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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秋日的鄂东武穴市农村。条条村道干
净，家家门前整洁，放眼望去，看不到刺眼的垃圾，
闻不到刺鼻的气味。以前人们掩鼻而过的“垃圾
场”，现在成了大妈大嫂跳舞的“广场”。

当地干部和村民说，几年前这里的不少村庄
还是另一番景象：路边、塘边、田边和房前屋后，经
常“自然形成”一堆堆垃圾，蚊蝇滋生，老鼠猖獗，
充斥着塑料袋、易拉罐、玻璃瓶、餐厨废弃物、破衣
乱裳……一些用过的药瓶、一次性注射器、输液胶
管都随意丢弃，有的小孩甚至拾来洗洗就装水和
食物，甚至把注射器等当玩具。

武穴农村的垃圾到哪儿去了？记者来到这个
长江边的小城，走村访镇，从武穴乡村环境之变，
深感破解垃圾“围城围村”的关键，是加强党的执
政能力，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群体性事件倒逼城乡垃圾统筹处置

武穴市扼吴头楚尾，素有“入楚第一港”之称。
8 年前，这里发生过一次群体性事件。因为

“垃圾往哪儿去”的问题，一位副市长被泼粪水，时
任公安局长被打。

“这给武穴上了深刻的一课！”介绍当时的情
景，尽管那时还没来武穴工作，武穴市委书记郝胜
勇仍然感慨颇深。

当时用了几十年的武穴市马口垃圾填埋场已
不堪重负，为解燃眉之急，市里决定在 20 多公里
外的四望镇新辟一个垃圾场。

不料，附近村民坚决不干。村民说，农村已经
够脏了，还把城里垃圾往这里倒？村民死死堵住建
设工地现场，不让挖掘机挖出一个小坑，不让垃圾
车运来一片纸屑。

对于生活垃圾的处理方法主要是填埋、堆肥
及焚烧三种。过去不少地方图方便省事，往往就近
选低洼地进行填埋处理，当年的武穴也不例外。

生活垃圾是农村垃圾的主体，包括菜头菜脚、
煤渣、废塑料、废纸、废玻璃、废金属、废电池等废

弃日用品。同时，还有秸秆、杂草、落叶、废弃薄膜、
人畜粪尿等。此外，农村小型加工厂产生的固体废
弃物也日渐增多。
根据武穴市环卫部门统计，全市共辖有 290个

行政村、51个社区、2977个自然塆，农村人口近 60
万人。全市每天产生垃圾 375 吨，农村地区占 250
吨；年垃圾总量 13 .7万吨，农村占了近 10万吨。

面对垃圾围城和垃圾围村的双重压力，“无处
安放”的垃圾怎么办？

“不仅城里垃圾不能下乡，农村在一定程度上
已经成为垃圾治理的主战场。”郝胜勇认为，“必须
将城乡垃圾处理统筹考虑，一并解决。”

从“乱丢乱抛”到“分类打包”

在武穴市石佛寺镇陈德荣村，记者看到，一幢
幢设计新颖、宽敞明亮的楼房，绿树掩映，塘堰沟
渠干干净净，通组水泥公路两侧，每隔 10 来米就
有一个 1 米多高的垃圾桶。

石佛寺是武穴市农村垃圾治理工作试点镇。
开始试点后，陈德荣村在每个村民小组选聘一名
保洁员，负责公共场所环境卫生，并督促村民垃圾
分类、定点投放。

按照每 10 户农户配备一个大型垃圾桶的标
准，村里共放置了 16个垃圾桶，每个垃圾桶的容
量为 240 升，同时，每户村民家门口都配备 3个不
同颜色的垃圾桶，上面分别写着“可烂垃圾”“不可
烂垃圾”和“可卖垃圾”。

“过去大包小包，出门乱丢乱抛；现在大包小
包，垃圾分类打包。”陈德荣村党支部书记陈连友
告诉记者。如今，村民每天将不同类别的生活垃圾
扔进不同的桶里，然后由保洁员分类打包，集中到
村口装车，按类别定“去向”。

为改变村民不分青红皂白乱抛垃圾的习惯，

村干部和保洁员挨家挨户“磨嘴皮”，动之以情，晓
之以理。他们随时翻开垃圾桶检查，抓住机会进行
“现场教学”。

对于“可烂垃圾”，陈德荣村的做法是腐熟还
田。“按照农村传统做法，在庄稼或树木旁边，挖个

小坑，将垃圾掩埋进去，发酵成有机肥料。”陈连
友指着陈德荣村周边一处“可烂垃圾自然降解
区”说，像这样的可烂垃圾填埋场，每个村周边
都有配建，既消除了垃圾，又节省了化肥，垃圾
治理与发展生态农业一举两得。可烂垃圾处理
后，垃圾总量减少一半。

对于“不可烂垃圾”，镇政府组织垃圾转运
车，到各个村组巡回收集，统一运到乡镇垃圾中
转站。

记者来到相邻的大法寺镇，看到垃圾中转
站上一片繁忙。一辆垃圾转运车正在卸垃圾。过
磅单显示，这车垃圾重量 1 . 55 吨。在它的后
面，还有几辆车正在等待“卸货”。中转站墙上的
卫生片区示意图显示，大法寺镇 37个村，划分
为 6个片区，每辆车负责一个片区的垃圾收集、
转运。

像大法寺这样的垃圾中转站全市共有 11
个。2012 年 11 月，武穴市委、市政府印发《武穴
市城乡生活垃圾一体化处理专项改革试验总体
方案》，一个月后，市政府和各乡镇共同投资
1733 万元，乡镇垃圾中转站相继建成投入使用。

武穴市将市容卫生管理处重组为城乡环境
卫生管理局，成为湖北省唯一一个既管城市又
管农村的环卫局。

“全国大多数地方的环卫部门只管城市不
管农村。设立这个部门，有利于协调 6个方面的
力量，统筹农村垃圾处理。”武穴市城乡环卫局
局长陶勇胜告诉记者，这 6个方面是：农户、保
洁员、村民小组、村两委、乡镇、市政府，各担其
责、各司其职又协同共治。

由此，武穴形成了垃圾处理“流水线作业”：
农户负责做好家中垃圾分类，房前屋后清

扫，并把垃圾送到垃圾桶；
保洁员负责农村公共区域清扫和垃圾分类

收集，垃圾容器清洗和保管；
村民小组负责保洁员和农户的监管教育；
各村两委负责对保洁员、塆组农户考核奖

惩；
各乡镇负责全域垃圾清运至垃圾中转站处

理，对村级的考核奖补；
市里负责将各中转站垃圾统一转至垃圾处

理厂处理，并对镇村进行考核奖补。
历经 4 年探索，武穴逐渐形成了这个“户分

类，组保洁，村收集，镇中转，市处理”的农村垃
圾处理模式。

特殊水泥窑将垃圾“吃干榨净”

“不可烂”垃圾统一收集后，最终往哪里去？
武穴的回答是：水泥窑。

在华新水泥武穴公司垃圾预处理工厂，记
者看到，一辆辆乡镇垃圾运输车向收集池有序
倾倒，机械垃圾抓手一趟趟来回忙碌，焚烧炉内
烈焰熊熊。记者在现场看到，处理过程无废液、
无废气、无废渣，也闻不到气味。

“平均每天要吃掉 500 多吨垃圾，相当于节
省了 60 吨标煤。”华新环境工程武穴有限公司
行政经理杜越飞自豪地说，“更难得的是不占
地、不产生二次污染，水泥窑内烟气和物料温度
最高分别达 1750℃和 1450℃，二噁英排放远低
于苛刻的欧盟标准。”

2011 年，武穴市与华新水泥公司合作，投
资 8000 万元，建成了这个国内首家水泥窑协同
处理生活垃圾系统。2012 年 5 月，总设计日处
置能力 350 吨的生活垃圾预处理工厂正式投入
运营。

武穴各垃圾中转站送来的垃圾，到达预处
理厂后，通过破碎、干化、机械分拣等一系列步
骤，将生活垃圾分为金属部分、无机部分、可燃
部分和渗滤液部分。金属用来回收，可燃部分
(塑料、布、纸、秸秆等)作为水泥生产的替代燃
料，进入水泥回转窑高温焚烧，无机部分(土和
灰渣等)和生料一起入窑焚烧，成为水泥原料。

“这是利用新型干法窑全过程将垃圾变填埋
为焚烧方式的循环经济项目。”杜越飞介绍，与垃
圾焚烧炉等项目相比，水泥窑在进行协同处置
废物的时候，温度更高、高温时间更长，高浓度
的气固二相悬浮系统可以有效避免和抑制二噁

英和呋喃的产生，几乎零污染。此项技术成果，还
荣获 2016 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随着垃圾工厂处理能力的不断提升，武穴周
边县市也开始向这里输送垃圾。每天仅武穴市就
送来 250 多吨垃圾，再加上周边县市送来的垃
圾，工厂的处理始终处于饱和状态，每天都在 500
吨左右。过年过节时甚至达到 600 吨。

同时，华新公司按照每吨 60元的标准，向武穴
市收取“垃圾处置费”。仅此一项，武穴市每年要支
出 600 万元。此外，从垃圾中转站到华新处理厂运
费一年花费近 200万元，还有村庄保洁以奖代补资
金平均每个村 2万元共 650万元。

“加上城区垃圾处理费用，仅仅为了处理垃
圾，全市财政每年就拿出 2000 多万元。”郝胜勇
说，这在武穴这个中部县市已是很大的财政支出
了。

不仅如此，记者在采访时，恰逢武穴市对原
马口垃圾场进行修复处理，总评估预算达 2000
万元。

不过，武穴觉得这笔投入很划算。垃圾处理
为武穴培育了一个新兴产业和纳税大户，而且这
笔开销相对于传统方式处理垃圾的费用大大节
省。

“虽然前期投入很大，但是算长远账，算社会
效益账，算环保账，可以实现农村垃圾治理工作
提档升级，提升人民生活的幸福指数。”郝胜勇表
示，武穴将继续推进探索，逐步建立农村垃圾治
理的长效机制。

支部强了，“垃圾难题”好解了

“自然就是景点、村庄就是景区、庄稼就是景
色。”今年，武穴在梅川镇绿林村等村庄开展省级
美丽乡村建设试点工作。

绿林村建设美丽乡村，先抓垃圾治理。每个
村干部负责一个村民小组，定期开村民会，耐心
讲解垃圾处理方法。村里还成立了工作专班，村
支书任总指挥，副书记担任组长，5 名村干部各自
包干 3 到 4个小组，各司其职，责任到人，定期对
各小组开展检查。

“党领导一切不是一句空话。农村垃圾分类、
收集，都要靠基层党组织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如
果党组织软弱，根本组织不起来、坚持不下去。”郝
胜勇深有体会地说。

武穴的实践证明，村支部越强，垃圾处理就
越彻底。比如绿林村就迅速改变了过去垃圾遍地
的面貌。村民陈劲松说：“我们村两委班子很强啊！
党员干部带头将垃圾分类入桶，并督促群众，我
们跟着学样，现在有了垃圾先分类，‘颗粒入桶’，
习惯啦！”

党组织带领村民治理垃圾建设美丽乡村，曾
经脏乱差的农村逐渐恢复了生气，外出务工村民
每次回家都惊叹村庄发生的变化。

绿林村 80 岁的老太太武月容对记者说，过
去的村庄是“风起垃圾飞，雨天污水流”，现在垃圾
污水有了处理，空气和水比以前干净多了，农民
的日子不比城里人差！

郝胜勇表示：“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我们在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将着力加强党组织建设，
走‘党建+美丽乡村’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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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垃圾歼灭战”，很大程度上是与一些村
民的生活习惯和观念之战，虽无硝烟，却照样激
烈。在湖北武穴市农村的这场“战斗”中，冲在最前
面的是那些村支书们。

户评公示栏前的“风波”

一天中午，铸钱炉村村支书王映良正在家里
吃午饭，忽听村里闹哄哄的，赶紧出门看个究竟。

循声而去，来到后湖塆一处环境卫生户评公
示栏前，只见一老太太用农具砸碎了公示栏的玻
璃橱窗，并使劲撕拽喷绘纸。旁边几位村民不停地
劝阻，老太太却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王映良赶紧上前阻止。谁知，老太太从人群中
冲出来，指着支书的鼻子质问：“你说我家差我家
就差啊？”“我家卫生这么差，那我 6个孩子都是怎
么养大的？难道是你替我养大的？”

一连串气势汹汹的发问，王映良一时没回过
神来。

原来，铸钱炉村对垃圾治理实行常态化管理，
由村干部、组长、老干部组成户评考核专班，每月
开展检查评比，将家庭卫生情况分为“优”“良”
“差”三个等级，并将评比结果在村塆进行公示，对
多次获“优”的农户给予物质奖励，激励落后农户
进行整改。

在刚刚结束的一轮户评上，老太太家被评为
“差”，她觉得脸上无光，泄愤上演了刚才的一幕。

铸钱炉村是武穴市长江边的一个小村，相传
明代荆王曾在此设炉铸造铜币而得名。长江到了
这里江面收窄，按照民间说法，船桨只需划十八次
就能渡江到对岸。因此，当地人又将铸钱炉村别称
为“十八桨”。得益于便利的交通和丰富的矿产资
源，铸钱炉村很早就迈入富裕村行列，不少农民住
着小洋楼，开着小轿车。

然而，生活富裕了，荷包鼓起了，“垃圾围村”
却成了新烦恼。门前屋后、路边林里，一度到处垃
圾成堆，村民形容“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

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可没那么容易。当了 10
多年村支书的王映良感慨地说，如今，垃圾治理成
了村支部工作的重点和难点，“比当年抓计划生育
还难”。但再难，这项工作也必须抓到底，毕竟，绝
大多数村民希望自己的村庄村容整洁，而不是垃
圾遍地。不过，这次“风波”让王映良意识到要讲点
“策略”。此后，户评考核继续进行，只是公布结果
时“差”变成了“一般”。

不管怎样，这次“风波”毕竟让更多村民意识
到：村里治理垃圾是“来真的”，村支部是要管到底
的，而且，垃圾少了环境好了，受益的最终是全村
人。渐渐地，村支部的工作得到的支持越来越多，
村规民约也越来越有约束力了。

正在自家门口清理杂草的铸钱炉村 5 组村民
王桂荣告诉记者：“村里每月开展清洁户评比，还
把评比结果贴出来，大家都看得到，而且还在村广
播里指名道姓批评。搞不好卫生，全村人都知道，

脸上挂不住。每天早上出门干活前，我都会把房前
屋内先打扫一遍。”

“现在‘差’的农户真没了！”正在村塆打扫卫
生的保洁员冯春兰说，“大家的环境卫生意识都
上来了，得‘一般’的农户都越来越少了。”

“女汉子”支书的柔情

位于武穴市北部、背靠横岗山脉的绿林村，
村如其名，重峦叠嶂，宛如龙卧其巅，山水资源
丰富，空气清新优良，几家矿泉水公司在此建厂
取水。

10 月 11 日上午，记者走进绿林村，一条条
宽敞的通塆道路干净整洁，一栋栋别致的农家
院落掩映在葱郁的树木间，鲜艳欲滴的鸡冠花
开得热热闹闹，桔子乐咧了嘴，柿子笑弯了腰，
垃圾没了踪影。

在村口，一名 50 多岁、身材高大的中年妇
女，迎上来与记者握手。人们介绍说，这就是绿
林村党支部书记刘锦平。

村里人都喊她“十妹”。刘锦平在家里排行老
十，从小受过不少苦，练就她“女汉子”的干练性格。

坐拥优质的山水资源，更不能坐视美丽乡
村被垃圾吞噬。刘锦平主持村民制定《村规民
约》：“村民要热爱环境，讲究卫生，发现随手乱
扔垃圾者，一次罚款 30 元。”

同时，绿林村还将“村民每人每月交 1 元钱
卫生费”写进《村规民约》。“垃圾有人管了，村子
干净了，大家都乐意掏这个钱。”不过，村民们
说，3 年过去了，绿林村并没有收过一分钱。

绿林村还成立垃圾治理工作专班，在全村

配备了 126个垃圾桶，聘请各村民小组组长担
任保洁员，带头扛起村庄保洁的重任。

正是由于这份“男人般”的干劲，刘锦平带
领的绿林村成为武穴市“美丽乡村”。

然而，绿林村也因环境卫生问题被全市点
名。“去年我村因吴塆小组的水库边一堆垃圾未
清理而在全市大会上受批评。”对要强的刘锦平
来说，被点名激发了她不服输的韧劲：“垃圾治理
没有巧，只要天天抓，我就不信有什么做不好的。”

那次大会回来后，刘锦平召集村两委开会，
撤换吴塆小组组长，选拔新的组长并担任保洁
员。经过这一次“整风”，各小组长都丝毫不敢松
懈，既尽到保洁的责任，又监督村民维护卫生。

如今的吴塆已经从“落后”变成了先进。上
个月，村干部到吴塆检查卫生，还当场奖给保洁
员 100 元。绿林村也成为梅川镇垃圾治理工作
先进表彰的“专业户”。

说到这里，刘锦平并未露出欣喜之情，“女
强人”反而有些黯然。“那位被我撤掉的小组长，
去年底走了，还不到 60 岁啊！”

刘锦平低下头，默默陪记者在绿林村“巡视”。
突然，刘锦平弯下了腰，在乡村道路旁的一

处灌木丛中捡起一个烟头。“我喜欢每天到各塆
转转看看，看到垃圾就捡。村民看到我在捡，也
不好意思乱丢，村干部也养成了随时随地捡垃
圾的习惯。”

在农村，小孩边吃零食边丢垃圾比较普遍，
食品包装袋成为白色垃圾的主要来源。但是，这
一类垃圾刘锦平却不捡。

“我跟校长说了，我要是在路上看到学生丢垃
圾，我把你喊过来，你当着学生的面，亲自把垃圾
捡起来！”刘锦平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

绿林小学校长吴炎明说，有几次他还真的被
刘锦平喊去“捡垃圾”。于是，他在全校推进“垃圾
教育”，让小学生从小养成垃圾分类、垃圾入桶的
习惯，并且让他们回家“教育”父母。

村容不变人就“变”

“我村在这次环境卫生考核中得了倒数第一
名，感觉很没面子，实在对不起大家，下次一定把
村里的环境卫生搞好。”

这是今年 9 月，武穴市大金镇涂秀六村支部
书记凃杨健在全镇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结账会上
的表态。这个 50 多岁的老支书，当天晚上回家后
辗转难眠。

第二天一早，他的手机响个不停，一些在外
打工的村民看到乡镇微信公众号上发布的新闻
后，都打来电话质问“为何咱村成为落后典型。”他
那张狼狈举着“最脏村庄”牌子的照片，更是在各
个微信群里流传。

“这次真是丢人丢到家了。”凃杨健说，那几天
都不敢出门。

听说记者要来采访，凃杨健的第一反应就是
“我已经在武穴出名了，还要我出名到全国吗？”

凃杨健反思，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果，最主
要的原因是村干部思想不重视，抱着被动应付的
态度做垃圾治理工作。要想摘掉落后帽子，关键
要村干部转变观念、提高认识。

村容不变人就“变”！凃杨健自己带头，每天早
上，凃杨健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自家房前屋后打扫
一遍，再到村塆转一圈，看见垃圾就捡。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不是几个领导干部就能
干好的事，更不是一群保洁员就能清扫干净的，
而是需要全体干群的共同参与。”凃杨健不仅自己
身体力行，更要求党员干部敢于下真功夫、啃硬
骨头，示范引领村民共建美丽家园。

同时，村两委用足用活督促检查的指挥棒，明
确规定，农村保洁员由村委会按“一年一聘、合同
管理”的方式聘请，并实行月度固定检查、随时抽
查双重督查，发现 5 片以上垃圾，对保洁员扣工资
100 元，同时，对包片村干部、组长各罚款 100 元。

一个月下来，涂秀六村开始有了变化。记者采
访时，碰见一位 70 多岁的老太太正弯着腰将门口
的稻草运到田里。老人的儿孙都在大城市工作，一
次次要接她去城里住，都被她拒绝。“村里的地天天
有人扫，垃圾天天有人收，我们再把房前屋后扫干
净，田间地头垃圾堆也不见了，村里的环境好了，空
气好了，住着比城里舒服多了！”

武穴：村支书领军乡村“垃圾歼灭战”

▲涂秀六村在环境卫生考核中得了倒数第
一名，50 多岁的老支书当天晚上回家后辗转难
眠，发誓要带领乡亲把村容搞上去。

▲绿林村村支书刘锦平督导农户做好房前
屋后清扫。

“村里的地天天有人扫，

垃圾天天有人收，我们再把房

前屋后扫干净，田间地头垃圾

堆也不见了，村里的环境好

了，空气好了，住着比城里舒

服多了！”

“党建+美丽乡村”，告别“垃圾围村”
湖北武穴垃圾治理取得良好效果，实践证明支部强了“垃圾难题”自然好解了

“农村垃圾

分类 、收集，都

要靠基层党组

织组织群众、发

动群众。如果党

组织软弱，根本

组织不起来、坚

持不下去”

▲铸钱炉村村支书王映良带领村民代表和保
洁员检查各自然垸组的卫生保洁。

历经 4 年

探索，武穴逐渐

形 成 了“户 分

类 ，组保洁 ，村

收集 ，镇中转 ，

市处理”的农村

垃圾处理模式

武穴市石佛寺
镇陈德荣村一名保洁
员正在倾倒垃圾。

武穴市城乡生
活垃圾一体化治理工
作推进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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