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彭雅惠

7月下旬，记者在望城区采访，一
路行来，如诗如画的田园风光不时映
入眼帘。房前屋后，干净整洁，每当微
风起，荷塘送出缕缕清香。

“以前可没有香气，风一吹，全村
都飘着垃圾臭，苍蝇多得吓人！”望城
最北端的乔口镇大垅围村村民李玉
珍乐呵呵地告诉记者，如今，村里脏
乱差面貌已得到彻底改变；不仅居住
环境变好了，村民还将“讲卫生爱整
洁，植树种花美化环境”变成了生活
习惯。

该区环保局负责人介绍，望城11
个乡镇、30个社区的环境， 都在发生
喜人变化。 以垃圾分类减量为标志，
望城正在掀起一场农村环境“绿色革
命”；“农村环境整治， 不能只做‘盆
景’，而要形成连片的‘风景’，真正实
现农村人居环境的改善。”

一个问题：
农村垃圾该去哪里好

72岁的姚娭毑，40多年前坐着船
嫁到靖港杨家湾。“那时一路过来，河
道都好干净，看不见一点脏东西。”姚
娭毑说，可2000年后，村周围河道开
始出现垃圾，最严重时，各种垃圾漂
满河面， 河道狭窄处连河水都看不
见。

问题在水里，根子在岸上。
据统计，望城区本级每天产生约

300吨生活垃圾， 其中40%以上来自
农村，且每年以10%的速度猛增。

很长一段时间，望城农村把垃圾
送到垃圾池里，用“村集中、镇收集、
区转运”的模式处理，这在一定程度
上改变了村民乱扔垃圾的习惯。

但村民为图省事， 把建筑垃圾、
餐厨垃圾、废旧电器、农药瓶、禽畜尸
体等统统倒进垃圾池。 垃圾量陡增，
难以及时转运，致使臭气熏天，严重
影响环境卫生和周边居民生活，村民
强行拆除垃圾池时有发生，很多村都
陷入垃圾池不断破坏再重建的恶性
循环，村级环卫设施建设投入大为增
加。垃圾转运成本也水涨船高，3年间
一个村的垃圾转运费从每年1万多元
涨到4万元。

“我们考虑到， 农村有垃圾堆肥
的传统，垃圾分类减量有基础，还可
以节省大量运输、处理费用，能产生

很明显的综合效益。”区环保局相关负
责人说，为破解“垃圾围城”的困局，
2011年开始，全区开始探索垃圾分类
减量的新路子。

如今，垃圾分类减量已在80多个
行政村试行，受益人口超32万，垃圾
同比最高可减少80%。

一个样本：
垃圾不出村，环境大变样

乔口镇大垅围村是望城垃圾分
类减量示范村。走进村里，几乎看不
见垃圾的踪迹，男女老幼人人都是垃
圾分类的实施者。

一年多前，垃圾处理还是村支书
陈辉亮最头痛的问题。全村有村民小
组22个，村民3500多人。为了在哪里
建垃圾池，召开组长会讨论、党员会
讨论、妇女会讨论，始终统一不了意
见。

“那就干脆拆了垃圾池， 推行垃
圾处理有偿服务， 倒逼全村垃圾分
类。” 陈辉亮说， 2014年3月村支部
向每户农家发放“可回收”和“不可回
收”垃圾桶，建立农户“四包”责任制：
包卫生、包整洁、包美化、包分类；建
筑垃圾、煤渣等填路，弃用菜叶等留
在菜土，餐厨垃圾喂鸡鸭、养鱼或填
埋，树叶、纸屑等焚烧，其他垃圾分类
入桶。“履行环境卫生义务作为村民
办低保、五保、计生、建房等手续的附
加条件， 群众积极性一下子调动起
来，实现了垃圾一次分类。”

成立村环境卫生理事会，把全村
分为7个片区，每个片区聘请1名环卫
工。村里按每户60元/年的标准，收取
垃圾处理费，加上区、镇两级政府财
政补贴，用作环卫工工资。环卫工承

包片区卫生、 定时入户收集处理垃
圾，回收有毒有害的废电池、废电器、
塑料泡沫、各种玻璃瓶等，统一存放
在村垃圾分类回收分拣中心，由镇统
一处理；其他垃圾则分类卖掉。由此
实现垃圾二次分类。

一年多来，全村环境卫生整治成
效显著，垃圾初次分类户数达95%，垃
圾二次分类率达98%， 餐厨垃圾单独
分离率达80%， 每天产生垃圾由原来
的3至4吨骤减到不足200公斤， 基本
实现了“垃圾不出村、不外运，就地处
理”。

去年，大垅围村荣获长沙市环境
卫生整治“十佳村”。

一套制度：
探索农村环境治理长效机制

作为新建制城区，望城撤县建区之
初，区委、区政府便确定了建设“大公
园、大花园、大观园”的理念，同步推进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与美丽乡村建设。

全区自2011年陆续铺开农村环
境连片综合整治， 在解决了农村饮
用水源保护、 生活污水处理、 畜禽
养殖污染治理后， 区环保局创新性
地将网格化管理应用到农村生活垃
圾分类减量工作中，以“镇、村、片、
组、户”为单位进行“五级联创”，因
地制宜探索长效机制： 垸区摸索出

“农户分类处置、保洁员上户收集、
村分拣中心二次分拣处理” 的垃圾
治理模式； 丘陵山区则采取“农户
收集、 村组集中、 镇中心场分拣处
置”的方法；城区的小区通过“袋装
出户、小区细分、政府扶持”方式减
量垃圾。

今年6月， 望城区农村环境综合

整治整区推进工作方案出台， 望城将
全面启动全县域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垃圾分类农户参与率要达到90%以
上， 垃圾分类减量与资源化率85%以
上，垃圾无害化处理率80%以上。一场
以垃圾分类减量带来的农村环境绿色
革命已然展开。

黄亮斌

望城区是我省首批推进农村环
境整治的县（区、市）之一。起步时工
作难度不小，但近两年其农村环境变
化让人刮目相看。“身在望城，不辨城
乡”， 已成为该区生态文明的一抹亮
色；且随着农村环境改变，农民生活
质量乃至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

农村环境保护存在人多面广、资
金投入不足、 组织实施难度大等难
题。望城区坚持全域规划，重点抓好
饮用水源保护、生活垃圾、生活污水、
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四大工程建设，以
此推动城镇建设和新农村建设 。为
此，两届政府足足用了5年时间，强化
农村环保制度建设，完成一批重点治
污设施， 实施一批美丽乡村建设工
程，探索出一些真正适合农村的污水
处理和垃圾处理模式，当地村民正逐
渐告别不环保、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彰显出农村环保的美丽前景。

望城农村环境的变化启示我们，
农村环保需久久为功； 只要决心大、
举措实、机制活，就一定能成功实现
全省农村环境整治目标。

■短评

久久为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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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潇湘 诗意家园 大花园里人安乐
———看望城区如何让农村干净整洁起来

“罗霄山下红军传人”
———武警炎陵县中队加强党支部建设纪事

湖南日报记者 周小雷
通讯员 熊湘平 康良田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
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八一
建军节前夕， 毛泽东主持连队建党
旧址———炎陵县水口镇叶家祠，迎
来一批熟悉的客人。 武警炎陵县中
队官兵集体前来重温入党誓词，进
行革命传统教育， 这是该中队数十
年不变的传统。

武警株洲市支队炎陵县中队近
50年来扎根革命老区， 坚持用驻地
红色文化铸魂育人， 用优良传统强
化组织建设， 始终把听党指挥注入
官兵骨髓。中队3次被武警总部评为
先进基层党组织， 连续25年被树为
基层建设先进中队，先后6次荣立集
体二等功，8次荣立集体三等功。当
地群众称其为“罗霄山下的红军传
人”。

延续“红色血脉”，
官兵理想信念更坚定

继承革命先烈的优良传统，延
续“红色血脉”是中队的“传家宝”。

每逢新兵下队、 中队新主官到
任， 炎陵县中队都要邀请驻地老红
军、老党员来队讲革命传统；每临战
士入党、“七一”、“八一”都要组织党
员到水口建党旧址宣誓。 通过接受
革命传统的熏陶， 让官兵认清使命
责任，坚定理想信念。

浙江籍战士陈俊武家里很富
有，住别墅、穿名牌、坐“宝马”，是典
型的“阔少”。刚到部队，他自我要求
不严，花钱大手大脚，任性调皮，训
练成绩差。分配到中队后，通过经常
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他思想发生了
变化。有一次，中队邀请驻地老红军
讲革命故事，革命先辈们艰苦奋斗、
不怕牺牲的精神深深触动了陈俊
武，他为自己过去
的无知感到惭愧，
专门打电话给父
母：“爸妈，我以前
让你们操心了，对
不起！” 简单的一
句话让望子成龙
的父母感动不已。
两年义务兵役服
完，他委婉地拒绝
了父母让他回家
创业的要求，毅然
选择了留 队 。 如

今， 他不但军事素质过硬， 还入了
党，转了士官，当上了班长。

“堡垒作用强不强，原则性战斗
性是关键。”在炎陵县中队，中队支
部严格组织生活落实责任制， 把书
记、委员、党员的责任义务、职责分
工分解细化， 使落实制度人人有责
任、事事有人抓，不断增强了战斗堡
垒作用。

“咱中队没有特殊的兵，
更没有特权的官”

强大战斗力来自严格管理和全
面监督。在炎陵县中队，越是党员干
部支部管得越严， 官兵对此深有感
触：“咱中队没有特殊的兵， 更没有
特权的官。”

今年2月，李可调任炎陵县中队
任中队长，在参加中队的5公里测试
中没有及格。不料，这事被中队党员
当成了“大事”。在党小组会上，大家
专门“炮轰” 李可调，“你是一队之
长，是军事工作的主官，连5公里考
核都不及格，既影响个人形象，又耽
误中队评先， 应该模范带头加紧提
高。”在大家的“监督”下，李队长与
官兵一道苦练技能， 中队训练成绩
突飞猛进。

在炎陵县采访， 战士们告诉记
者，在中队，脏活抢着干、苦活争着
干、练兵最刻苦的肯定是党员。

在株洲首届海内外佛教界公祭
炎帝祈福和谐大典上， 中队抽调了
10余名官兵担负安全保卫任务。在
连续3个多小时的高温炙烤下，执勤
人员严守执勤纪律， 始终保持着良
好军人姿态。 党员班长张彦身患重
感冒，克服了常人无法想象的困难，
带领全班圆满完成了任务， 用自身
良好的警容警姿维护了军人形象。
祭祀结束后， 他晕倒在自己的岗位
上，被送进了医院。

（上接1版）
作为一种区域性的历史文化形

态，作为中华文明一分子的湖湘文化，
有着自己稳定的文化特质， 也有自己
的时空范围。对湖湘文化精髓的理解，
学界有各种各样的解读： 有人概括为
“淳朴重义 ”、 “勇敢尚武 ”、 “经世致
用”、“自强不息”；有人概括为“舍我其
谁的自信品质 ”、“心系天下的爱国情
怀”、“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

当我们细细检视那一个个庙堂之
高或江湖之远的家风故事，不难发现，
湖湘文化的精髓， 其实就深深镶嵌在
千万个家庭的好家风之中， 如同血管
里流动的血，如同生命中跳动的魂。

湖湘好家风，始终充盈着最浓、最
烈、最醇的湖湘文化气质。

这就是湖湘好家风———
是怀揣理想、 心忧天下的家国情

怀。1927年5月， 年仅23岁的共青团湖
南省委书记田波扬和他怀有身孕的妻
子陈昌甫不幸被捕。 敌人将陈昌甫左
手五个指头钉上竹签， 想让她用右手
代替丈夫在自悔书上签字， 陈昌甫毅
然写下：“我宁可替丈夫死， 但决不代
替他叛党，共产党员是杀不绝的!”夫妻
二人大义凛然，慷慨赴死。湖南人放眼
国家命运，心系百姓福祉 ，笃定一条 ：
“国比家大”。从曾国藩创办湘军，到谭
嗣同、 谭才常等参与戊戌变法； 从蔡
锷、黄兴领导辛亥革命 ，蒋翊武组织 、
领导武昌首义， 到毛泽东发动秋收起
义走上革命道路，这样的家国情怀，一
脉相承，代代相传。

是耕读传家、 躬身实践的务实精
神。石堰坪，张家界市东南边陲的一个
小乡村。这里的人们在条件恶劣的大山
中，世代默默建设自己的家园。他们开
农田，凿水井，修祠堂，制族谱，设村规。
除了勤耕，还专门在家规中列出“勉勤
读”一章，要求后世子孙凡未到能劳动
的年龄，都应“立志于青云之上，勤心于
黄卷之中”， 很多优秀学子由此从石堰
坪走出。耕田可以事稼穑，丰五谷，养家
糊口，以立性命；读书可以知诗书，达礼
义，修身养性，以立高德。这种观念，在

湖湘家风中根深蒂固。
是扶危济困 、回报社会的担当性

格 。老式绿皮车厢里 ，一个年轻士兵
跑上跑下，扫地、擦桌子 、扶老人上下
车……这是望城少年雷锋。 雷锋自小
是个孤儿，湖南解放后，路过望城的解
放军连长送他钢笔， 乡政府的干部供
他免费读书。社会大家庭的温暖，培育
了雷锋回报社会的优良品性， 以精神
信仰作为人生灯塔， 尊崇助人为乐的
社会公德。从这个意义上说，雷锋就是
最生动的公民道德范本。

是尚俭拒奢、 谨守本真的治家哲
学。曾国藩官居极品 ，手握军国大权 ，
却一生节俭自守， 并谆谆告诫家人保
持寒素家风。 他在致长子曾纪泽信中
曾说：“余服官三十年， 不敢稍染官宦
气息，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 ，极俭
可也，略丰亦可，大丰则我不敢也 。凡
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
尚勤俭劳苦、 戒骄奢倦怠， 湖湘家风
里，少不了这浓墨重彩的一笔。

是淡泊名利、 廉洁清白的崇高风
范。新中国刚成立，毛岸英给表舅写的
一封3000多字长信中，就某亲属“希望
在长沙有厅长方面位置” 一事， 表示
“我非常替他惭愧”，“新的时代， 这种
思想已是极端落后”。他还说：“至于父
亲， 他是这种做法最坚决的反对者”。
清正廉洁是对家人的最好爱护， 以有
形的“铁家规 ”涵养无形的 “好家风 ”，
家才会有最可靠的平安和宁静。

是团结和气、 仁孝传家的时代风
尚。2015年新年第一天，在浏阳文家市
镇文化村蔺万隆家，举行了一个有150
多口人参加的四世同堂大联欢。 蔺家
人有个“传家宝 ”：“做个孝子 ，世代相
传”。时代在变 、流行在变 ，但 “百善孝
为先” 始终扎根每个人心中。 蔺家人
“做个孝子”的承诺 ，不仅体现出几代
人的德行与担当， 更勾勒出 “孝行天
下”价值观代际传递的闪亮轨迹。

……
表面看，湖湘家风、家教规范的是

如何做人、做事，通过对这些规范的遵
循和坚持，建构家庭的现在和未来，着

眼子孙后代千秋永续；细细探究，湖湘
好家风更赋予家庭成员正确、 高尚的
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 ，更注重和寄
望每个家庭成员， 走出家门都是有用
的人、大写的人。

湖湘好家风的这些优秀特质 ，永
远不过时，永远不褪色。

四、扬我湖湘好家风！
———这， 当是一种自信， 一份骄

傲；更当是一种自觉，一份责任。
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 一朵云推

动另一朵云， 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
魂。文化为根，德慧相长 ，时代需要湖
湘好家风。

几千年来， 湖湘好家风变的是形
式，不变的是传承。不了解博大精深的
湖湘文化， 看不到跨越时空的精神脉
络， 我们就无法把握湖湘家风里最深
厚的文化基因和传统记忆；

近百年来， 多元思想文化不断激
荡，多样生活方式不断影响，多种认知
思维不断交织。 看不到传统意义上的
家庭格局之变， 不正视家风中的一些
内容亟待刷新， 就无法为湖湘家风注
入新鲜的血液。

言传身教、 父母作则是最直接的
方式。从叨陪鲤对 、孟母断杼 ，到岳母
刺字、朱子家训，古往今来 ，在绝大多
数的家庭里， 家风的传承形成了一种
稳定的传统习惯、道德规范。

然而也应看到，时光荏苒、时代变
迁， 家庭建设和家风教育出现了一些
不可回避的问题：

上辈人的教育， 不时被少数年轻
人当作“老一套”视若敝屣，而“平等对
话”、“放任天性 ”的 “西式教育 ”，则被
一些时尚父母奉若圭臬。与此同时，功
利主义、拜金主义的渗透，让不少家庭
教育变了味；手机、电脑等又挤压着家
庭日常交流时间……

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家庭模式剧
烈变化，家风的传承并非轻而易举，这

属正常。正因如此 ，涵养 、传承湖湘好
家风，更需面对现实 、放眼未来 、与时
俱进。

传承内容上 ，应区分 “老一套 ”与
“新一套”。老年人的生活史 、奋斗史 ，
往往就是家庭、社会与国家的生活史、
奋斗史。对年轻人来讲，其中蕴藏的人
生经验和丰富智慧，自然需要吸收。而
这种吸收，应该 “有所为 、有所不为 ”。
譬如对“节俭”的倡导：在贫困年代，挖
野菜吃树皮、缝补衣物是“节俭”，现在
提倡“光盘行动 ”，同样是富有时代气
息的“节俭”；

传承主体上 ， 应平衡 “父亲 ”与
“母亲”。我们常说“子不教 ，父之过 ”，
但谁都不能否认 ，母亲的作用同样至
关重要 。三湘大地上 ，万千湘女敬业
奉献 、孝亲敬老 、崇德向善 、拼搏进
取 ，为建设美丽湖南贡献力量 。这些
优良品质，让女性成为家庭亲情纽带
的连接点 ， 成为家风家教的传承者 、
教育者与实践者 。如何让父母都更好
地共同培育好家风 ，这是一道必须重
视的课题；

传承方式上，应兼顾“私密”与“共
享”。 新家风的涵养首先是在家庭内部
进行的， 但在家庭扁平化的格局下、信
息爆炸的背景下，家风的教化无法孤立
于社会而存在。在国家层面，可以通过
制度设计来形成涵养好家风的环境；在
社会层面， 可以通过 “大讲堂”“互联
网+”等现代、互动的载体，让好家风“插
上翅膀”，扩展影响、发扬光大。

与时代共舞，与时代同行，是扬我
湖湘好家风的必然选择。

五 、家风连着党风 、政风 。培育清
朗政治生态，良好家风是基础。

“天下之本在国， 国之本在家”。
“家”，是涵养党风、政风最根本的元素。

老帅彭德怀的侄女彭钢从小心怀
参军梦，所以经常向伯伯磨叽，要伯伯
送她参军 。 彭德怀总是严肃地回答 ：

“不行！不能开这个头，搞这个特殊。”
也就是这位“不近人情”的彭大将

军，直面“大跃进”乱象 ，不顾一人 、一
身之荣辱，在庐山会议上“敢为人民鼓
与呼”，写下了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
无限忠诚。

彭德怀等许许多多湘籍老一辈革
命家，正是用实际行动诠释着“治国必
先齐其家”的真切含义。

今天，这份做人处事态度、赤诚家
国情怀在湖湘大地得到了良好的沿
袭。然而，我们也痛心地看到 ，少数领
导干部因不良家风，折戟沉沙：

一些干部家属吹不良 “枕边风”，
诱导干部走上违法犯罪道路； 一些干
部子女在成长过程中因家教缺位 ，法
纪观念淡薄，为所欲为，“坑爹”新闻时
常见诸媒体； 一些 “一人当官全家涉
腐”的贪腐案件，莫不与家风塌陷有着
因果关联。

妻贤夫祸少，子孝父心宽。对于党
员领导干部来说， 家风好， 就能治好
家，做好官，理好政。反之 ，家风不好 ，
易生败子，易出佞臣 ，小则毁家 ，大则
误国。

“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
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这是
习近平总书记对领导干部提出的明确
要求。如果说，家长的道德和行为准则
是一个家庭良好家风的模子的话 ，那
么“三严三实”，就是这个模子的模子。

由此观之，领导干部的家风状况，
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个人小事、 家庭私
事，而是影响社会形象 ，关系党风 、政
风、民风好坏的国家大事。

领导干部既是社会的中坚力量 ，
也是家庭的中流砥柱。 领导干部要正
家风，就当用“三严三实”标准、“四有、
四人”要求，来摆一摆 、正一正每位家
庭成员的观念和行为， 筑牢拒腐防变
的家庭防线，推动家风正 、作风优 、党
风清、政风纯。

六 、湖湘好家风的要义 、归依 ，是
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契合的 。
新时期下， 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为统领，为湖湘好家风注入更新内涵。

时代的价值底色里， 总有着昨天
的印记、今天的传承、明天的愿景。

当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全
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关乎国家发展、
社会进步、个人成长的核心价值观，萃
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 成为了当
下时代价值的最大公约数， 标定了国
家与民族的未来航向。

2014年5月，习总书记与北大师生
座谈时旗帜鲜明地指出，核心价值观，
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
一种大德，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一
个人只有明大德、守公德 、严私德 ，其
才方能用得其所 ”。总书记的话 ，掷地
有声，发人深省。

湖湘好家风的核心， 强调的也正
是“德”。周敦颐所著《通书》，认为诚乃
“五常之本”“百行之源”， 道尽了诚信
的价值；张栻与朱熹岳麓书院论道，会
讲两月而听众千人、井泉缺水，诠释了
敬业的本义； 王船山 “六经责我开生
面，七尺从天乞活埋 ”的呐喊 ，闪耀着
爱国的情怀……国无德不兴， 人无德
不立。从这方面说，湖湘好家风契合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诸多要义 ，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弘扬湖湘好家风
的丰厚现实资源。

弘扬好家风， 如同在家庭成员的
头脑中搞道德建设 ，是一项 “铸魂 ”的
工程；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如
弘扬“放大了的家风 ”，理应成为每个
社会成员的共同追求。一方面，我们应
更好地发挥家风阐释、 教化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桥梁纽带作用；一方面，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
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
善”这24个字，应全方位植入家风家教
内容，使湖湘好家风不断接纳新能量，
生长新精神，增添新活力。

家风引领人生长路， 共识凝聚湖
南力量。

扬我湖湘好家风！ 三湘儿女锻造
共同的价值追求与精神图景， 必将为
奋力谱写“中国梦”的湖南篇章打下坚
实根基，注入无穷力量！

（执笔：欧阳金雨 李勇 朱定）

扬我湖湘好家风

改造后的长沙市望城区靖港镇已成了都市型休闲度假基地、历史文化街区。（资料图片） 熊浩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