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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称，今年整个国庆假期，

京津冀区域及中原地带被雾霾困

扰。多个监测站点的数据达到“严

重污染”级别，有的甚至到了“爆

表”的程度。

长假过后，官方和专家开始反

思这些无法回避的问题，寻找问题

的原因和归咎责任。从这些反思

中，我们看到了一些部门和专家，

或者是习惯性地将责任推到别人

身上，或者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或

者是放大一些细微因素而掩饰真

实问题。这些明显的卸责都成了

笑话。

比如对于高速路拥堵的原因，

北京市有关部门就称“开车发微信

刷微博是拥堵原因之一”。假期最

后一天各条进京高速路均出现较

长的车辆排队现象，相关部门称：

高速路上乱并线以及司机不专心

驾驶，边走边拍发微信、刷微博导

致交通事故频发，是高速路拥堵的

主要原因。

其实在返程高峰期出现拥堵

是正常现象，扎堆儿返程必然会形

成排队，每年都如此，今年并不比

往年更堵，为什么非要归咎于“发

微信刷微博”呢？不排除个别路段

会有刷微博导致交通事故所形成

的拥堵，但怎么能信口开河归结并

放大为“主要原因”呢？更重要的

是，这属于典型的“倒果为因”，高

速路上发微信、刷微博不是拥堵的

原因，而恰恰是拥堵的结果，因为

长时间拥堵，车主只好以发微信、

刷微博打发时间。车主或许有开

车时发微博的不良习惯，但不至于

不要命到在高速路上也如此，只有

高速变龟速时才会。当然也不排

除出现恶性循环，拥堵导致玩微

博，玩微博加剧拥堵，但不能把问

题归咎于玩微博。

“倒果为因”地把拥堵的板子

打到微不足道的“发微信和刷微

博”身上，不仅是逻辑的怪诞，更让

人从中看到相关部门的不坦诚：推

给微博是为了回避自身的管理责

任，拣车主这个软柿子捏，掩饰其

他人为因素。国庆假期返程时，每

年高速路都会现出大拥堵，没有微

信可发和微博可刷的时候也会堵，

那时的责任在谁呢？

笔者在田间还听农民说，农作物秸

秆沤的肥叫“粗肥”，粗糙、肥效低，农作

物秸秆过腹变成的肥是“细肥”，比沤的

肥强得多，粗肥只肥一茬庄稼，下茬庄

稼就没肥劲了。秸秆、藤秧过腹还田的

“细肥”能肥三茬庄稼，有一年半的肥

效，所以王岗村人都把秸秆、藤秧喂畜

了，农户利用自己责任田的农作物秸

秆、藤秧养畜，过腹还田产出的畜肥就

基本满足了庄稼用肥的需要，村民很少

花钱买化肥，仅此一项，一亩地一年就

可省化肥150斤左右，少支出200多

元。

村民王新成说：“我用玉米秆、花生

秧、红薯秧养羊，把养羊的畜肥都上到

地里了，一年少买化肥八九百斤，减少

种地投资1200来块钱，不光省了钱，土

地年年上畜肥，肥壮疏松，长出的庄稼水

灵、齐整、旺腾腾。”长期使用畜肥，破除

板结，养肥土地，地越种越肥，产量越来

越高。经过测土，王岗村大多数农户的

地块属于上等良田沃土。

王岗村村民王志民说：“一亩玉米

秸秆养畜过腹能产出3000斤左右的畜

肥，而使用2000斤畜肥土地就能达到中

等肥力，适当施点化肥就比别的农户的

庄稼好。一亩地能施3000斤以上的畜

肥就是很肥的土地了，产量自然高。”

王岗村从开始发展畜牧业到现在

已有七八年了，年年使用畜肥，养肥了

土地，与别的村一般农户比，仅秋季一

茬庄稼就增收200斤左右。产量高，农

作物秸秆也粗壮肥大，一亩多收秸秆、

藤秧五六百斤。秸秆藤秧增多，又为养

殖业增添了饲料，秸多肥多粮也多，粮

多料多畜更多，形成了良性循环。

眼看着一天比一天红火的日子，村

民们乐不可支：“秸秆、藤秧派上用场，

废物变成钱，空气好环境好收入多，看

来咱这走庄稼秸秆养畜这个路子是走

对了。”

每到这个季节，农村往往出现秸秆焚烧现象，尽管各地采取不同的措施制止，但有
的人还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看管得紧时就偷着烧，白天不能烧就晚上烧，浓烟滚滚，
烟灰四起，污染了环境。而近几年内黄县井店镇的王岗村却走出了一条不焚烧、变废为
宝的新路子。

不烧秸秆的致富经
内黄县王岗村

井店镇王岗村位于内黄县城西南20公里处，全村共1430口人，1100多亩耕地，人均不足1亩地，村民以种植业

为主，穷惯了的乡亲们天天想富盼富不能富。

村里如何发展，农民如何才能富裕？村里干部也动过不少脑筋，想过不少办法，先后搞过蔬菜种植，瓜果品种引

进、种子培育等项目，但均以失败而告终。后来他们选择了投入少的农作物秸秆、藤秧养畜项目。近几年，通过农作

物秸秆、藤秧养畜，变废为宝，转化增值，村里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喜人变化。

过去，王岗村也和其他地方一样

习惯地把秸秆、藤秧焚烧，到处烟尘滚

滚、天昏地暗。为了让秸秆不焚烧并

得到充分利用和转化，井店镇党委、镇

政府先在王岗村搞试点，镇党委书记

鉴洪君亲自抓，多次到王岗村帮助解

决实施过程中的具体问题，村民们的

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他们开始利用玉

米秸秆、花生秧、红薯秧等农作物秸

秆、藤秧养牛、养羊、养猪、养兔。

今年77岁的王春生老人家里有6

亩地，每年都是种植玉米、花生，他高

兴地说：“咱这几亩地有1万多斤秸

秆、花生秧，养羊就不用花钱买饲料

了。年年养羊，卖了大肥羊，小羊羔

留下，不用再花钱买小羊，每年净收

入有6000～7000块钱，比种6亩庄

稼的收入还多一点，一亩地顶两亩地

的收入。”

王岗村每年种植玉米、红薯、花生

等农作物在800亩以上，年可产秸秆、

藤秧1000多吨，为发展养殖业提供数

量可观的饲料，秸秆藤秧饲料资源丰

富，适应了不同养殖户的需要，村里有

的人利用秸秆搞青贮，有的晒干收藏

冬季喂羊，有的把秸秆磨成草面喂

猪。有了农作物秸秆的饲料支撑，买

饲料花钱又不易的难题破解了。

秸秆养畜能挣钱，谁也舍不得焚

烧了，有的养殖户发展得快，自己责任

田的农作物秸秆藤秧不够喂，又出钱

把周围村庄的农作物秸秆买了过来，

解决了农作物秸秆、藤秧禁烧治理难

的问题。

王岗村村民李麦柱过去是

村里的贫困户，从 2006 年开

始利用秸秆养羊，2012 年

大肥羊出栏 25 只，获利 2.4

万多元。

李麦柱说：“近几年，我家

的羊年年出栏都在25只左右，

年纯收入在2.2万元到2.6万元

之间。我家也因此甩掉了穷帽

子，走上了致富路。”李麦柱按

捺不住内心的喜悦，逢人便乐

呵呵地说，“秸秆养羊好，不用

买饲料，本小净利高。”

利用秸秆藤秧养畜，王岗

村实现了由穷变富的转折。

过去，王岗村人的收入基本上

来自于种粮、卖粮，除去投资，

一亩地夏、秋两季纯收入一般

户均在1000元左右，大多数

农户除了日常生活支出，很

少有盈余。谁家一遇婚丧嫁

娶、修房盖屋和其他较大的

事就要借钱。有的户大事比

较多，连得又比较紧，就会债

台高筑。

如今，村里流传着这样的

顺口溜：“过了一年又一年，光

流汗水不挣钱。如今家家有余

钱，多数银行有存款，日子过得

比蜜甜。”

假日雾霾拥堵是
微博惹的祸和天 ？

秸秆转化养畜好

秸秆养畜穷变富2

过腹还田肥了田

1

3

发微信、刷微博
是拥堵的原因还是结果？

对雾霾的归咎上也有同样

的卸责和讳饰，针对北京在国庆

期间接连的雾霾天，北京大学环

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谢绍

东称：从历史数据来看，每年的

国庆节前，即9月27日、28日到

10月 15日，都是北京空气质量

最不好的时期。北京市发生重

污染的时间大多是季节交替期

间。这种把问题推给“天”的解

释，也让人读到了反常识、反事

实的卸责。

北京的国庆和10月在历史

上果真如此吗？《中国气象报》今

年7月题为《历史上国庆期间北

京天气如何？》的报道称：10月是

北京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翻

看北京国庆期间历史气候资料，

以晴好天气为主，温和而清爽的

北京清晰可见。在此期间，人体

舒适指数几乎都在 60～70 之

间，非常适宜室外各类活动。历

史气候资料如此，人们对北京的

经验感觉也是如此，秋高气爽，

碧空如洗，金秋十月尤其是国庆

节期间，应该是北京最舒服的日

子。怎么到了专家嘴里就成了

“历史上国庆期间都是北京空气

质量最不好的时期？”还“季节交

替必有污染”，现在这金秋十月，

属于哪个季节和哪个季节的更

替呢？难道是“中秋”向“晚秋”

的更替？

承认“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

严峻”，天又不会塌下来，不能罔

顾现实而推给不会说话的“天”。

雾霾和拥堵都属于公共问

题，不是哪个人、哪个部门或哪种

单纯的因素造成的，而是综合因

素的结果。

比如雾霾，可能就是机动车

排污、油品质量、周边企业污染、

建筑扬尘、气候、环境管理不力等

综合作用的产物，“综合因素”之

下不是每个相关者反思自身的责

任，而成为一笔糊涂账，彼此推卸

责任。

比如车主们就称：长假期间

汽车减少，雾霾却依然频发，证明

“主要污染源是机动车”的谣言不

攻自破。政府推给机动车，开车

者推给政府，最终专家就推给

“天”了。没有人愿意承担雾霾的

责任，气候就成了替罪羊。专家

说，这次重污染过程与近期华北

地区的静稳天气有关——好吧，

既然专家这样说了，那我们都可

以假装皆大欢喜地松口气了，把

板子都打到这万恶的天气身上吧!

可是，如果没有超承载力的污染

排放，“静稳天气”怎么会形成雾

霾呢？ (曹林)

雾霾的原因在于
“季节交替必有污染”？

村里很多人都用花生秧、红薯秧养羊，这是李麦柱家养的羊。

□本报通讯员 杨春旺 陈艳鹏 文/图

延伸阅读

记者10月8日从北京市朝阳区纪委获

悉,来广营乡清河营村村委会副主任马林祥

在国庆期间为其子婚事大操大办,铺张浪

费,违反中央相关规定,在群众中造成恶劣

影响,区纪委已责成乡党委依据相关法定程

序,罢免其村委会副主任一职。(10月8日

新华社)

“村官”大办婚宴事情虽然不大,但纪委及

时的调查处理却让我们看到了问题的性质已

经十分严重,已上升到了违反中央相关规定的

高度。说到处理还需要厘清几个问题:首先,

“村官”不是官,与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公务员不

一样,罢免“村官”要依据相关的法定程序。其

次,马林祥不是党员,不涉及党内处分。第三,

有村民爆料说马林祥身家过亿,但其财产来源

是否合法恐怕不能指望纪委给出一个说法。

这一事件及时迅速的处理向整个社会

传递了两方面的信息:第一,别拿“村官”不当

干部。谁都知道“村官”不是官,但是人们还

是热衷于把“村官”当成官来监督,因为一方

面,法律赋予了村民监督“村官”的权利；另一

方面,“村官”虽小权力却不小。近年来,随着

各地城市化建设的推进,土地已越来越成为

一些“村官”手中用以腐败和敛财的重要筹

码,各地曝出的令人震惊的小“村官”大腐败

的案件莫不与土地有直接的关系。虽然“村

官”不是官,但也别拿“村官”不当干部,不能

以“村官”不是官为理由来逃避公众和舆论

的监督。

第二,想挣钱别当官。这本来是一个非

常浅显而朴素的道理,但是这些年却变得模

糊不清了,有人干脆把两者统一起来,要么把

当官作为发财的终南捷径,要么发了财又想

要当官。马林祥是哪种情况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权力与金钱的通吃,正在

从一种个别的社会现象变成一种普遍的社

会心理,任何由权力带来的金钱汇集都会刺

激公众敏感的神经,“村官”虽然不大,但依然

让人们联想到权力的恣意。

不可否认,一个小“村官”大办婚宴之所

以会受到纪委的高度重视,很重要的一个原

因是此事撞在了枪口上。而无论是中央的

“八项规定”,还是反对官场“四风”,抑或是不

断深入的群众路线教育,都是意在肃清既当

官又发财这种不正常的社会现象。

“村官”在节日里大办婚宴的事情虽小,

但是透过此事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值得重视

的积极信号。 据《法制日报》

大办婚宴被免职，别拿“村官”不当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