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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10日清晨，68岁的
云大吉起床后走到院子墙角，
将一袋“不可回收”的生活垃
圾拎出来，准备丢到村口的垃
圾桶里。在他走过的大半个
村庄里，绿草如茵，地上见不
到一片垃圾。

“还是老家好啊！你看我
们的村子，这么干净，这么漂
亮，住着可舒服了！”见到海南
日报记者采访，老人家用自豪
而响亮的声音说，定居在香港
的儿子一再打电话催他去香
港，但他还想在老家多住一段
时间。

湖淡村村民小组，隶属于
文昌市冯坡镇昌里村。几年
前，这里还是垃圾杂乱，蚊蝇
纷飞。现如今，村庄洁净有
序，村民不仅不乱丢垃圾，还
学会了将垃圾分类，啤酒瓶、
包装箱等可回收的垃圾，被整
齐地聚拢在各家庭院里，等待
被回收。

全国人大代表、海南省生
态环境厅厅长邓小刚日前在
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国虽
然出台过垃圾强制分类的相
关规定，可没有统一的分类标
准，各地都在摸索制定地方法
规，需要主管部门牵头，从源
头到最终处置形成有效管理
体系，湖淡村摸索出的成功经
验，值得总结、推广。究竟是
什么原因让一个村子发生如
此大的变化？困扰全国各地
的垃圾问题，为何在湖淡村得
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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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个垃圾
用得着那么费事？
推行垃圾分类，培养分类
意识和习惯是老大难

从冯坡镇墟到湖淡村有七
八公里的路程，由于地处偏僻，
湖淡村一度贫困。云大吉年轻
时就外出闯荡了，他去过泰国，
也曾在广州、深圳等城市生活，
最后定居香港。在城市，他最大
的感受就是“生活居住的环境比
农村干净”。

“可是，为啥我们的乡村不能
变干净呢？”早在1994年的时候，
云大吉就想过这个问题。所以每
次回村，他都有意识地将自家的
垃圾收集起来存放。后来，临近
的凤尾墟有了垃圾桶，他便骑摩
托车将垃圾送到3公里外的镇
墟。当时，有村民不理解，还嘲笑
他：“丢个垃圾用得着那么费事？”

面对嘲笑，云大吉没有辩
解，仍坚持送垃圾，并将自家的
庭院打扫得干干净净。

无独有偶，同样从湖淡村走
出去的云天龙，2013年去日本考
察，看到日本无论是城市还是乡
村都很整洁，老人、青年、小孩，都
不会随手乱丢垃圾，懂得将垃圾
分类。他一下子想到自己的家
乡：“湖淡村也可以这么做吗？”

2014 年，回到海南的云天
龙，首先倡导和推动在他们公司
开发的住宅小区开展垃圾分类
试点：他争取到海口市环卫局的
支持，为小区居民每家每户发放
了两个垃圾桶，再通过物业管理
处对社区居民开展宣传教育，引
导大家养成不乱丢垃圾和对垃
圾进行分类处置的习惯。

然而，结果却并不尽如人
意：虽然很少再有人乱丢垃圾
了，但是大多数人仍没有分类的
意识，不清楚该如何将垃圾合理
分类，回收来的垃圾通常还需小
区保洁员进行二次分类。

城市尚且如此，要在农村推
行垃圾分类岂不是更难？这是
很多人的疑虑。但是，云天龙和
湖淡村的一批乡贤、党员和村干
部并没有放弃尝试和努力。去
年下半年，他们正式提出在村里
实施垃圾分类。

虽然早已在外地有居所，但每年
春节前后，云大吉都会回湖淡村住一
段时间。让他感到欣喜的是，近两年，
也有其他村民像他一样，在家里放置
了垃圾桶，将垃圾收集清理，而不是随
手倒在路口或是小树林里。

偶尔，也有村民陋习难改，随手
就将垃圾丢在了草地上，如果其他村
民见到了，会拍下照片发在村子的微
信群里“曝光”，这个群叫“湖清云
淡”。有一次，在深圳工作的村民云
天鑫在微信群里看到，家中 70多岁
的老父亲乱丢垃圾被村民拍照“曝
光”了，他立即打电话告诉父亲不能
在维护村庄环境方面“掉队”。现在，
乱丢垃圾的现象越来越少。

在海口工作的云天龙几乎每个周
末都会回村，他常常和村干部聚在一
起，甚至把村民请到家中吃饭，商量怎

么把村庄环境整治干净。
湖淡村外出村民约占全村人数

的三分之二，所以村里一直有个传
统：每年春节大年初三都会举行团拜
会，返乡青年和全体村民会聚在一
起。趁这个机会，云天龙等人倡导举
办了“美丽乡村建设论坛”，并邀请省
内外专家学者参加，对村民进行宣传
教育。

85岁的村民陈金英，原本习惯随
手将垃圾丢到山里或是树丛间，今年
春节，她第一次将家里的垃圾送到村
子水库边的垃圾桶里。“虽然要走大概
10分钟的路，但活动活动也挺舒服
的。”陈阿婆说，看到村子越变越美，她
住着也舒心。

为全面改善人居环境，2018年，
湖淡村实施了4大工程：一是对村内
破旧危房进行全面清理，共拆除了

10余间危房，清理了村庄卫生死角
和破旧房屋的建筑垃圾，腾出的空地
种上了草皮；二是完善村内的路网，
硬化的水泥路基本连接到每家每户；
三是安装了太阳能路灯，新建灯光球
场，丰富了村民的休闲文化生活；四
是整合多方资源，筹集资金对村内池
塘进行改造，修缮堤坝、水利灌渠等
设施。

70岁的村民云天宏是一名退休教
师，他的家离山塘水库很近，庭院四周
都是草坪和绿树。每天，他除了读书
看报、喝老爸茶，最大的爱好就是修剪
花草，把庭前屋后打理得井井有条，像
座小花园。每逢周末或节假日，他在
城里的孩子们，都喜欢往老家跑。这
时，他就乐呵呵地“炫耀”：“你看，农村
只要把环境卫生搞好了，一点都不比
城里差呢！”

“获得感、自豪感、幸福感的提升，
是村民自觉参与环境保护的内动力。”
海南大学教授钟哲辉说，美丽乡村建设
中人是最关键的要素。湖淡村能够做
好垃圾分类，离不开村民的热情支持和
参与。

总结湖淡村垃圾分类实践之于乡村
振兴的意义，钟哲辉认为：一方面，湖淡
村探索实施“一核两委一会”村级管理模
式，村干部、党员以及外出返乡人员在美
丽乡村建设中发挥了很好的带头作用，
值得其他乡村学习；另一方面，乡村振兴
过程中要注重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让
村里的事变成大家的事，提高村民的主
人翁意识。

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云天龙没想
到，由于村民对环保理念的认同，湖淡村
的发展规划得以顺利推进，例如村里一座
正在改造中的山塘，淤泥已经堆积了60多
年，清理费用预计近10万元，当他提出从
村集体收入仅存的10余万元中拿出10万
元来完成这项环保工程时，竟然没有一个
村民反对。

冯坡镇昌里村党支部书记云大德
说，看到湖淡村的变化，其他村庄村民都
很佩服，接下来，将组织其他村庄村民到
湖淡村参观学习，同时引导大家发展特
色乡村旅游和高效农业产业，例如民
宿、农家乐等，吸引更多年轻人返乡就
业、创业，增加村民经济收入来源，共同
推进乡村振兴，赋予乡村新的活力，“有
了绿水青山，湖淡村正在着手谋划发展
新产业”。

文昌市冯坡镇人大主席邢增露说，湖
淡村村民实现垃圾分类的事已经引起社
会广泛关注，住建、水务、农业等部门以及
其他乡村群众纷纷前来调研、参观，文昌
相关部门将支持乡村建设污水处理体系，
进一步完善村庄基础设施。

（本报文城3月14日电）

哎呀，老父亲被曝光了！
美丽乡村建设论坛开到了村里，生态环境保护深入人心，邻里亲友
互相监督提醒不能在维护村庄环境方面“掉队”

干净的村子，孩子们更愿意回来
人居环境好，回乡的年轻人越来越多，老人们也更有动力呵护好
村庄环境，村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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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淡探索带来的
不仅是村容村貌的变化
垃圾分类实践赋予乡村新活力，
引导村民发展特色旅游和高效农
业，推进乡村振兴

从提出实施垃圾分类至今，虽
然只有短短半年时间，但湖淡村已
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村看不到
一处露天的垃圾，甚至连苍蝇蚊虫
都比别的村子少很多；家家户户庭
院里都放着两个垃圾桶，一个用来
装矿泉水瓶、废纸箱等可回收的垃
圾，一个用来装不可回收的生活垃
圾。废旧电池等有害垃圾则统一放
在村文化室。

为什么湖淡村村民能自觉做好
垃圾分类？云天龙认为，一是该村前
期进行的环境卫生整治提高了村民
的主人翁意识，他们既是美丽乡村的
建设者，也是受益者，共同维护好村
庄卫生环境，对每个人都有利；其次，
该村民风淳朴，邻里之间团结和睦，
其中不少村民有在城市生活的经历，
有处理好垃圾的习惯和意识；第三，
乡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紧密，熟人社
会，容易形成监督机制和道德约束
力，例如一些外出工作的年轻人也会

对在老家的亲人进行监督和教育；四
是制度保障，2016年以来，湖淡村就
开始了保洁员制度和“门前三包”责
任制。

村民云天化的儿媳妇王咸花平
时在琼海工作，因为经常参加社会
志愿服务活动，曾系统地研究过城
市垃圾分类。今年春节回家，她专
程带回一些垃圾样本，在村文化室
给村民们上了一堂如何将垃圾进行
分类的讲座。

村民云翠兰的外孙女王美茵在
文昌市文城镇读小学六年级，今年
春节到外婆家时，也学习了垃圾分
类方法。现在，她每天跟外婆通电
话时总不忘问一句：“阿婆，你将垃
圾分类了没？分得对不对？”一说到
这儿，老人家就笑得合不拢嘴。她
说，干净舒适的村子，让孩子们更愿
意回来，老人们也更有动力呵护好
村庄环境。

湖淡村村民小组组长云天春介

绍，村民主要将垃圾分为三种类型：
可回收垃圾、不可回收垃圾和有害垃
圾。其中，可回收的垃圾由村民保存
在家中，村里联系了废品收购站，每
隔十天半个月上门收购；不可回收的
生活类垃圾，由村民收集后投放在设
在村头的垃圾桶里，由保洁员清走，
日清日毕；有害垃圾，统一放在村文
化室，由市环保部门来处理。

负责冯坡镇昌里片区垃圾清运的
保洁员符彬注意到，相比其他乡村，
湖淡村不仅垃圾少，垃圾桶也是最干
净的，因为大家都自觉把垃圾投放在
桶内，很少堆放在桶外，所以清运时
方便省事。

村民云天松平时在海口工作，现
如今几乎每个周末都会带妻儿回
村。“村里空气好、环境好，小孩子有
玩耍的空间，都愿意回来！”他说，湖
淡村的人居环境好，回乡的年轻
人也越来越多，村里呈现出
前所未有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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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回收的生活类垃圾，集中投放在设在村头的垃圾桶里，
由保洁车清走。本报记者 袁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