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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赞·新作为

鉴言

□王浩

小康不小康，厕所是一桩。农村牧区改厕表面上
看事情不大，但事关农牧民生活质量，事关农村牧区
卫生环境，事关农村牧区民生。

一个坑、两块砖、三尺墙，这样的连茅圈、简易旱厕在
农村牧区并不少见。这不仅影响农牧民身体健康和生活
品质，也制约建设美丽乡村的步伐。据统计，我国近一半

农户进行了卫生厕所改造。按照乡村振兴规划和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到2020年，东部地区、中西部
城市近郊区等有基础、有条件的地区，要基本完成农村户
用厕所无害化改造，中西部有较好基础、基本具备条件的
地区，力争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85%；地处偏远、经济欠
发达等地区，卫生厕所普及率要明显提高。

改厕任务繁重且紧迫，但不能一刀切式地强推，
更不能一厢情愿地强拽。任务艰巨，考验治理智慧，
农村改厕不仅需要真心，也需要匠心。在下大力气的

同时，更要用巧功夫，解决改厕工作中的拦路虎。
因地制宜，规划先行。有人觉得建厕所也要规划，是

不是小题大作？现实告诉我们，正是因为规划不到位、不
科学，导致一些地方出现厕所标准脱离实际，不考虑区域
差异一刀切等问题，挫伤了农牧民改厕积极性。科学精
细的规划应综合考虑庭院布局、自然条件、发展水平、生
活习惯等，精准施策。厕所重建更重管，完善后期维修、
管护、粪污利用等配套制度，才能解决村民的后顾之忧。

精准施策，技术铺路。高寒缺水，冲水咋保障？山区

丘陵，污水管道怎么建？农村改厕技术难题不少。须加快
研究修订农村卫生厕所技术标准和相关规范，针对重点环
节开展攻关。鼓励企业、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研发适合农
村实际、群众愿建愿用的新技术、新产品。不少基层干部
反映资金压力较大，影响工作进度。针对资金难题，地方
政府可通过整合涉农资金，将分散资金集中。鼓励农民投
工投劳，解决自筹资金压力，更增强群众的参与感。

小事连着民生。实现乡村振兴，需要用心、用情
解决这些小事，让农牧民有更多幸福感和获得感。

农村牧区改厕，要真心更要有匠心

□本报记者 帅政

“一个土坑两块砖，三尺土墙围四
边，夏天臭烘烘，雨天粪水流。”这是农
村牧区旱厕的真实写照，如厕变成了一
件让人烦心的事。厕所问题不仅事关
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品质的改善，也关系
到国民素质提升、社会文明进步。自治
区去年开展农村厕所改造以来，各级政
府纷纷出台补贴政策，鼓励农户“旱改
水”。农民认同度很高，用干部的话描
述是，农民真有些“迫不及待”了。

“国家政策真是好，给我们庄户人
家安装化粪池，还不用花一分钱，不用
跑出去上旱厕。农村的居住条件如今
不比城里差，我觉得比城里还好。”鄂
尔多斯市准格尔旗龙口镇麻地梁村
64岁的全维笑着说。

记者在麻地梁村看到，1台小型
挖机在村民全维家门前挖出一个近4

立方米大的深坑，几名工人正在组装
着白色玻璃钢化粪池。“我这个工程队
负责龙口镇的麻地梁村和大口村2个
村子，从11月7日开始为村民安装化
粪池，麻地梁村是47套，大口村是45
套，目前完成了70套的安装，每户安
装一套，预计再有一周全部安装完
毕。”准格尔旗农村牧区厕所改造工程
施工负责人全杰说。

龙口镇副镇长赵廷介绍，今年龙口
镇共对200户农户进行厕所改造，目前
已经完成80%，预计一周之内全部完
成。“因为我们这里没有污水管网设施，
所以采用这种外接化粪罐式的方式，解
决农户的入厕问题，方便了农户，对环
境也没有污染，化粪池经过发酵还可以
还田利用，废物变宝。”赵廷说。

今年，为加快推进农村改厕工
作，全面提升准格尔旗农村人居环境
水平，结合实际，准格尔旗制定了《准
格尔旗农村牧区厕所改革三年行动

实施方案》。2018-2020年，准格尔
旗计划投资7490.1万元，其中户改厕
投资5408.1万元，旱厕改造投资387
万元，新建公共卫生厕所投资 1695
万元。将通过政府主导、属地负责、
农民自愿、资金补助、标准规范的原
则，科学确定农村厕所建设改造标
准，合理选择改厕模式，试点先行、相
对集中、以点带面、逐步推进，陆续改
变农村传统蹲厕、旱厕、露天厕所，推
动农村户厕和公共卫生厕所的全面
升级。

据了解，2018年，准格尔旗开展
1870户改厕试点建设（自治区级试点
570户，市级试点1300户），新建旅游
厕所15座、公共卫生厕所28座，完成
现有公共旱厕改造22座。到2020年
底，准格尔旗计划完成户改厕18027
户，完成现有公共旱厕改造258座，新
建旅游厕所 85座、公共卫生厕所 28
座，卫生厕所普及率将达85%。

“今年是厕所改革第一年，明后年
将全面展开，主要目的就是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提高村民的生活品质，推动美
丽乡村建设以及旅游业发展，助力乡村
振兴战略在准格尔旗落地。”准格尔旗
住建局城乡股副股长刘昊程说。

牧区的厕所改造同样牵动着牧民
们的心，随着“厕所革命”的开展，很多
牧民也享受到了这场“革命”带来的胜
利成果。

冬日的草原，衰草连天，一栋冒着
炊烟的砖瓦房透露出大地的生机。阳
光透过窗子洒进屋内，照亮了角角落
落，连厕所的瓷砖地面、抽水马桶和洗
漱池都泛着白光……走进牧民斯庆花
草原深处的家，记者惊喜于其宽大而
现代的卫生间。

过去，初来乍到的外地客人内急
四处找厕所时，牧民们会淡定地说，草
原到处都是“厕所”，这么大的草地，随
便哪里都可以解决。从小在草原生活

的斯庆花也不例外。
42岁的斯庆花，一家三口生活在

乌拉特中旗川井苏木哈拉图嘎查，有
4000 亩草场。作为土生土长的牧
民，她见证了草原厕所的变迁。从

“草原处处是厕所”到“只在屋里上厕
所”，这片草原上的人们用了 5年时
间。

2013年，自治区在牧区推广简易
厕所，草原上首次出现了用石膏板围
起来的小旱厕，每户牧民为此可获得
政府300元补贴。小旱厕不分男厕、
女厕，夏天蚊蝇乱飞，冬天寒风刺骨。
到了2015年，石膏板小旱厕升级为砖
砌旱厕，分男厕、女厕，政府免费提供
砖和水泥。近几年，牧区厕所革命实
现了飞跃，由室外走进室内，越来越多
的牧户安装上了冲水式厕所，政府给
予相应的补贴。

内蒙古草原地广人稀，相邻的牧户
之间相隔少则几公里，多则数十公里，无

法像城镇一样集中布管道通水。因此，
每一个牧户的用水系统都自成体系。

“我家屋前有个大容量储水窖，解
决上水问题；屋后有个2米深的渗水
井，解决污水存储问题。过些时间，环
卫部门就上门清理渗水井，非常方
便。”斯庆花说。

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相关负
责人就农村厕改表示，我区农村牧区
改厕工作总体上坚持绿色、生态、环保
的建设管理理念和试点先行、有序推
进的原则，以改善农村牧区人居环境、
推动美丽乡村建设为目标，结合乡村
振兴战略、农村牧区人居环境整治三
年行动、农牧区危房改造、扶贫开发及
移民搬迁等工作，开展农村牧区改厕
试点工程，在2018年底前全面完成试
点任务，2019年全面推广农村牧区户
厕和公共卫生厕所建设改造，确保建
设一座达标一座，逐步改变农村牧区
传统蹲坑旱厕、露天厕所。

民声快线

观点

□然玉

近日，广东省东莞市茶山镇京华学
校二年级六班一家长爆料称，自己8岁
的孩子近期脏话脱口而出，在追问之下
才知道老师在学校也这么说。这名家长
称，因为担心孩子的成长，他在孩子身上
放了录音设备，发现孩子的语文老师傅
某在班上辱骂学生。数天内的多段录音
中，傅某对学生说出“蠢货”、“垃圾”、“神
经病”等侮辱性话语。京华学校校长就
此事回应称，经了解，老师傅某确实违反
了教师的师德，如果经查有情节严重的
行为将被开除。

（澎湃新闻 报道）

教师的言传身教，对学生的影响潜
移默化却也立竿见影。实在很难想象，
一个 8岁的孩子居然满口脏话。更令人
意外的是，如此恶习居然是有样学样、拜
老师所赐。事实上，这个年龄段的孩子
并不具备完整的是非意识和价值观念，
其语言习惯的形成，更多只是基于纯粹
的模仿。而作为学生们眼中“知识的权
威”与“言行的榜样”，教师天然就是其效
仿的样本。就此而言，一个素质堪忧的
老师，很可能会“带偏”一批人。

值得注意的是，此事并非是由学校
管理者或当地教育主管部门发现，而是
由家长用“录音笔”取证数天后才真相大
白。这实在耐人寻味，傅某爆粗口并非
最近几天，为何校方全无察觉？抑或是，
学校实则早就心知肚明，只是习以为常
没当回事？毋庸讳言，现实中，不少学校
尤其是基层学校的师资水平参差不齐，
某些教师动辄说脏话的现象并不少见。

尽管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教师不得
侮辱学生”，可实际课堂中，一些老师却
习惯了恶语相向。无语的是，在微观的、
具体的教学场景里，此类不当言行往往
都不被当回事，甚至被视作老师有个性、
有脾气的标志。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类似“教师爆粗口”的事情被传播到
网络上，却能引发轩然大波、招致口诛笔
伐。这实质上表明了，学校的办学活动
有其内向、封闭的一面，其时常游离于公
众的价值标准之外，甚至因此形成了一
种“存在即合理”的纵容。

在常态化飙脏话的课堂上，无论是
学生、老师还是管理者，都不会觉得“说
脏话”是很恶劣的事。“已要求老师主动
向家长道歉，并责令加强师德教育”、“如
果经查有情节严重的行为，将开除”——
在此事中，校方对当事教师处理的轻拿
轻放，其实就很能说明问题。

让脏话、粗口真正远离校园，仍旧任
重道远。至少，学校得先将之当成是“严
重问题”，才有严肃治理的动力。

对教师爆粗口说“不！”

□苗雨

连日来，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
富煌绿色枸杞实体店一片忙碌，工作
人员正在整理打包发往全国各地的枸
杞：分类、装箱、填写地址……不到10
分钟时间，30盒枸杞礼盒装上了邮政
快递的运输车。“咱们的枸杞品质好、
营养价值高，市场上供不应求……”说
话间，富煌枸杞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
王有军便与笔者讲起了富煌绿色枸杞
是如何“炼成”的。

天下黄河，唯富一套。“我的老
家在先锋镇红卫村。从父辈开始，
我们一直与枸杞打交道。先锋的地
好、水好、气候适宜，为优质枸杞的
生长提供了先决条件。”说起先锋镇
种植枸杞的优势，王有军如数家
珍。据介绍，先锋镇土壤类型以碱
性土、灌淤土为主，矿物质含量极为

丰富，腐殖质多、熟化度高、耕作性
好，非常适宜枸杞的生长发育；加之
该区域属典型的温带大陆性气候，
年降雨量少，日照充足，昼夜温差
大，利于枸杞糖和淀粉积累。枸杞
种植的集中区域地处黄河灌区，水
源充沛，灌溉便利，附近无工业污
染。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成就了先
锋枸杞的独一无二。

据了解，2013年，先锋镇被中国
经济林协会命名为“中国枸杞之乡”。

“经相关部门科学鉴定，先锋枸杞富含
铁、锌、锂、硒等多种微量元素，特别是
硒含量较高，这和我们的地理环境是
密不可分的。”王有军说。

除种植枸杞外，王有军一直从事
枸杞收购工作。“以前收枸杞大部分以
散货的形式销往全国各地，价格便宜、
客户认可度不高。”多年的收购经历让
王有军愈发觉得：只有打造自己的品
牌，才能在市场上有一席之地。2009

年，王有军联合先锋镇当地的32户农
户成立了富煌枸杞专业合作社，并注
册了“富煌”品牌。

合作社成立以来，王有军以“合
作社+农户+绿色枸杞种植基地”为
依托，力主从田间到舌尖的食品安
全，将种苗培育、水肥统购、病虫统
治、枸杞统收作为枸杞产销精细化
管理的规范流程，以打造高端绿色
枸杞为目标，形成了互联网+特色农
产品的现代新型发展模式。目前，
合作社集枸杞有机维护、冷藏、烘
干、色选包装、销售存储于一体，已
建成枸杞绿色示范基地两处，面积
千余亩。

从种植到田间管理，从收货到晾
晒，从精选到包装，富煌专业合作社
的枸杞得到了严格的把关，并获得了
消费者的认可。后来，王有军搭上互
联网的快车，做大枸杞产业的信心更
足了。在实体店销售的基础上，王有

军充分利用快手直播、微信、淘宝等
网络平台，开展线上销售。他说：“每
年9月份头茬枸杞上市和春节期间，
是枸杞销售的旺季，产品供不应求。
今年，合作社能产优质枸杞干果3万
斤左右，产值有 200 多万元，盈利
100多万元。”目前，合作社共有黑红
枸杞干果、枸杞芽茶、锁鲜枸杞 3大
类、13个品种。迄今为止，产品已在
北京、南京、成都、广州、呼和浩特等
国内大中城市销售。

“下一步，我们将借力‘天赋河
套’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的影响力，
继续在产品质量和研发上下足功夫，
做大市场份额，在发展绿色枸杞的基
础上，做好产品有机认证，带领更多
的农户参与进来，让区内外的人们知
道并了解我们巴彦淖尔的优质农产
品，让先锋枸杞走向全国、‘红’动世
界的梦想早日实现。”王有军信心满
满地说。

先锋枸杞“红”起来

编者按：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实现乡村振兴第一场硬仗，其中农村厕所的改造可谓重中之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厕所问题不是小事情，是城乡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不但景区、城市要抓，农村也要抓，要把这项工作作为乡
村振兴战略的一项具体工作来推进，努力补齐这块影响群众生活品质的短板。自治区政府之前印发了《内蒙古自治区开展农村牧区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2018—2020年）》，计划到2020年，完成65万户改厕任务，农村牧
区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85%以上。

这几天，磴口县信访局挤满了前来领
工资的农民工，领到工资的农民工高兴地
为磴口县公安局点赞。

不久前，磴口县警方从县信访局了解
到，一些来自重庆和甘肃的农民工，因为工
资问题上访。磴口警方急群众之所急，立
刻介入调查。发现某建筑工地项目部发包
商和承建商互相扯皮推诿，拖欠农民工工
资情况属实。后经公安民警多方努力，为
农民工追回工资200余万元。 （李家伟）

奈曼旗禁毒宣传
深入人心

毒品是社会的毒瘤，为提高广大群众
禁毒意识，通辽市奈曼旗公安局大沁他拉
派出所多措并举，使禁毒宣传深入人心。

今年该所相继组织辖区内各学校师生
观看了禁毒警示教育宣传片，还举办了“珍
惜美好青春·远离毒品侵蚀”青少年毒品预
防知识教育讲座，向学校师生讲解毒品相
关知识，剖析典型案例，增强学生防毒意
识，提升识毒能力，并告诫青少年要珍爱生
命、远离毒品。

同时，派出所联合辖区9个社区居委
会，结合社区各类特色创建活动，开展了

“千家万户齐承诺·不让毒品进我家”无毒
社区和无毒家庭宣传创建活动。在活动现
场摆放宣传展板，发放禁毒知识手册、资
料，民警向居民群众传达禁毒工作方面的
政策法规及防毒拒毒的基本知识，通过宣
传教育揭示吸毒对个人、家庭、社会的严重
危害，发动群众积极同毒品违法犯罪行为
作斗争。 （徐振江 李翔宇）

为民办好事
“五队”人马显风采

四子王旗常年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践行活动，影响极其广泛。四子王旗供电分
局成立的5个党员服务队就是其中一个典型。

其中，“草原”党员服务队，巡回边远地
区为牧民办实事；“神舟”党员服务队，重点
为牧民应急抢修电力故障；“巾帼”党员服
务队，专为五保老人、伤残家庭清扫卫生、
清洗被褥衣服；“雷锋”服务队，踏遍全旗农
村牧区，开展各种服务活动；“城关”服务
队，在供电所长田永茂的带领下，已成为
200多名空巢老人贴心孩子，为他们充值
电卡、更换灯泡、修理电器、寻医问药等。

近年来，该局“五队”按照公民基本道
德规范，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
雷锋办实事 3900 余件次，捐助款物达
4.1 万多元，印发各类宣传材料 1.1 万余
份。 （君文 郝文军）

磴口警方为外地农民工
讨回工资200余万元

从9月至今，一场由内蒙古公路路政执法监察总队直属支队、公安、道路运营等部门协同作战，以治理车辆超载超限为目的的“治超风暴”在内蒙古多条主要
高速公路开展。目前，整体超限率降至0.55%，达到既定目标，接下来将转入常规治理。 本报记者 冯雪玉 摄

治超风暴图说

记者调查·关注民生

内蒙古内蒙古：：““厕所革命厕所革命””让牧野乡村更宜居让牧野乡村更宜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