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水伴垃圾 白鹭伴蚊蝇

河水和垃圾相伴， 白鹭与蚊蝇齐
飞。如此大煞风景的镜头如今出现在当
年苏东坡留下美丽诗句的澄江河岸。 5
月 15日下午，记者走近澄江看到：一袋
袋垃圾散发出恶臭，飞倦的鹭鸟停在垃
圾堆上，与蚊蝇为伍。

垃圾成堆包围村庄，在海南并不是
个别现象，几乎在每个市县都能看到。

儋州市王五镇历还村，十多年前卫
生搞得很好，但现在到处是垃圾。 走进
历还村的高大门头，迎面一条 3 米多宽
水泥路，数堆牛粪未扫尽的印迹。 路两
侧建有排水沟，沟里水泛黑，飘着塑料
袋，猪圈尿粪直排水沟，发出臭味。门左
侧是一片草丛， 散落着废弃的塑料袋、
酒瓶等垃圾。

曾几何时，五指山市牙蓄村委会番
空村风景秀美， 村道整洁，2006 年，番
空村被评为全省文明生态村建设先进
村。 岂料，不到 10年时间，这个村庄又
是另一番景象—————村道杂物乱堆放，
污水露天排放发出阵阵恶臭，垃圾遍布
槟榔林。

不是农民乱扔 而是无垃圾桶

说起垃圾围村现象， 不少人认为，
农民不讲究卫生、 乱扔垃圾是主要原
因。记者调查发现，这是对农民的误解。

记者走访临高、昌江、东方、儋州、
白沙等市县七个乡镇，进入多户农民家
里，发现农民不论贫富，大部分家里都
是干干净净的， 很难看到明显的垃圾。
但是，那些村头村尾的垃圾堆又的确是
农民扔出来的。

记者深入调查发现，凡是垃圾成堆
的村庄，普遍找不到垃圾桶，如王五镇
的 4 个村庄，而在昌江的坎头村、东方
的新宁坡村、儋州的新英码头，记者没
有看到成堆垃圾，每隔几十米就放有垃
圾桶，里面都有垃圾。

新英码头居民吴李明说，以前朝海
里扔垃圾， 那是因为垃圾没地方扔，码
头放置垃圾桶两个多月来，他就再没发
现朝海里扔垃圾的现象了。

环卫设施缺 垃圾靠风刮

在去年的省两会上，垃圾围村议题
引起广泛关注，一份《关于海南省农村
垃圾处理的建议》 的提案引发委员们
热议。相关人员在全省范围内调查农村
垃圾围村情况，耗时 4 个月，形成内容
详实的调查报告。

省政协委员房方是那次调查的主
要组织者之一。 她说：“乡村的生产、生
活方式与以前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化
学肥料代替有机肥料，日常商品包装考
究，一次性用品广泛使用，村民生产和
生活过程中产生大量垃圾。 但是，乡村
没有垃圾堆放场所，最终造成垃圾围村
现象。 ”

“乡村垃圾收集设施缺乏和设置
不合理，是导致村民乱扔垃圾的原因之
一。 ”房方说，在农村调查时发现，有些
村庄建有垃圾回收站，但绝大多数村庄
没有活动的垃圾桶，而且垃圾池离村民
家较远，村民不方便随时将垃圾丢到垃
圾池，只能随意乱扔。

“时间久了， 垃圾池便会滋生蚊
蝇、细菌，带来二次污染。 ”房方说，市
县环卫部门不管村庄的垃圾转运，镇里
和村里都缺转运垃圾的费用，村里垃圾
转运实际上处于无人管理状态。

事实上，不仅是海南，由于垃圾处
理设施、管理机制以及村民的卫生意识
等仍有欠缺， 各种垃圾得不到及时处
理，我国很多农村地区都是“垃圾靠风
刮，污水靠蒸发”。

■■■■■ ■■■■■ ■■■■■

“在我的记忆里，村里垃圾从来没
有清理过。 ”临高县东英镇西北村支书
张学斌说，在年初全县清理积存垃圾过
程中，483 人在西北村清理 6 堆垃圾，
在一些垃圾堆下面，人们甚至发现几十
年前的旧物件。

记者调查发现， 由于没有垃圾处理
设施，农村垃圾随意丢弃村头村尾，靠近
村庄的道路、 河溪、 田埂成为露天垃圾
场，造成生活垃圾暴露堆放。 在一些落后
村庄，家畜家禽散养，到处都是粪便。

事实上，影响村容村貌，只是垃圾
围村诸多危害中一小部分。垃圾围村更
多更大的危害虽然看不见，但每时每刻
都在发生着，而且影响长远。

2011 年， 儋州新英湾曾经发生大
面积海鱼死亡事件。国土环境部门调查
结果显示，海岸边长年累月堆积的垃圾
污染海水，最终导致附近海域鱼类大量
死亡。

在 《关于海南省农村垃圾处理的
建议》中，调查人员对农村垃圾的各种
危害进行了全面分析：

垃圾对土壤环境有污染和影响。垃
圾残留有毒物质会杀死土壤中的有益
菌、微生物，破坏土壤的腐解能力，导致
农作物减产。

垃圾对乡村水体环境有污染和影
响。 垃圾进入河流湖泊，把有毒有害物
质带入水体，毒杀水中生物，污染村民
饮用水源。垃圾渗滤液渗入土壤污染地
下水，或者直接进入河流、湖泊和海洋，
造成乡村水资源的污染。

垃圾对大气环境有污染和影响。一
些有机垃圾在海南的高温度和高湿度
下，很容易发生生物降解，释放出沼气，
在一定程度上消耗氧气，导致农作物和
植物衰败。有毒有害的垃圾还会发生化
学反应，产生有毒气体，扩散到大气中
危害村民身体健康。

垃圾对乡村生态有污染和影响。 垃
圾残留毒害物质在乡村的动植物体内积
蓄，严重影响动植物的生长。 当村民吃
了含有有毒物质的动植物时， 有毒物质
积存在人体内， 对人的肝脏和神经系统
造成严重损害， 存在诱发癌症和导致胎
儿畸形等危害。 （本报海口 6 月 4 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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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垃圾产生量及构成日益与城市接近，而农村垃圾处理方式落后……

垃圾围村症结何在？
■ 本报记者 周月光 邵长春

2009年 7月，省政府出台《关于加
强全省环境卫生工作的决定》， 首次明
确要求村庄有常态化的管理机构和垃
圾清运、保洁队伍，并配备相应环卫设
备，省政府召开大会部署农村环境卫生
整治工作。

截至目前，全省农村垃圾整治工作
已开展近 5年。但一些地方垃圾围村现
象依然触目惊心，整治难在哪里？

资金不足 设施缺位
垃圾清不尽 前脚清后脚扔

今年 3 月，儋州市新英码头积存几
十年的垃圾终于清理干净。 而之前为什
么一直清理不掉？ 新英码头所在的新州
镇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道出问题
实质：新英地区卫生环境脏乱差现象是
顽疾，镇委、镇政府也想了许多办法，申
请环卫经费，请求人力物力支持，同时
加强环保知识宣传， 提高群众环保意
识，但整个新英没有一个堆放垃圾的场
地，再加之资金缺乏，许多事情就被耽
搁了。

“彻底整治农村垃圾，政府必须投
入，解决农村垃圾收集、转运、处理等基
础设施长期缺位的问题。”陈永富说，按
照省政府的要求，省住建厅给乡村垃圾
的处理设计两条路径：由市县环卫部门
直接将管理和作业方式延伸到乡镇，把
村庄的垃圾管起来；市县财政把处理乡
村垃圾的作业人员和工作经费下拨乡
镇，由乡镇具体组织、负责处理乡村垃
圾。 无论选择哪一条路径，没有资金投
入都是走不通的。

记者在临高东英镇采访发现，一些
角落的垃圾堆确实被清理掉了， 但是，
个别村口和路边又重出现新垃圾堆。 原
因很简单，村里没放垃圾箱，村口没建
垃圾池，关键在于没钱。

垃圾分类形同虚设
若从源头分类 总量可减 50%

东方市大田镇的新宁坡村每隔几
十米就并排放置两个垃圾桶，村民自觉
把家里扫出的垃圾放到垃圾桶里。 虽然

并排放置的两个垃圾桶，一个装可回收
垃圾，一个装不可回收垃圾，但记者打
开多个垃圾桶看到，所有桶里垃圾都是
一样的，废塑料袋、果皮、落叶等混杂一
起，村民并没有分类处理。

2012 年，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曾
经在海口、 文昌等 11 个农村开展生活
垃圾收运处理试点。 结果显示，由于大
部分试点项目距所在市县生活垃圾处
理设施较远，规划的生活垃圾转运站仍
未建设或正在施工， 无法进行转运，加
之日常运营经费不足，统一收集生活垃
圾后，却仍然运至原有简易堆放场填埋
或焚烧，垃圾分类收效甚微。

试点项目涉及的村镇每日产生应
收集清运生活垃圾约 216 吨，实际收集
清运生活垃圾约 88.4吨，经转运至项目
所在市县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进行无害
化处理的垃圾约 53.4吨，无害化处理率
不足 1/4。

海南省固体废物管理中心研究员
张静说， 农村垃圾不分类收集处理，大
幅增加转运处理成本，也大幅缩短无害
化处理场使用寿命。 据测算，农村垃圾
如果收集源头进行适当的分类处理，垃
圾量可以减少 50%以上。像目前这种农
村垃圾不分类全部进行无害化处理的
做法，不具可持续性。

考核监督机制缺失
村干部亲戚成保洁员 领工资不干活

农村垃圾整治， 各地都有资金投
入，聘请专职或兼职保洁员。 然而，在一
些地方，钱虽然花了，但并没有达到应
有的效果，村庄垃圾越堆越高，群众意
见很大。

儋州市王五镇历还村，以前村里每
年出 700 元请两位老人做保洁，两位老
人工作很认真， 村里打扫得比较干净。
去年，镇政府每年出 5400 元，补贴历还
村保洁员，得到的结果是，村里环境卫
生不是变得更好而是变差了，因为新的
保洁员是一位村干部的亲属，六七天才
打扫一次卫生，也没人监管。

记者在东方市采访时，也有村民向
记者反映：以前村保洁员每月补贴 500
元，村里卫生每天都打扫，后来政府把
保洁员每月补贴提高到 800 元，几个保
洁员全部都是村干部的亲属，几天才打
扫一次。

记者调查发现，上述现象不是个别
现象。 随着农村环境整治工作深入，未
来全省将建起近万人的农村保洁员队
伍，如果考核监督机制不完善，整治工
作效果就要打折扣。

农村垃圾不知谁管
主管部门五花八门 上传下达不畅

“农村垃圾整治的文件，有时我们
都不知道发给谁。 ”作为省城乡环境卫
生整治主管单位， 省住建厅分管此项
工作的副厅长陈孝京感到苦恼： 农村
环境卫生整治， 各市县领导都非常重
视， 多数是政府一把手亲自挂帅成立
工作领导小组主抓， 但负责日常工作
的却是不同的职能部门，比如，昌江是
文明办，东方是爱卫办，陵水则专门成
立了美丽办，按照现行的体制，住建厅
无法与各市县的文明办、爱卫办、美丽
办对接。

农村垃圾整治机构混乱，造成的结
果是政策上传下达不畅，全省工作做不
到一盘棋。

“省住建厅召开农村环境卫生整治
工作会议，我们不能参加，而不负责此
项工作的市住房与建设局却能派人参
加，但会议精神又到不了我们这里。”东
方市爱卫办有关负责人说，体制没有理
顺，工作难度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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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性”带来的麻烦

琼海市嘉积镇益群村人许火珠，前
不久举办婚礼，摆 20 桌喜宴，碗、筷和
桌布用的都是一次性的。

“不管是几十桌的喜宴，还是两三桌
的聚餐， 农村请客用一次性餐具非常普
遍。 ”许火珠说，饭后将桌布一掀一收，各
种残羹冷炙连带盘碟碗筷一起打包扔掉，
主人家连擦桌子的工夫都省下了。

省去刷盘子的麻烦，增加了大量的
垃圾。每当春节前后，或是村里办公期，
或是谁家办喜宴， 开了多少桌酒宴，就
会有多少包这样的垃圾。

但是，对于这样的消费习惯，不少
村民并没有认为不妥，反倒觉得是一种
进步。益群村村民老吴就觉得农村聚餐
用一次性餐具既文明又划算， 成本不
高，一桌也不到十元，用完就丢掉，客人
也不用担心卫生问题。

然而，这样的“一次性”带来的是
方便？ 还是麻烦呢？

不可降解垃圾入侵

省住建厅城建处处长陈永富告诉记
者，近几十年来，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交
通的便捷，农村和城市交流日益密切，农
村外出人员在带回财富的同时， 也将现
代工业文明和消费习惯带回农村， 这是
农村垃圾日渐增多的一个根本原因。

许火珠记得， 十几年前她上初中
时，家里备有多套餐具，邻居家请客碗筷
不够还会到她家来借。 许火珠说：“现在
没有哪户农家还会预备几十副碗筷。 ”

陈永富说，1980 年代以前，一个农
民家庭没有产生多少垃圾，吃不完的剩
菜残羹都喂家禽家畜了，家禽家畜的粪
便则作了肥料，人们生活在绿色循环状
态中。而且广阔的农村天地为垃圾自然
化解提供了空间和时间。 事实上，没有
哪一样产自农村的垃圾是无法在农村
自行化解的。

但是，现在农民开始大量消费各种
工业品，无论产品质量好坏，各种工业
化的包装却不可少，化肥袋、农药瓶、罐
头盒、包装袋、橡胶、电池、玻璃等各种
化工产品大举侵入村庄。在不可降解的
垃圾裹挟中， 农村原可降解的垃圾，如
破衣、碎砖等变得不易降解，垃圾总量
成倍增加。

同时，旧有的村庄格局也在发生改
变。 在泥砖瓦屋时代，为方便积肥，村民
的厕所基本和猪舍连在一起，各种剩饭
剩菜乃至人畜粪都可以转化成肥料。而
住进楼房后，厕所移到了室内，增加了
排污排水管道，难题也随之出现。 由于
多数村庄并没有统一规划，各家的污水
随意乱排，有的排到附近田里，有的直
接排到河中，甚至有的直接进入村排水
沟，污染面不断扩散。

全省农村日产垃圾 1163吨

农村垃圾分为四类： 可回收废品，
如纸、塑料、玻璃和金属等；惰性垃圾，
如砖石、 不可回收的塑料和玻璃等；有
害垃圾，如废电池、废灯具、过期药品、
农药等；堆肥垃圾，如厨余、卫生纸、植
物残余、灰渣等。

省环境科学院固体废弃物管理中
心曾经做过深入调研，并以琼海市龙江
镇 3000多人口的中洞村委会为样本进
行过精细测算，农村每人每天产生各类
垃圾 0.277公斤。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
海南农村常住人口 420 多万， 据此推
算，海南农村每天产生垃圾 1163吨。

农村垃圾数量与构成日益与城市
接近， 而农村缺乏像城市一样的收集、
转运、处理方式，这必然带来垃圾围村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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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房前屋后生活垃圾触目惊心。
本报记者 李幸璜 摄

部分农村垃圾遍地。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五指山唐干村，村道整洁，路口摆放着垃圾桶。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很多农村家禽散养，猪和鸡在垃圾堆中觅食。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216吨

生活垃圾收
运处理试点
项目涉及的
村镇每日产
生应收集清
运生活垃圾

88.4吨实 际 收 集 清
运生活垃圾

53.4
吨

经转运进行无
害化处理的垃
圾

25%
无害化处理率
不足 制表 /

王凤龙

破解垃圾围村
观察（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