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通讯员 罗明伟

从“人工湿地”到小型“净化器”，
农村污水不再横流

在攸县上云桥镇高岭村，106国道的一
边是连片的村民房屋， 另一边则是一片绿
意盎然的“湿地”，香蒲、芦苇等10余种水生
植物长势很好，紫色、黄色的花点缀其间。

“这是一块人工湿地，占地约3亩。 ”攸
县环保局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 周边数百
户村民的生活污水、农田排水，经由两根管
道，分别排入这块人工湿地。 其中的水生植
物通过发达的根系吸收污水中的COD、氨
氮、 总磷等污染物； 池底的沸石等填料沉
淀、过滤和吸附一部分污染物；底泥、各种
微生物通过代谢作用， 对水体中的部分污
染物进行分解。

据介绍， 以前周边农村的生活污水都
是随意排放， 最终流入下游3公里的洣水；
现在这些污水经过人工湿地处理后， 能达
到一级A类标准。

除了这样的大型污水处理设施， 目前
攸县有5000多户村民家中都建有“四池净
化系统”。 农家小院里，一个约4平方米的长
方形池子分为4小格，从污水池到厌氧池到
沉淀池再到植物吸收池。 经过这样的小型

“净化器”， 一家一户的生活污水就能环保

排放。
生活污水处理只是农村环境治理的一

面。从2014年起，攸县19个农村乡镇所辖的
257个村全面开展环境综合整治。 目前，全
县已设立10个水源保护区， 通过修筑截污
沟渠、安装防护围栏等方式，保障农村饮用
水安全；采取“一氹二池三桶四筐”的分类
收集与处理方法， 全县农户配备垃圾池普
及率超过80%；设立了123个废旧物资收购
点和19个回收中心，形成县、乡、村三级再
生资源回收网络。

“卫生好不好，事关找对象”，
环保意识渐入人心

新市镇新联村村民谭香娇家的后院，3
个桶、4个筐，一字排开，分别放置有害物、
有机物，金属制品、塑料制品、纸制品等垃
圾。 她逐个向记者介绍，有害物、塑料送去
村里的回收点， 有机物放到门前的氹里沤
肥，金属、纸制品就卖给收废品的，“一个月
可以卖10多块钱”。

这样分类嫌麻烦吗？“已经习惯了，有
的桶子、筐子换了两三个了。 ”谭香娇笑着
说， 受大人影响，1岁多的小孙子也知道不
同的垃圾要放在不同的桶里。

每个季度， 新联村每个组要对农户家
的周边环境、公共卫生等打分，评选2个做
得最好的，分别奖励100元；同时，村组之间

每个季度也会开展评比。
“刚开始有村民很不愿意。 ”谭香娇说，

后来环境变好了，住得更舒服了，垃圾分类
处理慢慢就变成一种自觉行为。 加上邻里
之间有对比，也就有了不甘落后的心理。

“如果没把屋场环境搞好，介绍对象的
时候都可能会被嫌弃。 ”攸县环保局副局长
吴建国告诉记者，经过近5年实践，老百姓
的意识逐步转变， 把保护环境变为一种自
发行为。

数据显示，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让全县
5.5万多人受益。

严格考核“绝不留情”，
让环境洁净成为常态

8月2日， 记者在攸县城乡环境同治工
作办公室主任贺明的办公桌上， 看到一份
二季度各村（社区）的环境考核结果。 全县
289个村逐一排名。 有的因垃圾分类后未彻
底处理而扣分，分数细化到小数点后两位。

别小看这个办公室的“权力”，这个拥
有正式编制的县级正科级单位， 全国独此
一家。“攸县经验”近年广受关注，并被环保
部向全国推介。 在贺明看来，关键在于有制
度保障。首先就是从2012年开始实施“城乡
同治、结对共建”。 35名县级领导、99个县直
正科级单位、147个二级单位全部分类与
304个村（社区）结对办点，机关企事业单位

3500余名党员干部与办点村困难群众、种
养大户或重点对象结成帮扶对子。 同时，将
各乡镇、部门单位和村、社区的洁净行动目
标细化、任务量化，纳入全县预安销号和绩
酬挂钩内容， 促进每一项任务都能落到实
处。

“最重要的是摸索出了一套完善的考
核制度。 ”贺明介绍，如对乡村推行重奖重
罚机制。 每个月，采取暗访方式对全县289
个村逐个检查， 留下文字、 录像等真实记
录。 根据检查结果，每季度考核排前3名的
乡镇，在享受县财政资金扶助的基础上，再
奖励3-5万元；排后3名的乡镇，取消县财政
资金扶助，同时处罚3-5万元。

如今， 攸县环境治理已经变成一项系
统工程，从垃圾分类、污水处理、乡村绿化
等，延伸至闲置破败空心房处理、再生资源
回收、医疗垃圾处理、“两江四岸”保护等多
个方面。 目前，攸县与华新水泥签订了生活
垃圾预处理项目协议，切实减少污染；投资
1.1亿元建设再生资源产业园，计划3年打造
年处理20万吨以上的再生资源综合回收、
分拣、加工、处置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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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8月3日讯 （记者 曹娴 李伟
锋） 人人都有一份乡愁， 那里只有青山绿
水，没有脏乱污染。 今天我省召开农村环境
综合整治全省域覆盖工作电视电话会，明
确村庄饮用水卫生、生活污水处理、垃圾定
点存放清运和无害化处理、 禽畜粪便综合
利用等治理指标，用5年时间完成全省域农
村环境综合整治。

来到长沙望城，田园风光如诗如画；走
进株洲攸县， 干净整洁心旷神怡……近年
来， 我省先后在湘江流域及洞庭湖地区人
口密集区农村、28个试点县（市、区）推进农

村环境整治，效果良好。 但相对全省4万多
个行政村而言， 目前整治覆盖面还不到
20%。 经测算，2013年全省农村地区主要污
染物COD排放量为120.9万吨/年、 氨氮为
15.86万吨/年，已达全省排放总量的“半壁
江山”。

根据全省域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的工作

方案，将加强农村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取缔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所有违法建设项目，
逐步建立覆盖全省的水质检测网络， 村庄
饮用水卫生合格率达到90%-95%以上。 建
立散居户、 自然集中村落和乡镇生活污水
处理体系和后续服务体系， 加强污水处理
设施运营监管，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率要达

到60%-70%以上。 采用“户分类、村收集、
镇转运、县处理”的方式，让生活垃圾100%
实现定点存放清运。 推广垃圾卫生化填埋、
无害化焚烧、堆肥或沼气处理技术，禁止和
取缔垃圾违法处理，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
率、禽畜粪便综合利用率要达到70%-80%
以上。

编者按 火热暑期，旅游升温。 为倡导文明
旅游，湖南日报从今天起推出“暑期旅游呼唤文
明”专栏，报道各地旅游行业、景点景区、导游游
客尤其是青少年游客讲文明、重礼仪的新风尚；
并曝光不文明旅游行为，以营造有德光荣、失德
可耻的文明旅游氛围，形成遵守社会公德、讲究
以礼待人的文明旅游共识。 敬请关注。

常德:
带“文明”出游
向“陋习”说不
湖南日报8月3日讯（记者 尹超）“很干净，景区

内几乎见不着摊贩， 道观里也没遇到像有的地方那
样索捐‘功德钱’或坑蒙游客的现象。 ”今天下午，记
者踏入常德桃花源景区， 与来自北京的游客张先生
一行攀谈时， 他们认为提升景区和游客自身的文明
程度，是快乐之旅的重要因素，景区和游客是相互作
用、相互影响的。

寻访秦人古迹， 在桃花溪畔的桃林树荫中漫
步； 感受浪漫风情， 在柳叶湖旁的“欢乐水世界”
里戏水……盛夏的常德旅游， 在给人送来阵阵清凉
时， 也让人倍感“文明” 的热度。 不久前， 一位造
访桃花源景区的省外游客徐先生， 边观景边抽烟，
全然无视景区的 《入园须知》， 将烟头随手扔进了
草丛里。 正在巡查的景区工作人员小李见状， 急忙
跑过去捡起烟头， 一不小心还烫到了手指。 见此情
景， 与徐先生一行的游伴一边指责他， 一边向小李
表示歉意。

8月1日,周六，常德欢乐水世界逾3万人欢聚，排
长队体验游乐项目自然成为常态。 游乐区负责人刘
世杰,向记者谈起一件令他十分感动的事：一位男子
带着女友想插队，女友却执意要排队；不愿在太阳下
暴晒的男子，还是插了队。 工作人员小刘见状，提醒
这位男子到后面排队，不料，男子恼羞成怒，竟要动
手打小刘。女友急忙拉开男子，软言细语开导,男子不
再插队。

桃花源景区管理人员刘伯源介绍说，随着“景区
创5A、员工创5星”活动的开展，景区越来越规范、文
明，游客的不文明行为也就相应减少了。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传奇故事里，那些拥有藏宝图的人，是
神秘而富有的。

手握湘西富矿的秘密， 省有色地质勘
查局245队地质专家、83岁的鲍振襄， 租住
在湘西吉首市一栋偏僻的民房内， 过着清
贫而忙碌的生活。

探明潜在价值5000亿元矿产资源
盛夏的一个上午，记者走进这套位于3

楼的民房，鲍老刚刚吃过早餐，桌上的稀饭
还没有收拾。

“昨天晚上工作到两三点，起得有点晚
了。 ”鲍老解释。

鲍老人很瘦，但精神健旺，洗得发白的
灰色工作服，还是上个世纪单位发的，穿在
身上有些空荡。

每天晚上， 鲍老一般7时半开始工作，
至少工作到凌晨一两点，“晚上脑袋很清
醒， 白天没想明白的， 晚上在梦里想清
了。 ”

小外孙有段时间跟着鲍老在吉首生
活，半夜醒来，见外公还在工作，就问：“姥
爷， 你们老师怎么布置那么多家庭作业
啊？ ”

“鲍老是我们245队最忙的人，”省有色
地质勘查局245队队长全飞说。

有一年大年三十， 全飞还碰到鲍振襄
往队里跑，哼着小调，看起来心情不错。 全
飞问他怎么过年也不去娱乐一下，他答道：

“别人打牌高兴，我做事高兴。 ”
“别人以湘西偏僻贫困不愿来，我认为湘

西是地质人梦寐以求的探矿处女地。 ” 鲍老
说，湘西成矿条件优越，埋藏着丰富的宝藏，

而地质勘探成果和地质资料，就像藏宝图，内
行人得到了，就能按图索骥，找到宝藏。

在高山密林里，鲍振襄和他的队友们，
用双脚丈量大地，用双眼观察岩石，用双手
发掘矿苗， 探明了潜在价值5000亿元的矿
产资源。

“沉积相位于陆棚深水沉积环境；含矿
岩系厚度大，发育完整，尤其富含有机质；
矿区位于平缓开阔的向斜构造。 ”这几句晦
涩难懂的话， 是鲍老用一生的时间为湘西
寻找钒、钼、镍矿绘制出来的“藏宝图”。

而鲍老用自己多年的经验，写下的200
多篇专业论文， 成为地质找矿宝贵的精神
财富。

245队年轻人写的论文，也总是请鲍老
提意见。

鲍老手把手带过245队10多名徒弟和
两代总工程师，个个成为技术骨干。

“地质科学，越老越有兴趣”
上世纪50年代从南京大学毕业， 鲍振

襄选择“到最艰苦的行业去”，成为一名找
矿人。

上世纪90年代初， 是地质勘探的低潮
期，鲍振襄从245队退休，回襄阳老家安居。

鲍老有两个女儿， 但都没有在身边长
大，因为夫妻二人都是搞地质的，没有时间
带孩子。 说起来鲍老也颇为遗憾，孩子忽然
就都长大了，都没看到成长的过程。 好在退
休后，有了时间带外孙，算是弥补遗憾。

2004年，全国地质工作又开始“热”了
起来， 地质人才出现断层，245队向退休的
老地质专家发出了召唤。

女儿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父亲再回吉
首。

大女儿说：“我们家又不是没钱用，而
且您身体又不好。 ”

小女儿说：“现在一些年轻人都不看重
事业了，您70多岁的人还追求什么事业。 ”

然而，鲍老还是想回去。
“是我自己离不开地质勘探啊！ ”鲍老

说，地质是神秘的学科，自己越陷越深，越
老越有兴趣。

接受245队的邀请回到吉首，本来说只
干半年，却一年两年地留下来了。从2005年
到2015年， 又是10年时间， 他一直租住在
245队附近的民房里。

“搞地质工作还能治病呢，你看我现在
精神多好，早几年闲在家还得了场大病，现
在什么毛病都没有了。 ”鲍老说，这里空气
好，水土好，每周都要去山里背一次水，来
回数公里，身体越来越好。

今年7月，245队建队50周年，出了一本
论文集，主编是鲍振襄，书名是他定的，也
是他内心的写照：《追寻地质梦》。

“抠老头”的人间好时节
在一些人眼里，鲍振襄是个“怪人”。
记者在寻找鲍老租住的房子时， 一个

邻居不屑地说：“哦，那个抠老头啊，那么大

年纪还那么拼命。 ”
在鲍老的家里，没几样像样的家具，工

作用的椅子甚至没有靠背，用报纸垫着，算
是稍微软和点。

挂衣服的衣架是鲍老自己用铁丝做的，
衣柜里全是工作服和工作鞋， 上世纪70年代
的队服还挂着，洗得发白了，依旧整整齐齐。

鲍振襄没有电脑，也不是学不会，他只
是觉得精力有限，学了电脑，其他的工作就
要拖慢了；

鲍振襄手机老是停机， 手机是队里配
给他的，因为老找不着他，但他还是经常忘
记充电和充话费；

鲍振襄10年没看过电视， 因为没时间
看……

书桌上用来写字的纸都是印刷纸的反
面，用铅笔写第一遍草稿，钢笔改第二遍。

生活俭朴得近乎清贫。
“我不去想年龄、病痛，有多少钱，还能

活多久，我不管这些事。 睡了一晚，起来了，
好啊，我还活着，那就继续工作。 ”

鲍振襄喜欢古典文学， 但是没有时间
学诗写诗。

宋代无门禅师的一首诗偈是鲍老的最
爱：“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
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 ”

盛夏时节，83岁的鲍振襄缓缓念着诗，
此时他的老伴进来，撤去昨天泛黄的茉莉，
换了一盏新鲜的茉莉花， 老式电风扇左摇
右摆，清香盈室。

70双“千层底”
感谢子弟兵

湖南日报记者 周小雷 通讯员 卓健 夏雄飞

“你们就像我的亲人， 感谢对我孙女的一路相
助！ ”8月3日，常德市德山镇二里岗村居民雷芳应，将
自己用半年时间做的70双“千层底”棉拖鞋送到了当
地的预备役官兵手中， 以感谢部队多年来对她的帮
助。

雷芳应今年64岁，2004年，丈夫因为白血病不幸
去世，2005年儿子史国荣又因车祸成植物人卧床至
今，尚未清醒，儿媳妇早在2001年就不幸去世，家中
无任何经济来源，依靠政府救济，和孙女史宇晨相依
为命。

2012年，孙女史宇晨考上了大学，可是家里已经
没有办法支付学费， 湖南某预备役团了解到这一家
人的情况后，毅然承担起了史宇晨的所有学费，每逢
节日， 部队官兵还要为在家里照顾儿子的雷芳应送
去慰问金和生活物资。 就在前几天，因为担心母子俩
熬不过现在的高温天气， 官兵们又给他们装上了铝
合金窗户和空调。

感受到部队官兵对自己的真情实意， 坚强乐观
的雷芳应很想报答这一份恩情， 可是家里又没有拿
得出手的礼物。 想来想去，最终想着为官兵们送几双
自己亲手做的“千层底”棉拖鞋。 她感激地说：“我就
是看见他们对我的孙女儿这么关照， 我要为他们做
出一点点贡献，心里才过得去！ 不是他们，孙女儿读
书的学费我根本就承受不起，他们心里有我，我心里
也有他们！ ”

雷芳应还说：只要自己身体还好，以后每年都会
给官兵们做鞋，也希望自己的孙女能参军入伍，做一
名和这些帮助自己的官兵们一样的最可爱的人。

进一家门 办两家税
8月起国地税新旧系统双轨试运行

湖南日报8月3日讯（记者 秦慧英 通讯员 何峙
嵘）“左边窗口办国税，右边窗口办地税，一次就能同
时办完两家的税务事项。 ”8月3日，在望城区政府政
务中心，前来办理税务登记变更的莫女士高兴地说，
望城区国地税合署办公，让纳税人“免去两地奔波，
省事不少”！

“我们现在是国地税‘合署办公’，但不久之后，
就能真正实现‘合作办税’了。 ”望城区地税局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今天是8月的第一个工作日，也是我
省国地税“金税三期”优化版启动新旧系统双轨试运
行的第一天，如试行顺利，10月1日起，国地税将全面
统一运行“金税三期”系统。 届时，莫女士不仅能享受
进一家门办两家事， 更能实现在国地税任一窗口办
两家税的便利。

望城区在今年4月下旬率先开始试行国地税合
署办公，并在阳光定税、核定征收、纳税信用等级评
定等方面进行了合作，而随着系统的统一，今后还将
在税务稽查、联合执法等方面开展合作，国地税双方
的合作宽度与深度都将进一步加强。

据介绍，“金税三期”是国家“金字号”工程的重
大项目， 相比我省现行国地税分别运行的综合征管
系统， 其实现了国地税两个系统数据之间的互联互
通，将为纳税人带来极大便利。

暑期旅游呼唤文明

“抠老头”怀揣藏宝图
———记省有色地质勘查局245队地质专家鲍振襄

绿色潇湘 诗意家园 攸县农村好环境声名远播。 一天干净容易，一直干净很难，“攸县经验”好在哪？

“垃圾革命”换来乡村如画

5年后湖南乡村将更美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从部分农村、试点县，扩至全省域推进

8月3日 ，
花 垣 县 兄 弟
河水库一带 ，
景致迷人。

龙艾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