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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 河南報道
格意義上來說，記者走的這條路
嚴並非“鄉間小路”，而是一條省
道。從河南省鄭州市驅車前往周口市
商水縣固牆村，下了高速之後還需步
行約半個小時的 213 省道。省道本是
聯結省內中心城市和主要經濟區的公
路，隨着高速公路以及鐵路網的普
及，兩車道的省道看起來更像是“鄉
間小路”了，大多數人也只有在“下
鄉”、“進村”才會走一走。
雖然道路兩側的村民住屋看起來
像闊氣的“二層小樓”，但這半個小
時的路程對記者來說多少有些難捱，
樓前或者樓旁“花花綠綠”的垃圾堆
極煞風景。

無處安置 傾倒路邊
河南省住房城鄉建設廳的統計顯
示，全省1千808個鄉鎮、4萬6千116
個行政村中，有生活垃圾收集設施的
行政村不到一半。沒有相關設施的村
民怎麼處理垃圾呢？固牆村一位 58 歲
的村民劉大爺說，村裡路邊的垃圾堆
基本上都已經相對固定，“也不知道
有多少年了，大家都往這裡倒垃圾，
倒的時間長了，就成了垃圾場了。”
劉大爺說：“以前農村沒這麼多
垃圾，屎尿、廢水都和着麥秸垛嘔糞
（指自製肥料）了，種莊稼的時候往
地裡一撒，啥都不浪費，有點剩飯剩
菜也不捨得扔，餵雞餵羊。現在呢，
都是塑料袋、包裝盒，沒法處理，再
說現在也不興嘔糞了，都用化肥了。
垃圾沒處扔，只能往路邊倒。”
劉大爺所說的也正是垃圾圍村的
根本原因。隨着生產生活方式的轉
變，舊有農村“從土地到土地”的良
好的自循環被打破，新興生活方式所
帶來的“白色污染”無法回歸土地，
也無法被土地所消化。
但讓劉大爺感到欣慰的是，這一
年來，村裡每天固定把垃圾拉走。
“以前都沒人管，尤其一下雨，垃圾
順着雨水往路上流，雨一停，整條路
都沒法走了。”

河水變綠 臭氣熏天
成為垃圾場的不只是路邊的空
地，還有村口的小河甚至小樹林都漸
漸變成了“垃圾河”、“垃圾坑”。

■流往太昊陵的小河已經看不出原本
的顏色。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蕊 攝
魏雋（化名）老家是周口淮陽的，她
家就在遠近聞名的“天下第一陵”太
昊陵附近。魏雋在鄭州某自媒體公司
工作，每次回老家，魏爸爸都要拉着
她到家後面的小河轉一遭。“你看
看，這河都污染成什麼樣子了？你們
也給報道報道，讓領導管管。”這次
記者同魏雋一起回到她的老家，遠遠
望一眼，根本就看不出是一條小河，
只見綠色青苔與岸邊的青草混為一
色，青苔上飄着各種白色、黑色、綠
色的塑料袋、包裝盒，很遠就能聞到
一股臭味。魏雋說，誰也說不上來這
條河叫什麼名字，應該有個十幾公里
長，河水最終會流到太昊陵。
魏雋對此也感到無能為力，只是
勸爸爸媽媽和她一起去鄭州住。“小
時候我經常和弟弟到河邊來玩。好像
從上大學開始吧，這小河就慢慢變成
這樣了。”魏雋無奈地說，“實在沒
地方扔啊，只能扔到這裡。”
同樣地，在“80 後”劉奎的老家
豫北陳村，村裡原先有一片小樹林，
孩子們抓知了、捉迷藏……那裡幾乎
承載了全村孩子的歡樂童年，差不多
20 年過去了，小樹林慢慢變成了附近
幾個村子共用的垃圾坑，而如今劉奎
再過去看，發現“坑”也被垃圾填平
了，如今正有人往裡填土，試圖在上
面蓋房子。

河南限時達標
2017年底前

各縣（市、區）全面完成小型堆放點的農村陳
年垃圾清理任務；
省直管縣（市）率先達到農村生活垃圾治理標
準，並通過省級驗收；

2018年底前

各省轄市1/3的縣（市、區）完成省級達標驗收；

2019年底前

縣（市、區）全部完成省級達標驗收；

2020年

要通過國家農村生活垃圾治理達標驗收，全省
90%以上的村莊生活垃圾要得到有效治理，農民
群眾對農村垃圾治理的滿意率要達90%以上。

﹁
﹂

設垃圾兌換中心 鄉鎮街道全覆蓋

2018年2月15日（星期四）

河南逾半行政村無收集設施 有效治理刻不容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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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害處理參差不齊 環保意識亟待提高

一位在河南東部某縣城從事清潔工作多年
的人士告訴記者，農村生活垃圾處理主要存在
三方面的困難：沒錢、沒人、沒設備。
“現在縣城裡每隔幾米就有垃圾桶，每天
都有清潔工打掃衛生，還有專門的垃圾處理
廠。但是到了農村就是另外一番景象，沒有專
門的清潔人員，沒有專門的經費，也沒有專門
的設施。”他說，儘管有些村民環保意識較
差，隨手扔垃圾倒垃圾，但大多數村民都是有
環保意識的，“誰願意每天挨着垃圾堆住？”
在他看來，“富裕的村子生活垃圾處理得
會好一些，不富裕的村子就比較混亂。”富裕
的村子基本上會自己掏錢把垃圾運走，或者焚
燒。但這也並不是最好的解決辦法，“焚燒垃
圾污染空氣，而把垃圾運走，運到哪裡？誰也

環保部長坦承農村治污投入不夠
去年 10 月，中共十九大召
開期間，國家環保部長李干傑
在一場聚焦美麗中國建設的記
者會上披露，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生態環境的改
善是其中的重要部分。“我的印象是從 2008年開
始，到目前為止，光中央財政就投入了375億元人
民幣，一共整治了 11 萬個村莊，大約有 2 億農村
人口從中受益。”李干傑說，通過這項綜合整
治，確實解決了一大批群眾身邊的污水、垃圾等
問題，並以這個機制為推手，推動了整個農村的
污染防治和生態環境保護工作。

最近五年情況改善
李干傑說：“面向未來，這項工作一定會
繼續堅持下去。目標是到 2020 年完成 20 萬個村
的綜合整治，也就是說達到國家整個行政村的
1/3 左右，我們總數是 60 多萬個村。”
李部長話音未落，共同出席記者會的中央財

■汝州小屯鎮小屯村的垃圾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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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汝州市紙坊鎮上剛投入使
用的垃圾兌換中心門前人頭攢動，
炎炎烈日也擋不住村民們用垃圾兌
換商品的熱情。
2016 年 10 月 20 日，汝州市首
家“垃圾兌換中心”在小屯鎮小屯
村設立。村民用平日裡收集的廢舊
塑料袋、易拉罐等生活垃圾到“垃
圾兌換中心”進行積分登記，憑積
分兌換商品。目前在汝州，這樣的
“垃圾兌換中心”已經有 36 個，做

■汝州市累計培訓了村級專職保潔員 2 千 315
名，打造了一支技能豐富、業務熟練的保潔隊
伍。
香港文匯報河南傳真
到了20鄉鎮街道全覆蓋。
據悉，自 2014 年，汝州市把改
善農村人居環境工作作為農業農村
工作的重心，編制了《改善農村人
居環境專項規劃》，出台了《改善
農村人居環境工作實施意見》，率
先推行農村衛生全域市場化保潔，
累計培訓了村級專職保潔員 2 千 315
名，打造了一支技能豐富、業務熟
練的保潔隊伍。同時，探索開展垃
圾分類試點，建設完善了農村基礎

設施和垃圾處理設施，創成達標
村、示範村256個。
“我們村的保潔員在收集垃圾的
時候，會將白色垃圾和其它有毒有害垃
圾分揀出來，白色垃圾存放在收集袋
內，給保潔員每公斤0.5元（人民幣，
下同）的回收提成。我們還制定了相應
的獎懲制度，對白色垃圾清理乾淨、徹
底的前10名各獎勵100元。對清理不
力、效果差的每人罰款100元。”汝州
市王寨鄉唐村支部書記龔占傑說。

不知道。”
據了解，中國農村每年的垃圾總量為 1.2
億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 2015 年發佈的
《中國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狀況評估報告》顯
示，若將城市轄區的農村部分算在內，城市生
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僅為 62.02%。據清華大學
環境學院提供的數據，在中國 4 萬個鄉鎮、近
60 萬個行政村中許多都沒有環保基礎設施，有
的還處於最原始的垃圾自然堆放狀態。
有專家呼籲，當前小城鎮尚未建成垃圾
收、送、處理體系，垃圾的收集和處理率低。
因此，應加大農村地區的生活垃圾處理的投
入，增加環保設施，理順關係，使得農村地區
的垃圾得到有效收集和處理，從而改善目前城
鄉生活的垃圾處理問題。

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楊偉民立即補充道：
“在鄉村振興戰略當中，其中一個重要任務或者
說一個要求，就是生態宜居，過去我們確實存在
重視工業和城市污染防治，對農業、農村污染防
治投入的力量、資金相對來講不夠，但最近五年
來這種情況有了很大改善。”楊偉民說。
李干傑又補充道：“我完全同意偉民主任作
的分析判斷，相對於城鎮生活污染和工業污染防
治，我們過去對農村污染重視的程度是不夠的，
某種意義上來講也形成了中國生態環境保護和生
態文明建設中的一塊短板中的短板。”
李干傑表示，農村生態環境的治理和改善非
常重要，一方面是滿足農村人民群眾對美好生
活、對美好生態環境的需要，另一方面農村的生
態環境直接關係到我們的米袋子、菜籃子、水缸
子，不僅僅是關乎農村人口的美好生活，也關係
到城鎮人口的美好生活，因此必須把它提上議事
日程。
■中國網

建污水處理站 居住環境改善
除了棄置在陸地上的固體垃圾，排入農村水
體中的廢液，及固體垃圾沉降後造成的水體污
染，也是農村存在的“頑疾”。
為了解決這些污染難題，河南安陽市湯陰
縣韓莊鎮利用南水北調周邊村莊污水處理整治
項目資金 600 餘萬元（人民幣，下同），新建 4
處村級污水處理站。如今韓莊鎮小河村街道整
潔，各種污水處理設備已安裝完畢，日處理污
水 100 噸。“我們村也投資了 400 多萬元建設了
濕地污水處理系統，改善了群眾的居住環境，
提高了幸福指數。”韓莊鎮北張賈村黨支部書
記張景海說。目前，湯陰縣已有 8 個村級污水處

理站。
鄭州新鄭市西北部的辛店鎮人和寨村有 1 千
700 多口人，在 2014 年申報了省“一事一議”美
麗鄉村建設項目後獲得資金 1 千萬元，用於村內
大街小巷道路硬化、污水管道鋪設及污水處理廠
建設、垃圾中轉站建設等，現已全部完工，村貌
煥然一新。
洛陽欒川縣2017年底將完成縣污水處理廠、
第二污水處理廠總磷在線監測設備安裝，實現白
土、獅子廟、秋扒、潭頭 4 個鄉鎮生活污水處理
廠改造，農家樂集中區域或村實現生活污水處理
設施全覆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