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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A01版
时光倒流至2016年8月，习近平总

书记来到班彦村考察。他走进村民新居
察看面积、结构、建筑质量，同监理新居建
设的村民们交流。吕有金清晰地记得，那
天，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看反映乡
亲们过去居住的旧村状况的视频。

“十年九旱，靠天吃饭”。易地搬迁
前，吕有金住在青藏高原六盘山连片特
困区的脑山地区。吃窖水，走山路，7公
里陡峭崎岖的土路把他和乡亲们祖祖辈
辈困顿在山里。

“党和政府就是要特别关心你们这
样的困难群众，通过移民搬迁让你们过
上好日子。”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让吕有
金的心暖暖的。

好日子真的来了！吕有金开办家庭
酿酒作坊的第一年就赚了3万元。

“安顿下来后，生产要搞上去，生活
要自立。”吕有金告诉记者，不能忘记总
书记的嘱托，不能在发展上再落后。“脱
贫‘摘帽’了，腰杆一下硬了！”

新村充满新气象，通了天然气，接了
自来水，汽车可以开到家门口。居住区
和养殖区隔离建设，每家每户修了水厕、
排水管网，村里建了一座日处理能力
100吨的污水处理站，污水不再横流、垃
圾不再乱倒。

“这个季节生意是淡季。闲下来，我

就带孙女。”记者顺着吕有金手指的方向
看去，孙女卧室炕上放着书，炕旁搁着小
书桌。“从家里到村里小学，走路不到10
分钟，这在过去想都不敢想。”

【记者手记】

“住有所居”既是承诺，也是责任。
住房问题是重大民生问题，关系着千家
万户的基本生活保障。

“安居”是“乐业”之本。“挪穷窝”“拔
穷根”，开对方子、找准路子。针对特殊
地区实施易地扶贫搬迁，从根本上改变
深度贫困地区困难群众的居住和生产条
件，辅以教育、培训、产业指导，才能帮助
贫困人口真正摆脱贫困，在致富奔小康
的路上同全国人民一起奔跑。

【故事二】“有里儿有面
儿”胡同讲述老北京“新乡愁”

老砖老楼，灰墙青瓦，北京南锣鼓巷
片区雨儿胡同里，燕子不时掠过头顶，飞
回老房子屋檐下的燕巢里。

站在胡同西口的玉河边上远眺，绿
树成荫、水穿街巷的美景，让住在这里数
十年的68岁居民李伏生阿姨怎么也看
不够。

曾经，这里的许多院落都是大杂

院。“那时候胡同真是破败，水电设施跟
不上，厕所条件不好。”李伏生回忆道，

“又杂又乱的胡同，光开墙打洞的小卖
部、餐馆、冷饮店就有七八家。”

五年前，雨儿胡同的29号院和30
号院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习近平总
书记来到这里，看望老街坊，听取大家对
老城区改造的想法。

五年间，随着修缮整治的进行，雨儿
胡同一天一个样。在总书记曾经探访的
雨儿胡同30号院，存在多年的违建已拆
除，地面辟出了绿地，宽敞的院落恢复了
青砖灰瓦、红门、绿格窗的古朴样貌。

街面上的变化是外人能看到的，院
落里的冷暖只有当地居民才能体会。自
从自建房拆除后，新添了绿植，加宽了过
道。“夏天，和老邻居坐在院子里下下棋，
天南地北聊得好不惬意！”李伏生对现在
的生活特别满意。

李伏生的家里，厨卫设施齐全。“用上
了电磁灶，做饭安全、干净了许多。门窗
也换了新的……生活更方便、更现代化。
终于过上了有里儿又有面儿的生活！”

在北京东城区“申请式改善”的工作
模式下，居民的生活条件和生活环境都
得到了较大改善。如今，雨儿胡同内的
违建和自建房多半已经拆除。工人们正
在加紧施工，力争年底前完成改造修缮，
迎回“老街坊”。

【记者手记】

保护利用老城，复兴历史风貌，保障
居民宜居，这是一项对人民对历史负责
的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老城区和棚
户区改造，强调要让大家居住更舒适、生
活更美好，解决好大家关心的实际问题，
让大家住在胡同里也能过上现代生活。

北京开始了一系列多元探索：从申请
式腾退，到保护性修缮、恢复性修缮，让传
统风貌重现；从申请式改善，到让胡同居民
过上现代生活，再到居民自治共生院……

古老的胡同注入新的生命力，悠悠
古都讲述着老北京的新乡愁。

【故事三】“老棚户”的“花
果园”生活越来越美

粉的、紫的、白的紫薇花开满绿地，
淡淡的香气充盈着夏日的清晨。甩着
手、健步走，在武汉市青山区青宜居小区
里，刘桂华以晨练开启新的一天。

“现在，我们居住的环境越来越好
了！”刘桂华由衷感慨。

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
考察，来到武汉市青山区工人村街。“总
书记询问棚户区项目建设，了解我们的

生活情况。”刘桂华对一年多前的那一幕
场景，记忆犹新。

“棚户区改造事关千千万万群众安
居乐业。我们的城市不能一边是高楼大
厦，一边是脏乱差的棚户区。”习近平总
书记的话，让刘桂华感受到浓浓的温情。

刘桂华居住的社区位于曾经是武汉
最大规模的棚户区——工人村。上世纪
50年代，为建设武钢，来自四面八方的
产业大军在搭建的简易工棚安家落户，
经年累月形成了工人村。

“那时候住的很难说是像样的房子，
大多由青砖加石棉瓦临时搭建而成。进
门要低头，白天要开灯，厨房当卧室，厕
所排长队，家家生炉子，户户冒油烟。”刘
桂华6岁时跟随父母从河南搬到武汉，
一直住在工人村。

通过棚改，武汉青山区1.3万余户、4
万多人的棚户家庭从低矮潮湿、漏雨透
风的棚户中，搬进了宽敞明亮、配套完善
的现代化小区，圆了安居梦，刘桂华一家
也在2015年搬进了新小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目前全国棚户
区改造任务还很艰巨。只要是有利于老
百姓的事，我们就要努力去办，而且要千
方百计办好。

如今，工人村街小区环境日益改善，
楼房外立面整修如新；小区实施海绵工
程，铺上渗水砖，改变了下雨污泥、积水

混流、“一走一脚泥”的状况；小区补种了
紫薇花、栀子花、桂花，加上原有的枇杷
树和橘树，宛如一个花果园。

“现在周边大大小小的超市、药房随
处可见，学校、医院等配套齐全，地铁5
号线即将修到小区门口，两年后坐地铁
一个小时就可以逛遍武汉三镇。”刘桂华
开心地说，将来青山有4条地铁线开通，
以后和老伴出去逛更方便了。

同样曾在工人村棚户区居住了50
多年的苏忠社老人，写下一副对联：“破
屋一比一换新房，政府心连心人为本”，
横批“感谢共产党”。

【记者手记】

改造棚户区，让亿万居民圆安居
梦。党的十八大以来，这项重大民生举
措快步推进。

截至 2018 年底，上亿居民“出棚进
楼”，住房条件得到极大改善。棚户区改
造在有效改善困难群众住房条件的同
时，为提升人居环境、缓解城市内部二元
矛盾、提升城镇综合承载能力、促进社会
和谐稳定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
欢颜！一砖一瓦，为百姓筑起遮风挡雨
的房子，搭起奔向幸福生活的希望。

（新华社北京8月11日电）

为了梦圆安居，创造幸福生活

红榜

黑榜

找差距抓整治 改善人居环境

■ 见习记者 谢凯
特约记者 邓积钊 通讯员 林小丹

8月8日上午，海南日报记者走
进屯昌县屯城镇红花村，村口的池
塘休闲点让人感觉仿佛进入了公
园。池塘上修建了木栈道和亭台，
方便村民和游客休息赏景。

顺着环村路步行进入村庄，可见
村道干净整洁，每隔一段距离就设置
有排水口，排水口下的沟渠会统一把
雨水排放到村口池塘中；每家每户的
生活污水会经由排污管道接到屯城
的市政污水管里排放。海南日报记
者在现场看到，村民家周围的物品被
码放得较为整齐，车辆都有序停放。

记者见到，一位村民在自家门
前还自觉捡起落叶丢进垃圾桶内。

“经过我们长年累月的教育，现在
村民们卫生习惯自觉性强，连许多
小孩子看到垃圾都会捡起来丢进垃

圾桶。现在基本上不用再去劝
导。”红花村村民小组组长洪光雄
边走边向海南日报记者自豪地介
绍。他说，每逢节假日或者台风等
天气导致垃圾增多时，村里会组织
干部群众开展卫生大扫除；平常兼
任村里保洁员的他也会经常在村里
巡查，看到垃圾就打扫，保证全天
候村里卫生干净整洁。

2015年，红花村开始美丽乡村
的建设，政府给村里修建了硬化
道、村民休闲点和其他一些基础设
施，村里的人居环境越来越好，村
民们也渐渐地对卫生环境更加重
视。村里设立了村规民约。村里
还把一个个垃圾桶摆放在每家每
户附近，居民都自觉地把生活垃圾
放到垃圾桶里。每户人家的房前
屋后则由居民自行打扫，严格落实

“门前三包”责任制。
（本报屯城8月11日电）

屯昌红花村：

清扫垃圾成习惯 村庄整洁又美丽

屯昌周朝村：

房前垃圾乱堆 村道污水横流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乡村振
兴战略的重要任务，中央和省委
高度重视，给予政策支持、资金支
持、人员支持。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过程中，有些村庄成整治范例，
有些村庄则成反面教材，关键还
是要抓住“人”这个根本要素。

搞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民是
实践主体。红榜的村庄都有一个共
同点，就是村民的思想觉悟在不断提
升。例如，屯昌的红花村、南熙村等，

经过长期的宣传，爱干净爱卫生成为
村民的高度自觉。

而一些村庄人居环境整治还存
在薄弱环节，其中，村民没有养成卫
生习惯是最主要因素；与此同时，一
些干部没有重视此项工作、没从政
策和制度上抓落实，导致农村人居
环境长期没有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治理，重在提高每
个人的参与热情，只有营造“人人保
护环境、人人爱护家园”的良好氛围，
让每个人都自觉行动起来，才能让农
村的人居环境越来越好、越来越靓。

短评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关键在人

本报八所8月11日电（记者刘
梦晓 通讯员麦凤完）生活垃圾填埋
场渗滤液经过MBR生化系统、外置
式超滤、纳滤系统等环节作业，被过
滤成清液，清液再经过在线系统监
测，确定达到处理标准后，便排至市
政管网，有效降低污水的直接排放
率。这是海南日报记者近日在东方
市生活垃圾填埋场渗滤液处理站了
解到的情况。

这对环保很有意义。“渗滤液处
理工艺是一种无害化的工艺，经过处

理后，所有的化学需氧量、氨氮、总
氮、总磷等直降到非常低的程度。生
活垃圾填埋场渗滤液处理站可以实
现周边垃圾的渗滤汇集，经过处理后
再排放至河道，就不会对水体产生污
染。”现场技术人员介绍。

记者从东方市环卫局获悉，去年
9月，东方市投资3000万元对市生活
垃圾填埋场渗滤液处理站实施了改扩
建工程，于当年12月完工投入使用。

这解决了东方环保工作的一大
需求。东方市环卫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东方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每
天垃圾进厂量达500吨以上，产生
的生活垃圾渗滤液将达到100吨以
上，而原有的处理站日处理能力只
有50吨，远远不能满足当下及未来
需求。改扩建工程完工后，其日处
理能力达到300吨。

据悉，该改扩建项目投入使用以
来，已处理生活垃圾渗滤液2.3万立
方米，排出清液2.1万立方米，对于
改善东方境内河流水质起到积极
作用。

东方市利用先进工艺促进环保

垃圾渗滤液变清液，降低污水直排率

海口举办暑期公益夏令营

“红树林小卫士”
探索湿地奥秘

本报海口8月11日讯（记者计思佳 见习记
者习霁鸿 通讯员王珊珊）8月11日，由共青团海
口市委、海口市少工委主办，海南（海口）青少年活
动中心承办的“领巾飞扬 欢乐一夏”暑期公益夏
令营“红树林小卫士”自然科考体验活动顺利进
行，近100名孩子和家长走进东寨港红树林保护
区，了解湿地保护知识。活动培育青少年争当“红
树林小卫士”。

走进红树林博物馆，志愿者老师小营员普及
红树林科普知识，从红树林生境等方面阐述湿地
与人类生存、繁衍及发展息息相关的重要性。穿
过湿地摄影作品的玻璃长廊，营员们还在红树林
栈道导赏中认识了秋茄、木榄、桐花树、海莲等
湿地植物，并观察到许多独特的植物生理现象。
步入保护区，志愿者老师沿途之中就红树林保护
区概况做了详细介绍，引领大家走近神奇的大自
然。深入红树林腹地，营员们赤脚进入红树育苗
基地，近距离观察红树特质、感受湿地的“柔
软”。活动最后，青少年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利用
一片片树叶制成叶拓绘画，将红树林的景色留在
购物袋上，为本次活动画上完美句号。

“今天的活动非常有趣，看到了很多新鲜的
生物，感觉它们非常美、非常神奇，对我们人类也
非常有益。我们应该好好保护它们。”一位小营员
向海南日报记者说道。家长们也纷纷表示，应该
多举办此类活动，从小增强小孩的环保意识，让保
护生态环境成为后代的良好习惯。

共青团海口市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期“红树
林小卫士”自然科考体验活动旨在通过认知与体
验，引导青少年亲近自然，保护湿地生态，积极
参与到保护湿地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行动中
去，为海口国际化滨江滨海花园城市建设贡献青
春力量。

第二届“儋州好人”
评选报名通道开启

本报那大8月11日电（海报集团全媒体中
心记者易帆）日前，儋州市“东坡故园·最美儋州”
系列评选表彰活动启动，作为此次活动的重头戏，
第二届“儋州好人”的评选报名通道已开启，民众
可通过单位推荐、群众推荐、个人自荐等三种方式
推荐身边的“儋州好人”。

去年，首届“儋州好人”系列评选活动举办，评
选出了一批温暖人心、令人敬仰的典型人物，如义
务疏导交通15年的新州村村民吴应达、坚守“孤
岛”教学20余年的南丰小学教师符木里、悉心照
顾孤寡老人和弃婴的福利院院长符尚飞等。“儋州
好人”不仅感动了整座城市，更为社会树立了精神
模范和道德丰碑，让更多的儋州人以他们为榜样，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今年，第二届“儋州好人”系列评选活动继续
寻找在儋州各行各业具有杰出贡献或重要表现的
人物；爱岗敬业、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非凡事迹的
人物；以个人力量为社会公平正义、和谐稳定做出
积极贡献的人物；个人在生活、家庭、情感上表现
感人、体现中国传统美德和良好社会风尚的人物；
获得重大荣誉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人物。

据了解，评选报名通道已开启，民众可通过以
下方式向活动组委会推荐身边的“儋州好人”：

（一）关注南国都市报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
菜单栏“儋州好人”—“儋州好人推荐”，按要求填
写提交即可。

（二）到活动组委会办公室或到儋州市教育
局、市妇联、市直机关工委办公室领取相应推荐表
进行填报推荐。组委会办公地址位于儋州市市直
机关大楼0517室，电话：（0898）23322071。

（三）通过纸质信函寄至活动组委会办公室或
各牵头单位办公室进行推荐。

（四）通过发送邮件至活动组委会办公室邮箱
进行推荐：dzswmb＠163.com。■ 见习记者 谢凯

特约记者 邓积钊 通讯员 林小丹

建筑材料和垃圾随处乱堆、房前
屋后乱搭乱放、生活污水横流，“门前
三包”责任制成为一纸空文……这是
8月8日，海南日报记者在屯昌县南
坤镇周朝村了解到的情况。

走进周朝村，村里一些家庭正进
行新居建设，建筑材料到处乱堆乱
放。村内一处自然水渠里散落各种
垃圾，雨水夹杂着垃圾，散发出阵阵
恶臭。许多村民房子周围横七竖八
地堆放着木材、生活用具及陈年垃
圾，地上满是各类食品塑料袋和枯枝
落叶，看起来一片狼藉。住在村道附
近的一位村民向海南日报记者表示，
村里的垃圾桶有时两三天清理一次，
有时一个星期清理一次，他们经常会
被这些累积的垃圾熏到。

海南日报记者注意到，村内一些
道路还没完成全部硬化，生活污水横
流在土路上，肥料袋、塑料垃圾、废弃
石头等散落在道路上；有的垃圾就堆
放在村民房屋的大门前。

记者通过对村民的采访还发现，
“门前三包”责任制成了一纸空文。有
的村民甚至对“门前三包”毫无概念。

针对走访中发现的问题，记者找
到了村党支部书记黎禄友。他表示，
将召开村民会议，召集干部、保洁员
和村民开展卫生清理工作。“周朝村
委会管理有10个自然村，范围大、人
数多，垃圾清运受客观原因限制，没
法及时清理；加上大部分村民一直没
有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环卫工作开
展很不到位。”黎禄友表示，“今后还
得加大宣传力度，让大家自觉维护环
境卫生。”黎禄友说。

（本报屯城8月11日电） 周朝村民房边垃圾杂物乱堆。 见习记者 谢凯 摄

干净整洁的红花村村道。 见习记者 谢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