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8岁的张连手里捧着5袋洗衣
粉 、 4瓶洗洁精 ， 她开心 地 说 ：
“这是用35斤的塑料袋 、 水瓶子 ，
还有泡沫儿换的， 这也是我攒的最
多的一次。”

农村生活垃圾处理， 是一项不
容忽视的问题。 为推行垃圾分类，
形成长效机制， 延庆区大庄科乡目
前已经连续6年坚持推行 “白色垃
圾置换日用品” 活动， 如今收集白
色垃圾， 爱护环境已经成为村民们
的日常习惯了。

泡沫塑料变身日用品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不断推

进， 农村生活垃圾处理不当， 对周
边环境和土壤造成污染。

延庆区大庄科乡地处深山区，
人口分散居住， 垃圾收集运输难，
想要搞好垃圾治理， 实现垃圾分类
全民参与， 需要想个好法子。

2011年， 大庄科乡市政市容所
在环境整治工作中， 想出了 “白色
垃圾换置日用品” 的办法。

兑换日用品有标准： 1斤白色
垃圾， 兑换一卷卫生纸； 3斤白色
垃圾， 兑换一小包洗衣粉， 6斤白
色垃圾， 兑换一块香皂等等。

据介绍， 兑换活动的工作人员
由乡保洁队组成。 他们将村民们带
来的垃圾过秤， 垃圾记录员在登记
表上记录姓名、 重量等信息， 日用
品兑换员按照记录， 询问村民的兑
换需求。

工作人员王长江专门是负 责
日用品兑换 ， 他说 ： “一开始有
醋、 食用油， 换了两次， 大家说不

愿意吃， 夏天也不好放， 我们就换
成日用品。 现在兑换品有洗衣粉，
洗涤灵、 胰子、 卫生纸等， 都是根
据村民们的需要准备的。”

大庄科乡慈母川村会计李秀华
介绍说： “这个活动好， 一年来好
几次， 我们村有需要就给他们打电
话， 有时候一两个月就来一次， 可
方便了。”

目前， 大庄科乡按季度每年至
少换置4次， 年出动保洁队员1044
人次， 垃圾收集车464台次， 收集
白 色 垃 圾 达 80余 吨 ， 由 市 政 容
所统一分类 、 回收再利用 。 既实
现了全民参与， 又助力乡域环境综
合治理。

垃圾分类成生活习惯
对于什么是白色垃圾， 村民并

没有概念 ， 一听说 “垃圾能换香
皂” 什么都拿来问问。

于是， 组织村两委班子回村做
宣传， 塑料袋、 水瓶、 废旧电池、
农药瓶都可以换日用品。

在慈母川村兑换处， 村民把水
瓶打成捆， 塑料包装扎成包， 瓶瓶
罐罐堆成小山。 大伙推着小车， 排
着队 ， 挨个把自己带来的垃圾过
秤， 跟垃圾记录员报上姓名， 置换
工作秩序井然。

有村民说：“白色垃圾就是塑料
制品，降解不了容易污染环境。 ”村
民张连奶奶却说：“我不知道什么是
白色垃圾，他要什么我就给什么”。

在村民眼里， 一切可以换成日
用品的都叫做 “白色垃圾”。 “白
色垃圾置换日用品” 活动在无形中

让村民学会垃圾分类。
据李秀华介绍， 除了积攒自家

的生活垃圾， 她平时还会把村里村
外的垃圾捡拾回家。 分类装袋， 堆
在杂物棚里。 “这都是我们顺带手
的事， 不仅保护了环境， 还能置换
需要的生活用品， 大家都习惯了。”

持之以恒守护青山绿水
今年是 “白色垃圾换置日用

品” 活动开展的第6个年头。 如今
在大庄科乡， 无论是街道还是田间
地头， 都很难见到白色垃圾。

对于村民们来说， 捡拾垃圾成
为了生活习惯， 换日用品是村里约
定俗成的集体活动。

对于大庄科乡域环境治理， 由单
一的白色污染下游治理， 转为“源
头—下游” 综合治理， 提高了治理效
率， 同时也减小了治理难度， 在潜移
默化中提高村民对干净整洁人居环境
的认同感， 渐渐形成了一个干净整
洁的环境氛围。

“今年我们延庆区正处在创建
文明城区的关键之年， 我们山区乡
镇也要全面落实 ‘疏解整治促提
升’， 将生态环境建设抓好、 将生
态文明建设起来。” 市政市容所所
长孙建军说： “这个活动我们会继
续坚持下去 ， 它可以增强我们老
百姓的环保意识， 自觉加入到环
境整治专项行动中来， 守护北京的
‘金山银山’”。

76岁的村民刘玉柱告诉说 ：
“其实换不换东西无所谓， 把我们
村这些垃圾都处理了， 大山就干净
了， 村庄也美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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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块块香香皂皂““洗洗””出出干干净净小小山山村村
———延庆区大庄科乡6年坚持“白色垃圾置换日用品”

“快开学了， 马上又该给贫困学生发放助
学金了。” 这几天， 中建二局东北分公司的志
愿者们又忙碌起来， 准备进行中建先锋成长计
划的助学工作。

提及助学初衷， 中建二局东北分公司第十
七项目党支部书记孙长远表示， 2016年3月东
北分公司了解到， 辽宁省北票市泉巨永乡一些
学生家庭贫困需要资助 ， 于是分公司党群工
作部组织志愿者进行实地走访。

在走访中， 孙长远觉得很 “震惊”， 这里
比想象中的要贫穷很多， 这些孩子几乎都住在
大山深处， 进村的道路都是坎坷不平的泥泞土
路， 志愿者乘坐的车辆几次熄火。

孙长远印象最深的是贺立颖家， 14岁花季
的女孩特别瘦小， 性格极度孤僻， 不说话， 总
低着头。 经了解孙长远得知， 早年她父亲修沼
气池时意外去世， 母亲改嫁给他二叔， 后来母
亲去给奶奶买药， 路上遭遇车祸不幸去世， 家
里曾将她送到孤儿学校 ， 她竟以死相逼要回
家。 平时她生病了也不敢告诉奶奶， 怕花钱。

这样的情况不止一个， 刘杰家更偏远， 父
亲早年去世， 靠母亲种几亩土维持生计； 张云
涛的母亲一直生病卧床， 父亲身体也不好， 家
里很破旧， 只有一铺炕。

但让孙长远 “感动 ” 的是 ， 条件虽然艰
苦， 孩子们却依然自立自强 。 张云涛的梦想
是， 等他长大以后， 要给家乡修上平坦宽敞的
柏油路， 让村里人以后再也不用走泥泞的小
路， 下雨天学生也能骑车上学了； 樊玥姐妹俩
是典型的留守儿童， 父母出外打工， 奶奶带着
她俩在家， 但她们特别懂事， 姐姐带着妹妹在
家里扫院子、 做家务……这样一幕幕让人心里
特别温暖。

志愿者们将了解来的情况汇报到分公司。
2016年4月， 东北分公司发起 “中建先锋成长
计划”， 通过公司员工内部捐助的方式筹集资
金， 计划在 “十三五”、 “十四五” 十年内帮
助120名贫困生完成初中、 高中、 大学学业。

随后， 公司还发出了 《中建先锋成长计划
倡议书》， 号召全体职工捐助贫困学子。 中建
二局东北分公司工会主席李兵表示， 公司根据
走访档案显示的贫困程度、 素质评定、 学习成
绩等条件逐项筛选， 确定了首批资助名单， 并
根据各户的实际情况， 建立了留守儿童 、 孤
儿、 病患家庭学生的 “一对一” 心理帮扶。

分公司在助学金额的等级分配上以学生学
习各项费用为参考， 取上线， 确保每一户家庭
的孩子都能读得起书。 活动开展至今， 分公司
按照计划 ， 已经 4次走进北票市泉巨 永 中
学 ， 累计为 103人 次 受 助 学 生 发 放 助 学 金
12.9万元。

“先锋成长计划”
助贫困学生上学
□本报记者 马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