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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countryside are two important tasks in the new historical period in China, and they are closely related.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entir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and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significance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countryside will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is article takes Meitan County, Guizhou Province as an example, briefly
describes the development of new countryside in Meitan County, and analyzes its connection and interaction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the process of new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effectively promoting the eco-tourism economy of Meitan Count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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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态文明建设和新农村建设是我国在新的历史阶段两个重要的任务，两者关系密切。农村生态文明建设
是整个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全面分析并正确认识生态文明与新农村建设的意义及相互关系将有效的推
动农村生态文明的建设。本文以贵州省湄潭县为例，简述湄潭县的新农村发展状况，并深入分析在新农
村建设过程中其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联系及相互作用，有效的促进湄潭县生态旅游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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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湄潭县生态文明新农村建设的现状和成绩
1.1. 湄潭县简介
湄潭县位于贵州省遵义市境内，大娄山南部，南邻乌江。全县平均海拔大约 970 米，县城区平均海
拔在 900 米左右[1]。由于位于北半球北纬 27 度，地处云贵高原，森林覆盖率大，夏季清凉湿润，冬季干
燥寒冷，全年气候温和，年平均气温保持在 14.0 摄氏度左右，光照充足，土地十分肥沃，为茶叶的生长
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农业是湄潭县的主要产业，盛产优质稻稻米、各品类茶叶、油菜、烤烟等，这些优
势产业构成了农业产业。行政区规划调整后，湄潭县辖 3 个街道、12 个镇，依据国家新农村建设的政策，
因地制宜，结合湄潭县各村的地理位置及优势产业，发展建设新农村。

1.2. 湄潭县新农村建设状况
新农村的建设重点关注三个方面，为村民提供安全舒适的新房舍、各种文化体育新设施以及适宜的
新环境。湄潭县是首批国家级的农村改革试验区，经过将近 30 年的艰苦奋斗和不懈探索，取得了重要的
成果。新房舍方面：帮助农民改造危房 6500 户，农垦区危旧房得到改建，各村各镇因地制宜帮助居民建
设由小青瓦、坡面屋、穿斗枋、转角楼、雕花窗、白粉墙构成的具有黔北民族和地域风格的民居，缺一
不可[2]。新设施方面：为给村民提供更多文化娱乐设施，先后投资建设镇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多个，以及
农家书屋、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等文化设施；2016 年年底，建成“两横两纵四联线”公路网，通过高速公
路将杭瑞、道安连接起来，建设多条国省道，升级改造多条农村公路，在全省率先实现“村村通油路、
村村通客运”目标；通过城乡电网升级改造、全面覆盖城乡网络，促进“三网融合”。新环境方面：加
大农村面源污染治理资金投入，治理从全县全面展开，推进湄江河流域综合治理。协助相关部门全面完
成全省第四次森林资源普查、石漠化监测工作和湄江国有林场改革，重点实施林业建设工程，森林覆盖
率从 57.6%提高到 62.8%，美丽乡村成效明显[3]。

2. 生态文明的相关概念
2.1. 生态文明的基本内容
生态文明是指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人类认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开始侧重生态、自然与环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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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密结合，强调自然资源的循环使用，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能源的节制开发，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理念，建立良性循环可持续发展的平衡的生态系统，在有效解决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上，满足人类发展
的需求，逐步减小发展与生态的矛盾，从而建立起以人为本，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协调永续的长远发展
目标[4]。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越来越严重，无限制的索取自然资源，导致稀缺物种
灭亡，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使人类社会遭受损失，阻碍了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渐渐的人们意识到生态
环境对人类生存的重要性以及保持生态平衡的重要性。

2.2. 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内容
新农村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一项重点建设内容，其中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是重点。其主要
的内容是提高农村人口的生态意识，从而提升社会的整体意识形态。这种针对性措施对农村实现绿色环
保、节能减排的生活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同时这也是对新农村建设内涵的理解和深化，为农村生态文
明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5]。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要想可持续发展，必须重视生态文明的建设，而生态文明的建设的第一步就是
村容村貌，最基本的就是保持自家的整洁，尤其是生活垃圾及生活污水，该怎么解决利用，才能不污染
环境并且对其进行有效的回收利用，对新农村建设是个难题。其次是保持村容，完善发展农村基础设施，
街头到巷尾，路面无随地乱扔的垃圾，农业生产井然有序，饲养的家畜在各自农舍的范围内活动，人人
自觉遵守村内规章制度，村内一片祥和。最后，政府要帮助村名完善村内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制度，做
好对村民参与生态建设的支持和鼓励工作，同时，村民要增强生态文明意识，提升自身素质，积极投身
生态文明建设当中，加快现代生态文明的建设的进程。良好的居住环境不仅能使人心情愉悦，对村民的
身体健康有很大益处，村民的精神面貌也得到了改善[6]。
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特征包括：保证农村生活环境的干净整洁；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和改
善村民生活质量；政府部门应该贯彻落实可持续发展道路，带头加强生态文明意识，明白自己的责任，
加大生态文明宣传力度，积极加强对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责任意识[7]；农村居民要树立自觉自律的生态
意识，组织建设好自己的家园[8]。

3. 湄潭县新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现状分析
3.1. 因地制宜建设新农村
由于湄潭县依山傍水的地理位置，湿润的气候，独具民族特色的黔北民居，吸引了众多在繁忙城市
中打拼的人士在节假日时前来度假，呼吸山间的新鲜空气，修身养性。如湄潭县的偏岩塘村通过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偏岩塘一幢幢白墙青瓦的房屋坐落在青山绿水之间，利用干净环保的生态环境开发旅游。
随着游客越来越多，垃圾也越来越多，为此，村里每家每户发放了分类垃圾桶，县里配置了 11 个统一的
地埋式垃圾桶。每个体积 5 立方米的垃圾桶可以容纳一吨垃圾，由县里统一进行深埋处理。建立污水收
集池，经过隔栅流进主管网，到终端集中处理，处理后的水排放到人工湿地生物床，提倡家庭农场可以
实现种植和养殖业结合，结合农村老百姓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利用厕所的粪便做养殖，生产沼气，材料
循环利用，垃圾有效利用。结合农村地区的特色，发展以生态、度假、养生的等幸福生活文化为主题的
偏岩塘村建立旅游服务型新农村，在维持原生态环境的同时，既促进了农村旅游经济的发展，也为部分
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工作，有利于村庄的可持续发展。

3.2. 以历史文化促进生态旅游发展
茶化石在湄潭的出现印证了茶最先是在湄潭生产的，茶历史悠久。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民政府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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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试验场搬迁至湄潭以及浙大西迁湄潭办学为湄潭茶叶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茶是湄潭的特产也是湄
潭的标志，湄潭拥有连绵不断，一望无际的茶海，品类众多的茶叶，屹立于火焰山并载入吉尼斯纪录的
天下第一壶，湄潭境内生长的品种占贵州生长茶树品种的 79%，可谓全省之冠。依据其茶产业打造生态
旅游，如七彩部落结合其周围的茶园走出一条“产业兴、村寨美、村民富”的茶旅一体脱贫新路，探索
建立了“户户是股东、家家能分红”的新型农村经营模式。开业以来，“七彩部落”旅游综合收入 1200
余万元，帮助并解决了 400 余人的就业。将茶产业发展与生态相融合的田家沟建立特色产业型新农村。
同时，湄潭是革命老区，红军长征时，留下了诸多的革命遗址，包括不少的红军歌谣和红军故事，根据
其革命历史，发展红色旅游。

4. 生态文明与新农村建设的联系
恩格斯认为，物质自然界是相互联系的整体，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系统，破坏任何一个元素，
将会导致自然界失去平衡。人们在改造世界以求发展的同时，不断战胜改造过程中的不良结果，不断改
善人与自然的关系，使自然与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趋于一种平衡状态并得到可持续发展[9]。新时期，
在新的理论指导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为新起点，新农村的建设包括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
内容[10]。两者的目的均是为了可持续发展，将生态文明与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能促生态文明系统和新
农村建设系统的共同发展。此外，应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协同发展能有效的促进农村可持续发展，有利
于保护环境，促进城乡一体化的发展[11]。正如湄潭县的新农村在建设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与生态环境的
关系，一方面，将农业产业与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减少农村发展过程中的农业资源浪费，突破生产发
展的资源瓶颈，另一方面也解决了农村生活、农业化肥、产业污水等方面的污染问题，缓解农村生态恶
化的压力[12]。

5. 湄潭县新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优化建议
5.1. 加强宣传，提高农民环保意识与主人公意识
由于自然界资源的共享性，村民生态环保意识薄弱，政府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宣传力度不到位，
村民参与环保的积极性不够，导致新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是被动的，只能靠政府引导村民去做，如政府不
带头进行生态文明的建设，村民自主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性就不高。环境是大家的，资源是共同的，政
府要加强对村民生态文明建设的教育与培训，加大宣传力度，使村民意识到，生态环境与人类生存发展
是息息相关的，一人的行为破坏或是污染环境，大家共同承担单后果，与其先破坏后一起承担后果，为
何不携手共同建设，追求可持续发展，保护环境不在乎谁做的多谁做的少，人人都应承担保护环境的责
任。同时加强生态道德观的宣传，定期开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相关的道德教育活动，提高农民的自身道德
素养。也可建立农村的科技服务体系，根据农村实际情况运用科技与环保技术为农民解决农业及生态建
设方面的帮助，提高农业产量，减少对环境的破坏。通过个人、社会等相关机构的合作，推进新农村生
态文明的建设，同时也为生态文明等相关理论提供了实践的基地。

5.2. 健全长效环境监管机制与生态评价体系
生态文明建设不是一时的，而是世世代代的，不要只看到眼前的利益，要重视未来的、长久的。由
于新农村的地理位置，国家无法处处关注到，对建设的进程无法实时监督，对发生的问题鞭长莫及，就
需要政府在新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起带头作用，及时向村名传达政府的政策，鼓励村民参与其中，
并将问题、意见及时反馈给上级，做到上通下达。适时给予村民一定的激励，村名就会进行生态文明的
建设积极性就高，如偏岩塘村建立垃圾分类回收兑换生活用品，如果没有一定的激励，村民就有可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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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关注生态问题。如果想要坚持长期发展，必须要有相关的农村环境治理监管体系，需要专门保护环境、
治理污染的部门或者人员监督和管理生态文明建设的进行，将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的工作制度化。同时，
建设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定期对生态文明的建设进行评估并公布评估结果，对结果进行分析，
反馈给村民和政府，在对结果的分析中，看到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与不足，只有让村名和看到付出的努
力确实回报给村民一个优美的环境，以及没有成功的改善生态环境所带来的后果，村名才会坚持生态文
明建设的行为[8]。

6. 总结
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越来越重视农村生态环境，农村的生活污染及农业污染较重，受地域、技术
及文化的限制，农民无法自主进行污染治理，必须加强政府的引导作用并带动农民进行生态文明建设。
湄潭县历史文化深厚，并且有 206 个农村示范点，在生态文明与新农村建设的协同发展中有一定的经验，
本文旨在通过对湄潭县生态文明与新农村建设的协同发展，阐明生态文明与新农村的建设均符合可持续
发展观点并相互促进，两者结合可有效的促进农村建设与经济的发展。生态文明建设与新农村的协同发
展模式很多，根据农村的环境与产业，对协同发展模式进行创新，促进新农村的发展与生态文明意识的
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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