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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旗村升起“生态旗”

一组“雪山下的战旗村”照片近日刷爆
朋友圈，巍峨壮观的雪山如屏风般展开，一
栋栋川西民居精巧别致，蓝天雪山和村庄相
映成趣，俨然一幅新农村美景图。

“这一年来，我们村也没少看到雪山，
但上次由于天空特别通透，雪山看起来格外
清晰。”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战旗村村委会
委员易奉阳兴奋地指着远处说。

战旗村位于成都市郫都区、都江堰市和
彭州市三地交界处。过去，因为产业发展方
式落后，不管是生活生产还是经济收入，这
里与其他地区相比都有较大差距。十九大以
来这一年，战旗村以生态、旅游等新姿态摇
身一变成了“网红村”。

说话间，一辆辆拉满游客的大巴驶到村
口广场，数十名游客陆续下车。“现在每天
有几百人到战旗村，国庆期间更是爆满，我

们村林根建的酱油作坊每天的营业额都能到
3 0 0 0 元左右，放在以前真是想都不敢
想。”易奉阳口中的酱油作坊开在“乡村十
八坊”。

今年 8 月，“乡村十八坊”开街。榨油
坊、酱油坊、布鞋坊、竹编坊、郫县豆瓣
坊……一家接一家传统手工作坊遍布仿古街
道两旁，战旗村热闹的一天就从这里开始。

而过去的战旗村却是另一番光景。村里
作坊数量众多，这些作坊使用燃煤锅炉，污
水直接排到河沟中……“这些小作坊涉及很
多人的就业问题，如果直接关停那肯定不现
实，再说了这些作坊保留着很多传统技术，
我们也想把这些技术传承下来。”易奉阳介
绍了建“乡村十八坊”的初衷。

在“乡村十八坊”日渐热闹的同时，战
旗村在下着一步更大的“乡村振兴”棋。

规划建设乡村振兴博览园；由村集体和
市场主体筹备建立乡村振兴干部培训学院；
建设没有围墙的天府农耕文化博物馆；建设
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基层干部队
伍，探索以党组织为核心的农村改革和社会
治理新体制、新机制、新模式……

“现在战旗村的定位是以研学加旅游，
把一二三产业高度融合起来发展，做好集体
经济。”易奉阳说道。

如今，易奉阳闲下来时喜欢到村里的湿
地公园溜达，湿地公园中穿插着绿道，天好
的时候，他站在那里，感觉雪山就在眼前。

(记者李力可、张海磊)
据新华社成都 10 月 18 日电

“每天早上七八点钟给猪喂食的时候，沿
着南坪溪一路下来，两旁的猪叫声震天响，像
这样隔着两三米说话都听不见，你说这里养了
多少猪？”回想起南坪溪畔盛极一时的“养猪
热”，福建南平延平区曾厝村村民曾禹尧感慨
颇深。

流贯曾厝村的南坪溪水带着猪粪、猪尿蜿
蜒而下，最终汇入南平市区的水源地长万水
库。不少市、区干部皱着眉头回忆，“下乡来
到曾厝，车窗都不敢摇下来。在路边站上三五
分钟，后背上黑压压一大片苍蝇。”

2017 年，延平区打响集中整治畜禽养殖污
染“攻坚战”，曾厝村干部第一个就“攻坚”曾禹
尧。“猪圈哪能说拆就拆，我说什么也不同意。”
曾禹尧坦言，“把猪圈拆了，靠什么生活？”

延平区全力“清猪”的同时，也把转产

转业想在了前头，镇村干部为此跟曾禹尧
多次沟通后，拟定了栽培食用菌的方案。
“政策规定猪圈全部要拆除，曾禹尧有一
栋四层楼高的养猪建筑，他想留着以后生
产食用菌，我们研究之后决定先不拆。”
延平区委书记何明星说。

曾禹尧在村里带头拆了自家的猪圈，村
里 100 多户养猪村民也陆续拆了猪圈。曾禹
尧盖食用菌大棚的速度，丝毫不亚于当年盖
猪圈，短短数月， 29 个大棚就连成一片。
曾禹尧介绍，“这些大棚投入约 2000 万
元，一亩造价 8 万元，省里、区里各补贴
25% 。”

记者在现场看到，原先的猪圈改成了香
菇生产加工车间，来自宁德屏南县的熟练工
人正在封装菌筒，菌筒经加热后立即运往百
米之外的菇棚，并在钢架上依次码好。曾禹
尧捧起一只透热的菌筒轻轻拍打：“现在是
生产季，香菇的生长期大约三个月，到 12
月就开始进入市场。”

村民曾禹麟 2017 年下半年在合作社参
股 10 万元，年底就尝到了甜头。“去年分
红 2 万多元，一分钱没拿又全投进去。去年
合作社生产香菇 80 万筒，今年计划生产
150 万筒。”曾禹麟喜笑颜开。

如今，漫步南坪溪畔，水流浅浅近看清
澈见底，山林葱葱但闻草木清香。村民们感
慨道：“清猪清掉了黑水臭气，转产转出了
绿水青山。” (记者王成)

新华社福州 10 月 18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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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蒙蒙亮，家住铜陵市江滨村的查大爷和
老伴儿便拎着一个大木盆和两个口袋出门了。
他俩穿过一条乡间小道，来到江边的一处池
塘，只见这池塘里漂满了菱角，团团碧绿十分
喜人。

老伴儿乘着大木盆在池塘里捞菱角，查大
爷在岸边修剪菱角多余的枝叶，不一会儿就装
了半口袋。“采菱角挣不了多少钱，一天最多
十几元，我们就是来江边看看，这大半辈子已
经习惯了”，中秋节前后半个月，查大爷得空
就在这里采菱角，他一辈子生长在长江边，对
母亲河感情很深。

事实上，这里的水清岸绿来之不易。
去年 11 月，江滨村这段江滩被发现倾倒

了 2000 余吨固体废物。与此同时，公安机关
还在距江滨村不远的一处江堤发现 60 余吨跨
省转移倾倒的危险废物，在长江马鞍山段、铜

陵段等地分两批查扣 7 艘跨省转移固体废物
的船只。

“江滩堆满固废，树也被压断了，脚踩
上去又粘又软，还有股腥臭味”，回想起当
时的情景，查大爷连连叹气，固废顺着江滩
向下堆积，下方的两个池塘，一个几乎被固
废淹没，仅留下一个酱红色的污水坑，另一
个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仅在边缘处涌入了
部分固废。

查大爷回忆，那之后，这段江滩变得
“热闹”非常。三天两头就有地方政府、环
保部门、检测机构的工作人员往这里跑，
“严厉打击非法倾倒行为”的黄色警告牌格
外醒目。再后来，清运工作开始了，一辆辆
大卡车来来往往，几乎没间断地挖了两三个
月的时间，连除夕夜前夕都没歇着。

铜陵市环保局工作人员周宝林亲历此次
固废跨省转移倾倒事件的处置过程。据他介
绍，截至今年 4 月 1 日，江滨村的这处倾倒点
共开挖面积 3200 多平方米，清运倾倒的固废
和污染的土壤 17000 余吨，连池塘里的水都
被抽出去专门处置。目前，这处倾倒点以人工
湿地的方案进行生态修复，江滩上种芦苇和
杨树，池塘中间种菱角、四周种茭白。

忙碌了一上午，查大爷和老伴儿在午饭
时分拎起装着菱角的口袋准备回家了。回头
望去，他们身后的江滩上已满是一人多高的
芦苇，这些芦苇长得茂盛，几乎挡住了望向
母亲河的视线，与彼时堆满固废的光秃秃景
象，已大不相同。 (记者董雪)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8 日电

一组“雪山下的战旗村”

照片近日刷爆朋友圈，巍峨

壮观的雪山如屏风般展开，

一栋栋川西民居精巧别致，

俨然一幅新农村美景图

“厕所革命”还桂香

“一个土坑两块砖，三尺土墙围四边，
苍蝇蚊虫嗡嗡叫，又臊又臭满庭院。”这是
昔日农村厕所的真实写照。

“现在干净多了，闻到的是桂花香，而
不是厕所臭。”家住安徽省巢湖市莲塘村的
柳金梅说。

说话间，记者跟着柳金梅来到她家中，
以往苍蝇扎堆的旱厕已经被新式的冲水厕所
取代，厕所后面是三格式无害化化粪池。

“我们家四代同堂，从小孩到老人都用
这个厕所，很方便。”

这一切变化都得益于今年巢湖市散兵镇
启动的“厕所革命”。

今年以来，散兵镇通过召开改厕工作动
员会、入户发放宣传资料、张贴宣传标语，
让群众充分了解农村改厕工作的目标和意

义，得到村民大力支持。在各家各户旱厕的
原址上，为每户村民免费修建一间新式的冲
水厕所。

“截至目前，莲塘村 716 户村民家中已
有近 500 户完成了厕所改造， 11 月底将全
部竣工。”散兵镇美丽乡村办公室主任郑国
平介绍说。

“化粪池分为三格，每格容积是 1 立方
米，粪便污水经过三级沉降和厌氧处理，最
终实现无害化处理。”郑国平说。

村民宋本台已 70 岁，他怎么都没想到
自己也能用上新式的冲水厕所，而且还是免
费的。“处理后的粪污我们可以用来自家施
肥，多余的可以供给种植大户，政府每年还
有 50 元补助。”宋本台随手打开了自家厕
所的三格化粪池绿色塑料盖。“这下面就是
污水处理池。”

此外，为了保证厕所的正常使用，散兵
镇还专门成立了农村厕所管护服务站，负责
改厕后厕具的日常维护，保障厕所、化粪
池、管道等完好畅通，并联系种植大户和种
植公司对粪水、粪渣进行收集。

我国现有 55 万多个行政村、两亿多农
户。厕所问题看起来是小事，却是事关农村
群众起居、健康的大事。“厕所革命”不仅
改善了农村人居环境这一“面子”，也革除
了农民传统陋习这一“里子”，有利于推进
美丽乡村建设步伐。

(记者刘方强、汪海月、陈尚营)
新华社合肥 10 月 18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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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诊疗“上线”了

9 月的一天，杭州外卖小哥王健生送完最
后一单外卖后，在距离医院 30 公里外的一家
餐馆里，通过医院的平台视频问诊功能，
“见”到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的骨
科主任严世贵教授。

今年 38 岁的王健生，因小时候意外事故导
致小腿萎缩，左腿膝盖以下部分全部截肢。他最
大的梦想是能装一个假肢，像正常人一样走路。
自从年初在浙医二院接受了假肢手术后，每月
与严教授的视频复诊成了他的“必修课”。

一部手机，一个 APP ，动动手指就能打
破时空的界限，通过“互联网+”将优质的医
疗资源辐射到基层，连接到老百姓家中，已经
成为当下医疗环境最大的变化之一。

在临床工作中，全科医生张涛最常听到的
话是：“医生，能给个联系方式吗？”

“以往，由于医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患者
往往对某些身体的不适或指标的异常十分担
心，跑到医院来解决困惑，其中大多数情况只
是需要医生的解释，更重要的是安慰。”张涛
说，“虽然会给有需要的患者提供手机或微信
等联系方式，但对于私人空间界限，心中免不

了有小疙瘩。”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健康中国战

略，要求全面建立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
体系。一年来，在浙江，各家医院都开始探
索建立自己的互联网平台。登录平台与患者
沟通，也就成了张涛的日常工作。

“在互联网医疗平台，病人可以随时关
注我，有需要时发起咨询交流申请，我根据
时间安排给他回复。”一年以来，张涛收获
了 16位粉丝，与病人“亲密互动” 43 次，
其中有一次还是在北京出差开会时完成的视
频问诊。

更让张涛感到便利的是，平台与院内数
据的互通，可以让他随时调阅患者信息，实
现移动办公，更高效地管理病人。“我可以
将患者根据病情分组，也可以根据需要给每
组甚至个人发送宣教材料、随访表等信息。
当我点击病人的院内报告，就可以直接了解
他们的病情变化，更重要的是，院内数据让
互联网医疗服务的医疗质量和安全多了一份
保障。”

与高效简约的就医入院流程环节并行的
是诊治环节的智慧设计和精准发力。数据互
联互通的医疗体系，让患者问医复诊更便
捷。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为例，
联通线上线下的“互联网诊疗平台”，全院
1400 名医生在线，实现了基于线下医院的
全面互联网医疗服务。

现在，当遇到有需要的患者，张涛都会
让他们扫一扫自己的平台“二维码”。张涛
表示，通过“互联网+医疗”的方式，他与
患者的黏性增加了，同时也快速树立和传播
了他的个人品牌，越来越多的患者知道了医
生的业务专长，能更精准地为有需要的患者
服务。 (记者唐弢、黄筱、黎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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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同学“回来了”

海拔 1380 米的重庆市巫山县巫峡镇春
泉村教学点，今年暑假后迎来了建成投用后
的第一批学生，李兴(化名)是其中一名。辍
学两年后，他终于回到了课堂。

李兴出生在地处秦巴山区的重庆市巫山
县庙宇镇，自幼父母离婚，跟着爷爷奶奶生
活。因家境贫困，继续留在镇小学读书变成
了奢望，再加上村里没有学校，李兴在
2016 年无奈辍学。“看到背书包的小伙
伴，非常羡慕，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回去。”
曾经的课本，他在家反反复复看。

2017 年 10 月，当地政府挨家挨户走访
村民，决定在春泉村建设一个教学点，彻底
解决附近适龄孩子的就学问题。一年的时
间，春泉村的教育实现了从无到有，并对贫
困学生进行定额帮扶。今年，李兴回到了久
违的课堂，“课本是新的，课桌是新的，还
有同学和老师都回来了。”

“很多叔叔阿姨在帮助我和同学们，我
不知道他们是谁，但是很感谢他们。”李兴
口中说的帮助，实际上是指巫山县近年来的
教育扶贫政策。巫山县教委主任卢尧介绍，

不论是教育部门还是普通村民，都明显感受
到这一年来县里全面落实教育扶贫政策的作
用，和进一步降低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辍学率
的各项举措的成效。国庆假期后，在春泉村
教学点，孩子们的学习热情不减，不时传出
朗朗的读书声。

因学致贫、因贫辍学是造成贫困代际相
传的重要因素，近年来巫山县针对性实施教
育精准扶贫，加大投入提升农村地区教育质
量，构建全阶段不断档的资助体系，实施全
覆盖精准化的控辍保学。

一年来，教育条件大幅改善，也让越来
越多的农村学生“回流”。

春泉村村民姜贤保准备让 5 岁的孙子到
村教学点上学。“以前他跟随打工的父母在外
地上幼儿园，一个月学费两千多元，回到村
里，一个月只交 250 元的保育费，还能享受每
天 4 元的营养改善计划补贴，不但可以省下
读书钱，父母在外打工也不操心了。”姜贤保
说，村里多名学生都从外地转回来了。

家庭贫困是一些学生辍学的直接原因。
为减少贫困家庭教育支出，巫山县构建了从
学前教育到大学阶段全覆盖、不断档的资助
政策体系。数据显示，巫山县三年累计资助
10 . 1 万人次共 1 . 43 亿元，其中贫困家庭
6 . 5 万人次近亿元。

通过系列措施的保障，巫山县入学率显
著提升。如今，巫山县学前三年教育毛入园
率提升至 84 . 2% ，九年义务教育入学率
100% ，巩固率 99 . 49% ，劳动年龄人口平
均受教育年限提升至 10 . 7 年。

“这一年来，很多辍学的孩子都回到了
校园，未来，我们也不能让一个孩子因贫辍
学！” 巫山县委书记李春奎坚定地说。

(记者韩振、黎华玲)
据新华社重庆 10 月 18 日电

一年的时间，春泉村的

教育实现了从无到有，并对

贫困学生进行定额帮扶 。

“课本是新的，课桌是新的，

还有同学和老师都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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