牙湖公园”。

湖光、山色、古城垣，绿地、曲
桥、环湖道，月牙湖公园成为钟山
风景区一颗靓丽的明珠，吸引着
市民前往休闲。

水环境治理与生态
修复

然而，不知何时起，死鱼开始
浮现在湖面，渐渐地，水质每况愈
下，局部开始发黑发臭，周围居民
啧有烦言，市民也不再前往游玩。

原来，当年环境整治时，没有
对湖周边的排污口进行彻底清理
封堵。年复一年，周边居民区的
生活污水源源不断地排向湖体，
终至超过了湖水的自净能力。月
牙 湖“ 病 ”了 ，而 且 病 情 越 来 越
严重。

随着污染防治攻坚战和城市

黑臭水体治理战役的打响，月牙
湖水环境治理与修复工作，被提
上了议事日程。2016 年，月牙湖
被列入南京市首批黑臭水体整治
名单。是年年底，秦淮区政府投
入 1.75 亿元，启动月牙湖环境综
合整治。

截污是这场环境整治工程的
重中之重。2016 年上半年，秦淮
区政府对月牙湖片区的 80 个居
民小区全部实施雨污分流。同
时，对月牙湖进行彻底“体检”。
月牙湖水抽干后，一根根“潜伏”
的排水管现了原形。工作人员对
沿湖 46 个排口统一编号、逐一排
查，对 26 处排污口全部进行控源
截污，确保一滴污水不下月牙湖。

为减轻淤泥中营养物质释放
对月牙湖水体的影响，工程从湖
底清挖 46 万立方米淤泥，相当于
3万辆渣土车的总运载量。

该如何处理这些淤泥和废弃
的排水管？如果清运出城，需投
入大量运输资金不说，运输途中
难免污染空气和道路，还要耗用
土地填埋。

考虑到月牙湖岸边灌木丛里
有很多鸟类栖息，湖区整治后来
湖边散步、健身的市民增加，将对
鸟类栖息产生不利影响，施工方
决定废物利用，为鸟类在湖中建
设一个不受干扰的“家”。废排水
管和淤泥，被用于打造一处 200
多平方米的湖心岛。岛上种植水
杉、柳树等亲水树木，四围遍种黄
花鸢尾、千屈菜等挺水植物。湖
心岛建成后，白鹭、黑水鸡、夜鹭
等水鸟很快成为岛上的常住“居
民”，并形成一个微型的和谐“生
态圈”。

湖 心 岛 不 仅 有 助 于 生 态 恢
复，还为月牙湖新添一处水上景
观，不愧为月牙湖环境整治的神
来之笔。

清淤完成后，如何进行生态
修复？月牙湖上游来水量小，而
自身湖体容量大，水动力较弱，换
水周期较长，水体相对稳定，适合
采用种植沉水植物进行生态修
复，建立“浮游生物—水下森林

（沉水植物）—水生动物—微生物
群落”的共生生态。

目前，月牙湖湖底苦草和红
线草组成的水下森林，已经形成
较强的自净能力，实现水体的内
源污染生态自净。

南京市生态环境部门监测显
示，目前，月牙湖水质已稳定在Ⅳ
类 景 观 水 标 准 ，部 分 指 标 达 到
Ⅲ类。

健康湖泊重现魅力

“ 告 别 黑 臭 ”并 不 是 终 极 目
标，水下有森林、水里有鱼虾、水
面有水鸟，才是健康的湖泊。

去年 5 月，4 只黑天鹅“游到”
了月牙湖，并很快适应了这里的
生境。白天，它们在湖面觅食嬉
戏；夜晚，它们回到湖心岛休憩。
附近的居民亲切地称它们是“月
牙湖之星”。

天鹅对生活的水环境水质要
求极高。黑天鹅的安心“居住”，
标志着月牙湖治水的成功。

为了巩固治水成效，秦淮区
实施“智慧水务”工程，在月牙湖
设置了水质自动监测点，实时监
测水质、水温等各项指标传输至
后台。

如今，月牙湖被江苏省生态
环境厅列为首批“自然学校”之
一，并被选为国家自然学校能力
建设试点项目。2019 年 9 月，附
近的南京中山小学成立月牙湖自
然观察社团，每两周到月牙湖进
行鸟类、植物观察。

如今，水清岸绿、鱼翔浅底的
月牙湖，像一颗绿宝石，镶嵌在明
城墙旁，重新成为市民宜居宜游
之地和古城靓丽的生态名片。

近水楼台先得月。气候适宜
的季节，我习惯于每天晚饭后，与
家人一起看望我美丽的邻居——
月牙湖。或在湖边漫步，呼吸新
鲜空气；或登上古城墙，与端坐在
湖水四周高高立柱顶端的青龙、
朱雀、玄武、白虎四方神一起俯瞰
湖面，看水鸟飞舞，看水中倒映的
万家灯火，品味人与自然的和谐
美好。

月牙湖，我美丽的邻居，愿你
永远美丽。

娄底市三尖镇将以规划为引领建设“五美”乡村

垃圾有了去处，生活有了盼头

游客在娄底市新化县油溪桥村油溪河体验漂流游客在娄底市新化县油溪桥村油溪河体验漂流。。阳文胜供图阳文胜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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