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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生态环境的保护已经成为社会发展过程当中一个重要部分,需要给
予充分的重视。同时,农村生态环境的质量和农村居民的健康及生活质量息息相关。本文对农村环境的
现状进行论述分析,并根据其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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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the protection of r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process of social development, which needs to be given full atten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quality of r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rural residents' health and quality of life are closely
related. This paper discusses and analyzes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rural environment, and puts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protective measures according to the existing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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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的环境保护工作当中,需要进行全方位的观察和重

形势依然十分严峻。生态环境建设的力量源泉从来就植根于

视,并且应该将保护的措施长期的实施下去,在认识到农村环境

广大社会公众之中。在依靠政府加大环境治理保护力度的同

保护工作重要性的基础之上,明确现有环境当中存在的问题。农

时,必须动员广大社会公众积极参与。这既符合现阶段我国国

村的环境问题已经不仅仅关系到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同时也

情,更是彻底改善生态环境的根本。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整个社会的发展,不容小觑。

2 农村环境保护措施的特点

1 农村环境保护的意义

2.1既要保护农业资源,又要防止环境污染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我国乡村区域占国土的比重也

在研究或选择农业环保政策时,必须同时着眼于资源充分

是很大的,由于乡村区域面积辽阔广大,做好了乡村的环境治理

合理地使用与污染的预防。因此,一方面需要按照农业生态基本

工程,对幅员辽阔广大的乡村地区自然环境的改造,以及广大农

原理规律和社会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采取调整农业系统内部

户的健康发展都有着重大的作用。

结构,加大科学技术投资,完善农业基础工程建设等举措,以促

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农村区域的经济进步快

进农村生态系统内部良性循环、和谐运转,从根本上提高农村资

速,在很大程度上把农村区域的经济发展质量提高了,改善了

源利用率相对不强的现状,从而防止资源破坏现象;另一方面,

人们的生活水平,但同时因为经济发展对于资源能源的消耗

还要求政府引入新型科学技术时,注重科学性和合理性,防止片

相对较大,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严重的农村生态环境污染,而通

面效应和盲目化,发挥新型科学技术对农村生产和农业经营活

过20多年的不断努力,中国的农村环保工作也获得了相当的

动的积极促进效果,从而最大限度的减少或者避免对环境的消

成就。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生产与生活的基本条件。长期

极影响。

以来,党和政府十分重视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将其作为一项

2.2既要避免农村工业污染,也要避免农村环境污染

基本国策。正在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更是把加强生态环境建设

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乡村地区除巩固性地发展种植业之

作为重要措施。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我

外,也积极地发展了大批的乡镇企业,而这种农村集体企业又发

国的生态环境保护取得了可喜成绩,部分地区的生态环境已

挥了地域优越性、环境资源优越性和劳务优越性,以进行小规模

有明显改善。但由于自然、历史、人为等原因,我国生态环境

生产经营为主,由此产生了中国乡村工农业交错布局的新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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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时也导致了乡村环境中存在农村工业废水,再加上乡村产

请教,然后再按照专家的意见提出合理的建设方法,这样才能最

业相对分散的特征越来越突出,乡村的污染物源头往往遍布于

大程度的降低对农村生态环境的损害,所以合理的搞好市政设

城镇和乡村以至千家万户,且面宽量大,进一步提高了控制与管

施工程就能够很好的促进农村生态文明的建设、最后还要和相

理的复杂性与艰巨性。所以,在农业的环保措施中应该从理论上

应的文物保护鉴定部门做好协作,并且在项目工程建设的前期

与实际突出全面兼顾的环保理念,既要预防工业污染,也要预防

阶段,和文物部门请教时,标注好该农村建筑的保护重点部位,

农村环境污染,而不要重工轻农,顾此失彼。

从而使得工程在正式进行施工时可以尽量的避免有历史文化建

3 农村生态保护的风险
3.1农村生态保护的意识不足

筑的情况,这样才能推进市政工程中农村文明的建设。
改变乡村环保观念是其中一项关键的部分,为了彻底改变

根据我国农村当前的环境状况分析,尤其是在一部分经济

原来关注城市而忽略乡村的观点,同时,必须出台具体的措施和

条件还比较落后的农村当中,建设部门为谋求更高额的经济效

法律法规,这要根据乡村环境保护的实际状况而定,使整个乡村

益,只重视农村工程建设,而忽略农村生态保护,造成空气质量

环境的维护管理工作有法可依,加强对环境保护的各项工作力

严重降低,而且农村日常生活用水也被很大的环境污染。

度,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农村环境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通过对以往市政建设的统计能够发现,在我国曾经有部分

4.2控制农村环境的外源污染

河水曾经遭到过相当程度的环境污染,同时还有大约百分之七

控制农村环境的外源污染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当中入手。

十的地下水一直都没方法满足生活用水的国家标准,这都极大

全面的控制农村环境的外源污染,从根本上杜绝一系列对农村

程度的危害到咱们国家居民的日常生活,所以对于增强人们对

环境带来不利影响的因素。第一,控制农村的污染转移。在污染

我国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识,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转移当中,想要得到良好的控制,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执行环境影

3.2环保投入不足

响评价法,对其中的各项制度都进行严格的执行,项目的审批也

现在中国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基层政府投入不够,缺少相

应该更加严格,对农村当中出现高污染、高消耗的产业严禁向农

关的资金保证,在研究相关的科学技术时缺少经费,最后导致监

村地区转移。其次,需要加强农村环境的监管,对排放物的标准

察生态环境保护人员的工作能力不足等问题。

都要严格的控制在合理的标准当中,对那些对环境带来严重污

3.3市政管理部门对农村生态理解错误

染的人要采用经济和行政两种方式进行严格的打击。最后就

部分的农村公共管理工作中,部分人员不能准确地掌握农

是需要强化针对环保的教育工作,将环保的理念深入到每个

村生态的基础理论概念,致使政府机关尽管喊着维护农村环境

人的思想认识当中,从我做起,减少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的不

的口号,但实际上仍然面临着对农村生态损害的严重情况,也是

合理排放。

造成农村生态问题的主要因素。

第二,控制农村的工业污染。不管是水资源还是土地资源,

现阶段,政府在很多的农村公共建设项目施工过程中,都明

又或者是大气环境等,工业污染都会对农村环境产生严重的影

显地指出要重视生态农村的构建,但是政府在农村公共建设项

响,所以对农村工业污染的控制就显得尤为重要。要加强农村乡

目的施工过程中,却缺乏相应的生态意识,而只顾及到建筑的外

镇企业的规划和优化,推进工业园区和生态园区的建设,在企业

形美。所以,理解农村生态建设是进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

的污染当中采取分散处理和集中治理的方法,对污染排放的总

前提条件之一,在我国农村的园林绿化过程中,也面临着同样的

量进行严格的控制,减少工业污染对农村环境带来的不利影响。

问题。

第三,对农业面源污染的控制。在农村地区面源污染的控制工作

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都对农村中的园林绿化很重视,如铺

当中,其分布的比较广泛并且在污染的时间和空间上存在不稳

上草皮就是农村中园林绿化的最主要方法,由于具有成本低和

定性,所以在这方面的污染控制难度上比较大。针对农业面源的

维护费低的优点,但都把草坪绿化的效益放在首位,而没有注意

污染应该将经营集中起来,将农户经营转变为农庄经营,这样根

到农村绿化的整体效益。

据农业规模能够有效的控制农业面源污染。

4 农村环境的保护措施
4.1从战略的角度上将农村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重视起来

4.3推动科学技术,为农村可持续发展提供技术保障
应该逐步加大对农产品生物资源、水土资源,以及农业生态

在农村的环境保护过程当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没

环境合理开发利用与环境保护研究的力度,着力破解农业土壤

有对这方面的保护工作给予充分的重视,这就使得农村的环境

侵蚀、沙漠化防治等难题,积极进行退耕还林与植被修复工程的

在不断的恶化。这就要求在农村环保体制不断完善的基础上,

科研和技术开发以及推广工作,为提高农产品生态环境质量提

把农村的环保工作重视起来,进而建立起农村的环境保护制度。

供技术支持。尤其需要重视解决与优化农村产业结构,合理配置

相应的,政府部门也必须把中国农村的自然保护工作提高到战

农业资源问题,解决农村面源环境污染治理问题,以及解决生态

略高度上,用科学的角度去审视农村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和目前

农业产业化问题与发展无公害化农业竞争力等问题。

环境污染的严重性。
对市政工程监督管理部门而言,要主动向环保的专家进行

4.4增加资金投入,确保重点工作顺利
实施生态农业建设项目和农村面源环境污染治理,功在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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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惠及后代,在农村领域也可以积极追求政府的加大投入,以

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市政工程前期规划设计,相关法律法规的完

确保农村重点工作顺利进行。可采取积极吸纳中小企业和农户

善,在一定程度上对降低生态环境的影响具有积极意义,但是也

参股、投资的运营方法。同时,还可进行与国外联合,积极引进

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发力,广大民众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就是其

外资,并注意研究创新生态环境建设与环境保护方面的多渠道、

中之一。对于市政工程生态建设,相关部门和领导要将加强民众

多元化投资体制,以满足新形势发展要求。

生态环保意识和宣传工作贯穿项目建设始终,在强化项目团队

4.5引进城市垃圾与污水的处理机制

的技能能力和专业素养的同时,通过各种多媒体渠道,采取多样

垃圾处理和污水的处置制度必须持续与时俱进,符合农

新颖的活动形式,定期或者不定期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活动,

村居民的人口变化、生活步伐,同时必须继续实施并健全有关

最大程度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主动参与性,真真切切地参与

的管理制度,强化对建筑及其运营部门的管理与监察;必须提

到生态环境保护中,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风尚,共促进进社会健

出切实可行的节能政策措施,积极开发、应用新型节能建筑材

康可持续发展。

料和绿色建筑技术;健全农村行政服务、经营和建设一体化的

5 结束语

环境监督管理制度,从根源上提升农村内环保公共设施的有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地区的环境保护工作已经成为
一个重要的部分,相关的部门和企业都要将这项工作重视起来,

效利用效果。
4.6加强宣教,提高人民对农村生态的意识

每个人都要具有环保意识,规范自身的行为,为农村及环境保护

人们对农村生态化认知缺失,会产生认知上的偏差,容易产

和改善贡献力量。

生不正确的做法,这会对农村生态化带来危害。面对这些状况,
需要加大对农村环境生态建设的宣传。使用新闻媒体以公益性
广告宣传的方式开展传播。随着现阶段,网络和移动互联网技术
的发展,资讯的传播也越来越方便,而利用网络应用的广泛性,
开展对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公益性传播,就能够确保公民通过
网络及时收集到相应的资讯,从而提高公民对农村生态环境保
护的意识。如市政工程管理单位和施工单位更加重视在市政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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