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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些年来,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阿克苏地区新和县喀拉库木村的生活环境发生了非常巨
大的变化,民众的生活环境和幸福指数有了很大幅度的提升。在这样一个阶段上,农村地区人民对于生活
条件和环境的要求也不同于以往,期待越来越高。然而现实却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村容村貌差、垃
圾问题、厕所问题已直接映射出与人民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发展不平衡。由此可见,在乡村振兴背景
下着手于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工作尤为重要,也是跟随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这一重要方向。将农
村人居环境建设治理工作作为重要的突破口,能够有效推动乡村振兴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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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 living environment of
Kalakumu Village in Xinhe County, Aksu Prefecture has undergone great changes, and the living environment
and happiness index of the people have been greatly improved.At such a stage, people in rural areas have
different requirements for living conditions and environment, and their expectations are getting higher and
higher.However, the reality is that the rur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is backward, the poor appearance of the
village, garbage problems, toilet problems have directly reflected the imbalanc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aterial culture and spiritual culture of the people.It can be seen that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start to promote the governance of rural living environment, and it also follows the
important direction of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Taking the construction and governance of
rural living environment as an important breakthrough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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