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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呼和浩特 5 月 14 日电(记者柴海
亮、王靖)但凡降水天气过后，内蒙古自治区赤
峰市宁城县天义镇富家窝铺村弥漫着酸臭味，
村民说这是畜禽粪便等垃圾散发出来的气味。
在这个 3100 人的村庄，竟有 6 处以上较大的露
天垃圾堆放点，有的堆成山，有的绵延三四百
米，有的散落四处达四五百平方米……

记者不久前在宁城县采访发现，由于缺资
金、缺保洁，导致一些乡村遭垃圾围困，乡村振
兴之路亟须解决垃圾“挡道”难题。

垃圾长时间不清理 挡道熏

人污染河水

在富家窝铺村村民倪淑娟家门前，有个超
过 400 平方米的垃圾场，死猪、牛粪、塑料袋等
各式垃圾一直堆到村中的主路上，触目惊心，令
人作呕。她说，这里原来是个坑，七八年前开始，
垃圾越堆越多，从来没人清运，把道占了或者上
面来检查，村民或村里就找来推土机往里推一
推。一到热天，臭气熏天，苍蝇扑面。她 8 岁的孙
子袁宇奇对记者说：“在家门口待久了会头晕恶
心，但我好想出去玩。”

记者走访近 20 个村庄发现，几乎每个村庄
都在遭受垃圾围困，街道边、沟渠里、田埂旁不
时可见大堆的垃圾，乡村“污颜秽色”毫无美丽
可言，一些村民见到记者主动大倒苦水。

西辽河上游的老哈河是当地的母亲河，竟
也沦为一些村庄的垃圾场。在天义镇岗岗营子
村村口一个大垃圾场赫然入目，乌鸦在其间飞
落，浑黄的老哈河水携着垃圾穿流而过。一位海
姓村民骑着电三轮来倒垃圾。“谁会在意对河的
污染？”他说，十里八村包括县城的一些垃圾都
往这里倒，特别是一有大检查，外村的垃圾就偷

偷转移来了。
记者采访了一些村干部，他们一致反映，

无钱清理是垃圾围村的主因。富家窝铺村村
支书王凤山无奈地说，村里没有集体经济，外
债欠下 30 多万元，上面有检查或者严重影响
生活了才找人清理一下。去年全村清理垃圾
费用共 4 . 5 万元，但只付了 1 万余元。大明
镇一棵树村村支书马文廷说，垃圾清理费是
目前村里最大的开支，去年上半年清理了一
次，费用 1 . 3 万元，一分也给不了，“垃圾成了
村里最头疼的事”。

地膜“上天入地” 田野“非

黑即白”

在宁城，春耕前的广阔田野基本被地膜

所覆盖，白色或黑色的残破地膜或伏在地上
或吊挂树梢。一些村干部和群众反映，宁城县
近年大力推广覆膜种植，提高了产量，但也留
下了污染。风一吹哪哪都是，污染环境；埋到
地里难降解，土壤肥力下降；点燃焚烧，污染
空气，甚至引发过火灾。

在旱地较多的大明镇哈尔脑村，地膜污染
尤为严重。村口大量黑色、白色残破地膜缠挂
树枝、灌木，随风狂舞，发出呼呼声，有的随风
飞上天空，有的贴地飘行，有的成堆垛在地头。
经营粮油、农资的姜玉山担忧地说，近几年地
膜越用越普遍，不少水浇地也用上了地膜，你
到地里看看，一眼望去，不是黑的，就是白的。

在大明镇哈达村村口，记者看到一辆旋
耕机正在春耕作业，所过之处地膜被切碎连
同秸秆茬搅拌进土壤。“年年覆膜，不旋进地

里没法种地。”村民彭景惠说，他家 15 亩地已
使用了 8 年地膜，土壤里的碎地膜越积越多，
碎地膜包裹住种子导致发不了芽的情况也越
来越常见。而在他家地旁，另一户农民则把地
膜和秸秆茬归拢后一点了之，浓烟弥漫，几公
里外都能瞭见。

记者采访发现，由于种地效益低、清膜有
成本，多数农民对地膜的危害关注不够，处置
不当。汐子镇丛家窝铺村村民康广军说，清理
地膜不得花钱？另外，清不清理，清理完怎么
无害化处理，这还事关农民的教育问题，咱农
民哪有这方面的知识啊。

农村垃圾归何处 多措并举

除障碍

宁城县的“垃圾围村”现象是我国不少农
村的一个缩影。一些干部群众和学者建议，各
级政府协力建立乡村垃圾收集处理长效机
制，通过人居环境整治，切实扫清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垃圾障碍。

内蒙古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韩成福
认为，应适度加大对村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以保障乡村公共设施建设和正常运转，同时
各级政府出资金、出政策扶助农村发展集体
经济，提升农村发展内生动力。内蒙古大学环
境与资源学院副教授尹雪峰说，应加大力度
推广可降解地膜，也可研制可回收地膜，并研
发性价比较高的地膜回收、清理机械。

马文廷等干部群众建议，政府出台相关
法规，允许村委会向村民收取适当的垃圾清
理费，组织干部群众开展乡村环境整治活动。
同时，以学生课堂、农民讲堂为平台，配套奖
惩措施，大力推进农民文明素养提升工程。

内蒙古宁城县一些乡村，由于缺资金、缺保洁，“垃圾成了村里最头疼的事”

乡村振兴路上，亟须搬开“挡道”的垃圾

新华社南京电(记者蔡玉高、蒋芳、邱冰清)
三山二水五分田，江苏省宜兴市自然禀赋优越。
近年来，通过“一村一文化 文明沐农家”——— 家
园守护行动，当地涌现出了 90 多个乡风文明特
色村。如今，文化成为宜兴乡村振兴的不竭动力。

新“忧乐观”里品乡风

在陶都宜兴，以紫砂陶业为特色产业的村
落星罗棋布。记者来到丁蜀镇西望村，这里的紫
砂手工作坊与工作室遍布全村，可谓家家捶泥、
户户做坯。村民们自豪地谈及，要说我们村与其
他村有何不同——— 那就是人人爱学习。据统计，
该村已有 300 多位村民考取工艺美术员，30 多
位村民考取助理工艺美术师，还有 20 多位村民
已经拿到了工艺美术师以上的技术职称。

西望村的村民们为何能从“做壶人”变为
“有素养的艺术家”？40 出头的范泽锋既是江苏
省研究员级高级工艺美术师，也是村党总支书
记，他向记者讲述了背后的门道。

“我们村有 200 多年制陶史，过去技艺靠家
族传承、经营小散弱，技艺与产业一度都在倒
退。2008 年，我到村里工作之后提出了新的忧
乐观，即‘先群众之忧而忧、后群众之乐而乐’。用
文化凝聚人心，带动产业提升。”范泽锋说。

在新“忧乐观”的带动下，范泽锋带头把
自己的独门绝活交出来跟村民们分享，西望
村的广大党员和村民也明确了“苦练内功，以
质取胜”的发展思路。

2009 年，西望村紫砂陶艺专业合作社正
式成立。合作社邀请中央美院、清华美院的老
师进村讲课，成立创业基地吸引高校毕业生
进驻设计，社员们每年赴美、英、日、韩等国家
和国内一线城市集体办展。如今，该村紫砂产
品年交易额近 2 亿元，人均收入从 2008 年的
2 万元增长到了 2017 年的 10 万元。

通过深挖文化底蕴，西望村的农民们过
上了诗意的生活。而这样的乡村只是缩影。

2015 年以来，宜兴开展“一村一文化
文明沐农家”——— 家园守护行动，对所有村镇
的“文化家底”进行了梳理，根据自然资源、历
史禀赋、产业特色等开展分类培育，“种”出了
乡村文化满园芬芳，建成了 90 多个“一村
(镇)一品”乡风文明特色村。

从建“品牌”到树“品格”

在宜兴，“一村一品”的乡村文化不仅让
乡村更文明，也在反哺经济的转型发展。

垂柳依依，池水盈盈。徐舍镇美栖村墙上

画满了古代诗词、美栖乡情、善行美德等。书
香美德家庭里，年逾 90 的刘凤英老人正打开
书柜整理书本，这里是村民的“公共图书馆”。
该村党总支书记宗华东告诉记者，他们不光
把“美文化”画在墙上，还挖掘出了“美经济”。

3 年前，村里在 150 亩废弃厂房旧址上
种上马鞭草、向日葵、波斯菊等，结合当地制
作花灯的传统，办起了“花田灯海”艺术节，第
一年就吸引了 15 万游客前往。2017 年村民
人均收入近 3 万元，比 5 年前增长 25%。

“文明乡风不是孤立的。文化、精神文明
建设和产业发展结合起来才有生命力。”宜兴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沈晓红说，该市通过细化
考核细则推动落实，将有乡风主题、展示展
览、文体团队、实践活动、遗存保护的“五个
有”作为年末考核的量化依据，并通过开展优
秀村庄宣传语评选活动、启动村史村志编纂
工作、扶持特色文化团队等，形成村镇和区域
的乡风品牌。

文化牵引，带乡村“回家”

高高低低的山势中掩映着别具一格的村
舍，自有妙处；门前屋外的花花草草、瓶瓶罐
罐和慵懒的猫猫狗狗，各具趣味。前面是果

园，中间是花园，后面是果园，张渚镇善卷村
村民的生活被绿色包围。同时，这里的黑色路
面、城乡公交、污水处理、燃气、用水、教育等
公共设施又与城市别无二致。

为了解决 70 岁以上村民的起居，村里办
起日间照料中心，老人的午餐、娱乐活动、日
间休息、晚餐都在这里解决。村民担任义工服
务老人，村干部当司机开着村里买的观光车
每天接送老人。像这样轻名务实、坚守秉性、
耿直求实等“十二德”的注解在村中处处可见。

“这样的环境和邻里氛围，这样的好水好
空气，没必要往城里挤。”城里人黄洪根回村
盖起了小洋房，木门木栅栏，粉色的樱桃缀满
树枝，橙色的凌霄花含苞欲放攀满墙壁。

善卷村还引来了开民宿的“外地人”。鲍
康平带着附近的一些农户改造旧房，做起了
“离墨山房”。“这里毗邻善卷洞，离大觉寺也
近。游客还能体验建在农户中的民宿，感受农
村生活。”鲍康平介绍，试运营期间每个周末
民宿的入住率都达到 80% 左右，他对正式运
营充满信心。

“乡村有了人气才能振兴。现在村庄变美
了，内涵变丰富了，越来越多的人往乡村回
流。文化就是其中的纽带，扭住人与村，带乡
村‘回家’。”沈晓红说。

文化“扭”住人与村，带乡村“回家”
江苏宜兴：文化成为乡村振兴的不竭动力

若不是亲眼所见，很多人或许想
不到，地处黄土高原的一个小山村，种
植着 60 多万株康乃馨，村子也正是靠
着种花脱贫致富。

这个村叫西汉村，位于山西省长
治市壶关县，原本是太行山区的一个
贫困村。2017 年 2 月，村里成立了花
卉合作社，种植康乃馨。进入 5 月盛花
期，西汉村占地 100 亩的 44 座花卉四
季大棚里，康乃馨竞相绽放。

母亲节那天，村里还迎来了上千
名游客前来参观。记者在花卉大棚里
看到，红的、白的、粉的，各色康乃馨争
奇斗艳，仿佛一片花的海洋。大棚外，
游客队伍数百米，参观、拍照、买花。负
责管护的村民李忠梅说，种花挣的钱
比种地多，管护康乃馨一天能挣 50
元。“不用出去打工，在家也能看地，还
能照顾老人。”48 岁的李忠梅说。

村民还是这个合作社的股东。
2017 年 2 月，西汉村成立了东盛种养
专业合作社，有的村民土地入股，也有
村民资金入股，合作社还约定了保底
收益。

西汉村第一书记樊小东说，合作
社每亩土地按照流转价格每年 900 元
承包。壶关县农商银行为村里 42 户贫
困户发放了每户 5 万元金融扶贫小额
贷款，用于花卉大棚的建设。“这 210
万元是 42 户贫困户的资金入股，每户
每年保底收益 3000 元。还有一些年纪
大、丧失劳动能力的村民，年底也能领
到分红。”樊小东说。

60 岁的郭娇则就是这 42 户贫困
户之一，靠着每年领到的 3000 元保底
收益，还有修剪康乃馨平均每月 1000
元的工资，一年下来她一人的收入就
有 1 万多元。去年年底，靠种康乃馨，
郭娇则一家脱了贫。

种植康乃馨成了西汉村的脱贫产
业。2017 年西汉村整村脱贫，当年年
底西汉村还举行了收益分红和脱贫攻
坚颁奖仪式，花卉合作社分红 25 . 1
万元，覆盖了全体村民，村集体收益
3 . 5 万元，实现集体经济破零。

“有了品牌，将来花卉销路更好。”
长治市扶贫开发中心副主任李旭红认
为，当务之急是打造好壶关康乃馨这
个品牌，让更多人提到康乃馨就想到
西汉村、想到壶关县。

如今，很多村民看到种康乃馨带
来的好处，更多村民愿意来合作社打
工。按照村里规划，预计到今年年底，
西汉村的花卉产业将带动 160 户农户
年均增收约 1 万元，村集体经济收入也会更多。

5 月 13 日这一天，西汉村的母亲们第一次从儿女手中
接过火红的康乃馨。对西汉村村民来说，这一束束火红的康
乃馨不仅仅是爱的表达，也映红了村民红火的日子。

(记者魏飚)新华社太原 5 月 14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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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走访近 20 个
村庄发现，几乎每个村
庄都在遭受垃圾围困，

街道边、沟渠里、田埂旁
不时可见大堆的垃圾，

乡村“污颜秽色”毫无美
丽可言，一些村民见到
记者主动大倒苦水

在内蒙古赤峰市宁城
县天义镇岗岗营子村，西辽
河上游的老哈河从垃圾场中
间流过（4 月 7 日摄）。

新华社记者王靖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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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春学院的留学生在江西省宜春市上高县田心镇坪溪村参加收莴笋比赛。

新华社发（刘继刚摄）
宜春学院的留学生在江西省宜春市上高县田心镇坪溪村向村民学习刺绣。

新华社发（陈旗海摄）
近日，来自巴基斯坦、尼泊尔、伊朗等国家的留学生们来到上高县田心镇坪溪村参观

新农村建设，感受中国乡村振兴带来的变化，体验农村的生产生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
魅力。

“泥巴加牛粪，双手往上垒”——— 艾尼瓦尔·赛迪艾麦尔
小时候住过的房子就是这样建成的。这个房子只有一扇被
玉米秆遮挡的天窗，光线暗淡。风沙大时，低矮的房子很快
被沙土埋没，回家一脚踏上去已是屋顶。

艾尼瓦尔的家位于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策勒县
郊，北边是苍茫的沙漠，零星散落着 30 多户。去另一个村，
需要蹚过一片沙漠。

12 岁时，艾尼瓦尔家拥有了一间草耙房，墙是用泥巴
和红柳建成，屋子四角有了木头柱子。他还照着别家的样子
在墙上开了窗，遇到难得一见的雨水，也不用再像小时候一
样躲在床板下避雨。

上世纪 90 年代，当地实施“改水工程”，让包括艾尼瓦
尔在内的和田地区百姓有了自来水和灌溉水井。水的问题
一解决，大片沙海逐渐被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染绿”，当
地植物从红柳、梭梭，渐渐增加了白杨、枣树、核桃树。

2003 年，艾尼瓦尔入了党。2005 年，艾尼瓦尔有了第
三套房产，砖混结构、抗震安居。“100 多平方米的房子，政
府补贴了 2 万元，那是第一次住进那样的房子。”艾尼瓦尔
说，2013 年，他在旧房子边新建了 100 平方米的富民安居
房，这一次，他特意在新房中安装了洗澡的设备。

艾尼瓦尔的地里，开始种上了经济林，150 棵核桃树、
1200 棵红枣树、50 棵石榴树，还有 40 棵桃树。艾尼瓦尔的
收入逐年增加。去年，他种地收入达到 9000 元。

一片片经济林也与田地、公益林形成了立体的防护林
网，守护着绿洲、隔绝着沙害。

“最骄傲的还是第四套房，那是儿子的楼房！”艾尼瓦尔
说。

艾尼瓦尔儿子的楼房在几公里外的策勒县城。他儿子
长大后当了县城一家四川老板的学徒，学会了铝合金窗户
的安装，还在老板的帮助下拥有了自己的公司。如今，他的
儿子在县城置了业，他的孙子也将进入县城的幼儿园学习。

(记者白佳丽、张晓龙)新华社乌鲁木齐电

艾尼瓦尔的四套房产

▲ 5 月 12 日，山西省长治市壶关县西汉村村民在包装
康乃馨（手机拍摄）。 新华社记者魏飚摄

■塔克拉玛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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