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看我恢复了2点生态值”
“你看我有20分生态值” ……7月
27日， 石景山区八角街道的 “垃
圾岛大冒险” 垃圾分类小游戏在
“爱八角” 微信公众号里正式上
线。 小游戏精心设计关卡， 通过
游戏的趣味体验提高居民垃圾分
类意识， 增长垃圾分类知识。

据介绍 ， “垃圾岛大冒险 ”
垃圾分类小游戏按照飞行棋模式
设置， 棋盘格上写满了垃圾分类
小知识。 参与者每次通过掷骰子
来前进答题， 棋盘上面融入了手
机电池、 废旧金属、 塑料衣架和
水银温度计等垃圾分类相关知
识， 居民通过回答问题、 投掷骰
子到相应的分类方格， 完成每道

题都有得分和答案更正， 使大家
加深了对垃圾分类具体操作层面
的认识。 通过将垃圾分类知识融
入到小游戏关卡中， 让大家在一
边玩游戏的同时， 学习垃圾分类
知识。

随着广大居民文明意识不断
提升， 垃圾分类越来越成为大众
新时尚。 结合 《北京市生活垃圾
管理条例 》 和创建全国文明城
区， 八角街道推出垃圾分类小游
戏， 趣味性高、 传播范围广、 表
现形式新颖， 让垃圾分类宣传更
灵活 、 更易于被广大居民所接
受， 同时也培养居民垃圾分类习
惯， 让垃圾分类成为居民日常生
活的一部分。

□本报记者 唐诗

7月29日， 东城区龙潭街道
在左安浦园社区开展了 “大篷车
进 社 区 集 中 收 集 可 回 收 物 ”
活动。

据龙潭街道垃圾分类负责人
介绍， 龙潭街道为了让居民更方
便地处理可回收物， 已经在8个
社区开通了线上呼叫上门回收服
务， 考虑到有一部分老年人家里
没有网络甚至不会使用智能手
机， 没办法完成线上呼叫。 经垃
圾分类专班组研究决定采用” 大
篷车进社区” 的方式进行线下可
回收物的回收， 以满足这些老年

人卖废品的需求。
在当天的活动现场， 除了有

工作人员、 回收工具、 回收车辆
外， 还设立了垃圾分类宣传区，
宣 传 员 向 前 来 参 加 回 收 活 动
的 居 民进一步宣传垃圾分类知
识， 并教授居民 “两桶一袋” 分
类方法。

“大篷车进社区” 的活动受
到了小区居民的大力支持， 一上
午的时间， 便清运了1.1吨废品。
居民们表示， 在闷热的天气下，
足不出小区就能完成废品的回收
真是太方便了。

□本报记者 孙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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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违建住房将变身道路绿廊
近日， 朝阳区王四营地区的

居民们十分高兴并充满期待， 距
离他们居住地不远处的丰双铁路
沿线正在紧张施工， 以往 “脏、
乱、 险” 的4000余间违建房屋全
拆干净了 ， 未来将建成公共绿
地， “违建住房变身道路绿廊”
成为居民们最津津乐道的话题。

位于王四营地区丰双铁路东

侧的这片拆违区域， 占地面积约
3.3万平方米 ， 包括楼房 27座 ，
房间约4000间。 此前， 该区域治
安乱象频发， 环境脏乱差， 存在
安全隐患。 2020年， 该区域被列
为朝阳区重点整治提升区域。 王
四营乡自1月启动该区域腾退工
作， 4月8日正式启动拆除工作，
经过为期两个月的施工， 目前基

本拆除完毕 ， 后续逐步完成绿
化， 为净化广渠路沿线、 美化新
地区环境、 优化大城市形象描绘
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每增加一处绿色空间， 附
近的居民都将成为最为直接的受
益者。” 朝阳区发改委相关负责
人说 ， 从为群众增绿的角度出
发， 今年上半年， 朝阳区建成杜

仲公园二期等6个公园， 总面积
4161亩， 并加快建设金盏森林公
园、 豆各庄城市公园等6个在建
公园， 总面积达2560亩。 与大公
园配套的一批口袋公园、 小微休
闲绿地也同步建设中。 “大公园
套小公园”， 多个公园连绿成片
为朝阳群众增绿添彩。

据了解， 今年以来， 朝阳区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疏解整治促
提升专项行动， 全面创建基本无
违 法 建 设 街 乡 稳 步 推 进 。 上
半 年 ， 拆违实现 “场清地净 ”
152.5万平方米， 腾退土地163.39
公 顷 ， 城 乡 接 合 部 改 造 腾 退
128.73万平方米。 腾退的土地大
部分用于 “留白增绿”， 实现绿
化140.4 公顷。

北京市应急响应下调至三
级， 体育、 文化场所也陆续有序
开放。 7月29日， 位于朝阳区十
八里店乡的十里河体育中心重新
开放， 吸引了周边不少市民前来
参观、 游玩、 体验， 大家纷纷过
一把久违的足球瘾。

当晚， 记者来到十里河体育
中心， 放眼望去， 偌大的绿茵场
上球门、 边界线、 拦球网等设施
齐全， 标识标线非常规范。 有的
一家四口围着足球嬉戏玩闹着；
有的球队各自为战， 踢得热火朝
天； 有的正在上足球课， 教练们
正给孩子讲颠球的技巧……

十里河居民李文表示， 作为
一个球迷 ， 受疫情影响无法出
游。 如今家门口就有体育中心 ，
可以带孩子来畅享足球的乐趣，
非常开心。 同时， 这里防控措施
到位让大家心里也很踏实。

疫情防控期间， 按照公共场
所运行防控要求， 进入体育中心
要出示 “北京健康宝”， 进行体
温测量。 体育中心每天有专人进
行全面清洁打扫和消毒， 确保卫

生和安全。
记者了解到， 十里河体育中

心以足球运动项目为主， 面积达
23000余平方米 ， 场内铺设高级
草坪， 不仅绿色环保， 还可最大
程度地保护球友安全。 球场开放
时间设置为 “早8晚10”， 场内安
装数十盏照明灯， 夜间的足球场
地亮如白昼。

据朝阳区十八里店乡十里河
村相关负责人介绍， 体育中心所

在地块从前是一片杂乱的建材批
发市场， 主要经营五金用品、 门
窗地毯、 外墙涂料等， 商户多达
百余家。 随着城市快速发展， 建
材批发市场已不适合区域的发展
定位。 2018年， 十里河村启动了
对该地块的疏解整治工作 。 如
今， 把运动场地建到了老百姓身
边， 同时实现产业转型， 既方便
了周边百姓运动健身， 又为集体
经济增收。

昔日疏解地块变身足球场

石景山八角街道
推出垃圾分类小游戏

□本报记者 周美玉 文/摄

近期， 首发集团养护公司各
中心养护人员加紧巡查高速道路
管养问题。 第四养护中心的养护
人员在雨后道路桥梁巡查工作
中 ， 发现京藏A辅路营城子7号
桥进京方向外侧的局部护坡发生
了水毁。 该中心立即启动防汛抢
修预案， 从应急储备点调运砂石
料、 石块、 水泥、 苫布等抢险物
资并进行抢修。 目前， 已完成水
毁部分全部施工任务。

本报记者 白莹 彭程 摄影报道

垃圾分类“大篷车”开进社区
□本报记者 边磊/文 于佳/摄

7月29日， 东城区西河沿215号
院举办了 “听老军人讲革命故事，
我为爷爷献勋章” 活动。 十余名孩
子和家长围坐在小院， 大家一起聆
听院里老军人陈继忠、 宫叔玲两位
爷爷讲述他们的革命故事。 随后，
小朋友们为老军人们献上了鲜花和
亲手制作的勋章， 表达对革命前辈
的敬仰之情。

本报记者 边磊 于佳 摄影报道

汛期抢修道路

老军人讲革命故事
传承红色基因

深深入入实实施施垃垃圾圾分分类类和和物物业业管管理理两两个个《《条条例例》》
努努力力建建设设和和谐谐宜宜居居美美丽丽家家园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