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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联合国 9 月 29 日电(记者马建国、何
玲玲、王俊禄)美国纽约曼哈顿，当地时间 26 日
晚，在世界瞩目下，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将年度“地
球卫士奖”中的“激励与行动奖”颁给中国浙江“千
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下称“千万工程”)。

“‘千万工程’应该是联合国这个大奖历史上获
奖人数最多的。”刚刚从联合国官员手里接过奖杯
的浙江省副省长彭佳学说，“它是对浙江省 5600
万干部群众的褒奖，是对浙江省在习近平主席指
示和身体力行的推动下，努力建设美丽乡村的褒
奖，也是对中国以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村可持续
发展的肯定！”

中国国家主席+万千农民 15 年的努力

彭佳学说，“千万工程”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
国家的主席和万千农民携手建设美好家园的故事。

15 年前的 2003 年春节前夕，时任浙江省委
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冒着雨雪，专程来到浙江宁波
余姚横坎头村考察调研。当时的这个山村还没有
水泥路，全村没有一个公厕，许多人家都还用露天
粪缸。

听完村委会情况介绍，习近平同志神色凝重：
“只有老区人民富裕了，才谈得上浙江人民的共同
富裕；只有老区人民实现了小康，才谈得上浙江真
正实现全面小康。”

当时的浙江，广大农村正面临“成长的烦恼”，
农村建设和社会发展明显滞后。“有新房无新村”
“室内现代化、室外脏乱差”“垃圾无处去、污水到
处流”等现象十分突出。

更深层次的问题是，经济高增长背后，是不蓝
的天、不清的水、不绿的山，是不平衡、不协调、不
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如何处理好发展和环境保护
的关系，考验着决策者的智慧。

2003 年 6 月，在习近平同志倡导和主持下，以
农村生产、生活、生态的“三生”环境改善为重点，浙
江在全省启动“千万工程”，即从全省 4 万个村庄中
选择 1 万个左右的行政村进行全面整治，把其中
1000 个左右的中心村建成全面小康示范村。

15 年后，湖州市安吉县递铺镇鲁家村的村民
裘丽琴在联合国的颁奖仪式上讲述她的感受。

“我来自浙江省的一个村庄，”在全场的掌声
中，裘丽琴走到麦克风前激动地说，“15 年前，我
每天都要拎着满满的一桶脏水走到很远的地方去
倒污水。当时，我家厨房没有排污水管，村里没有
垃圾箱，河道受污染，又黑又臭。今天，习近平主席
亲自推动的‘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使我们村庄
变成一张靓丽的明信片。”

裘丽琴的家乡安吉在“千万工程”中开启了在
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全新路径，使村庄美

丽起来，让生态产生效益。如今，这里已是蓝天白
云、鸟语花香，一派魅力江南好风光。

离开浙江工作后，习近平总书记对“千万工
程”始终牵挂、惦记在心。

“进一步推广浙江好的经验做法，因地制宜、
精准施策，不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一件事情
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建设好生态宜
居的美丽乡村，让广大农民在乡村振兴中有更多
获得感、幸福感。”今年早些时候，习近平总书记再
次对“千万工程”作出重要指示。

党的十九大后，乡村振兴成为一项重要的国
家战略，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引向深入，背后彰显的
是大写的人民。“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
天也是幸福”，一系列生态惠民举措得到了最广大
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

科学的顶层设计+创新的基层实践

彭佳学又讲起了一大串故事：
在仙居县上横街村栽着花草的“花香猪舍”，

沿袭数千年的传统养猪变成了集中养殖、污水纳
管。仙居还全面推进城区医化企业的搬迁改造，通
过“五水共治”(治污水、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
抓节水)，全民参与治水，仙居成功创建了省级水
生态文明建设试点，连续两年获得浙江治水最高
奖“大禹鼎”。

杭徽古道、浙西民俗、耕织图园、太湖源头、水
韵潜川……“千万工程”建设这些年，杭州市临安
区农办和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浙江农
林大学联合，突出临安山水人文特色，先后制定了
“美丽乡村建设规划”等文件。

2003 年浙江启动“千万工程”以来，因地制
宜、精准施策，就一直贯穿于农村人居环境建设实
践当中。

从道路硬化、垃圾收集、卫生改厕，到面源污
染整治、农房改造建设，再到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
理试点、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裘丽琴所在
的村庄环境美化后，村民们在家里办起了民宿，并
以制作手工木制品、种植茶叶、销售蔬菜等产业实
现增收，绿水青山真的变成了金山银山。

“废水有了家，垃圾有人拉，村头有树荫，河里
有鱼虾……”在富春江沿岸村庄，定时收集垃圾的
环卫车成了村里的一道风景，以前城市才有的垃
圾箱、垃圾车等公共设施，如今在农村随处可见。

美丽生态、美丽经济、美好生活的“三美融合”
场景，正在浙江万千美丽乡村徐徐展开。

从“示范引领”，到“整体推进”，再到“深化提
升”…… 15 年的接续奋斗，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
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稳扎
稳打、坚持群众视角，是“千万工程”生动实践带来

的经验。

契合联合国理念+中国农民的行动

“千万工程”同时也是民生工程、富民行动。
彭佳学说：“这次在联合国大会期间获得联合国
环境规划署大奖，我们深切体会到，以‘千万工
程’为代表的中国发展与联合国的发展理念高度
契合，与中国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完全
对应，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智慧。”

2015 年是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收官之
年。从 2000 年 9 月到 2015 年 9 月，世界各国通

过为期 15 年的千年发展目标，聚力贫困问题，
设立了明确的目标。而在 2015 年千年计划后，
联合国启动了 2030 可持续发展目标，从社会、
经济、环境三个维度解决发展问题。

彭佳学兴奋地说，从 2003 年开始启动的浙
江“千万工程”早于联合国相关规划目标，提前
从消除贫困升级换代为旨在提升人们生活质
量、实现可持续发展。

2017 年，浙江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差缩小
至 2 . 05：1 ，为全国城乡收入差距最小的省；全
省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 33 年位居全国各
省(区)第一。

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发展不平衡的发
展中大国，浙江的“千万工程”似乎为差异化发展
提前探寻了一个路径，也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构建美丽中国带来了丰富的启示。

截至 2017 年底，浙江省累计有 2 . 7 万个建制
村完成村庄整治建设，占全省建制村总数的 97%；
74% 的农户厕所污水、厨房污水、洗涤污水得到有
效治理；生活垃圾集中收集、有效处理的建制村全
覆盖，41% 的建制村实施生活垃圾分类处理。

浙江省环保厅厅长方敏说，如今，无论是什
么季节，行走在浙江大地，都会发现一道道旖旎
的美丽乡村风光接连呈现，千姿百态，美不胜收。

顶层设计+万千农农户户绘绘就就中中国国农农村村新新画画卷卷
浙江“千万万工工程程””获获联联合合国国““地地球球卫卫士士奖奖””

▲空中俯瞰浙江省杭州市淳安
县汾口镇（4 月 3 日无人机拍摄）。

新华社记者徐昱摄

俯瞰浙江省松阳县新兴镇大
木山骑行茶园（4 月 24 日无人机拍
摄）。 新华社记者黄宗治摄

粉墙黛瓦的杭州市富阳区场
口镇东梓关村（9 月 18 日摄）。

新华社记者徐昱摄

贵州省石阡县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秦置夜

郎古国，商贾云集，孔孟圣贤之道、盛世稼穑之乐，

绵延共生出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石阡拥有“国家温

泉群风景名胜区”“中国温泉之乡”“中国矿泉水之

乡”“中国苔茶之乡”“中国长寿之乡”“中国优秀

休闲旅游目的地”“中国最具投资价值重点县”等 14

个知名品牌。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仡佬、侗、苗等

13 个民族世代繁衍生息，为多元文化诞生提供了深厚

的文化底蕴和浓郁的民族风情。

文化是石阡的魂。石阡是一座历史悠久、文物众

多的文化名城，古称山国。秦嬴政二十八年(公元前 219

年)置夜郎县，属象郡。明永乐十一年(公元 1433 年)建

府，民国 2 年(1913 年)改称县，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长达

2000 多年。拥有国家文物保护单位万寿宫、府文庙、楼

上古寨等一大批历史文化古迹，承载和记录着这座小城

曾经的繁华。

民族文化灿烂丰富。勤劳善良的仡佬族人，在这

片富饶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催生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

产——— 石阡说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木偶戏、仡

佬毛龙，以及仡佬敬雀节、石阡茶灯、“悄悄年”等 9 项省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一首仡佬情歌《情姐下河洗衣裳》唱

响全国，并被《民歌·中国》的“民歌博物馆”永久收藏。仡

佬族毛龙、蹦蹦鼓、木偶戏等多次受邀参加省内外以及

中央电视台举办的各类活动而被人们所熟知。

红色文化浓墨重彩。中国工农红军曾两次进驻

石阡，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红色故事，如困牛山红军

集体跳崖遗址，甘溪红军烈士纪念碑，红二、六军团指挥

部旧址，红军标语、漫画，红军长征陈列馆等，记载着那

段峥嵘岁月的历史，诉说着那些英雄的故事。1998 年，

石阡县被定为革命老区。

夜郎文化神秘传奇。石阡古称山国，是有确切历

史记载的夜郎古县，是古夜郎国、牂牁[z āng k ē]郡属

地。省内外众多学者通过查阅历史文献、查看地理位置、

研究古迹遗存等方法，证明石阡与“夜郎古国”以及“牂

牁古国”有着诸多联系。2017 年 11 月 17 日，第四届中

国·石阡温泉文化旅游节暨首届中国(石阡)夜郎文化高

峰论坛在石阡举办。石阡县被授予“夜郎都邑”及“夜郎

文化研究基地”称号。勤劳智慧的石阡人民正在用后发

赶超的实际行动将“夜郎自大”改写为“夜郎志大”，用多

元文化资源演绎好小城“故事”。

温泉文化别具一格。石阡是全国闻名的“中

国温泉之乡”。石阡温泉风景名胜区位于石阡县城南

松明山下，是国家 4A 级旅游风景区，国家温泉群风

景名胜区。石阡温泉又名城南温泉，是中国最古老的

温泉之一，其设施始建于明万历三十四年(公元 1606

年)，延续至今已有 400 多年的历史。石阡温泉是世界

少有既可洗浴又能饮用的天然矿泉温泉。常年恒温

45℃，日出水量 10000 余吨，且富含丰富的硒、锶、

锂、氡、锌、碘、偏硅酸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

素。

苔茶文化源远流长。石阡有着悠久的种茶和

饮茶历史，早在明清时期，石阡茶叶就作为宫廷贡

茶，供皇室享用。石阡苔茶作为一种地方优良品种，

具有香醇、味浓、耐冲泡等特点，广受消费者青睐。

石阡县现有茶园面积 40 余万亩， 2009 年 9 月 21 日，

经国家有关部门审查批准，石阡苔茶入选“国家地理标

志保护产品”。2009 年 10 月 22 日，石阡被中国茶叶流

通协会命名为“中国苔茶之乡”。

长寿文化多因铸就。2012 年 6 月，石阡县在贵

州省率先获得“中国长寿之乡”称号，当时石阡县百岁以

上老人有 39 人，占总人口 9 . 6/10 万，超出“中国长寿之

乡”7/10 万的标准。到了 2014 年，石阡县百岁寿星达到

了 46 名，90 岁以上 371 名，80 岁以上 7608 名。石阡也

因此打出了“温泉之城·长寿石阡”品牌。石阡县从“寿

州”到“中国长寿之乡”，走过了 1400 多年。探寻其长寿

密码，是“天时、地利、人和”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石阡县空气好、水好、绿色食品好，是其厚德载物的“地

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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