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董雁是北京市第五中学的地理老师，
她一直关注垃圾分类， 心系家园环境。 垃
圾分类新规实施前， 第五中学已经开始与
奥北环保公司合作， 把学校的生活垃圾进
行分类处理。 于是她养成了一个习惯， 把
喝过的酸奶瓶等可回收物简单清洗， 保证
干净干燥、 没有异味后， 带去学校分类处
理。 “那时候小区还没严格实行垃圾分
类 ， 但习惯需要慢慢养成 ， 所以我就用
‘运’ 垃圾的方式， 让自己先行分类。”

谈及家中如何垃圾分类， 董雁说起了
小妙招———一个大盆 。 在董雁家的厨房
里， 有一个专门放置厨余垃圾的大盆， 每
次丢弃茶叶、 菜梗等厨余垃圾时， 她会先
沥干水分， 再扔到盆中， 然后直接端着盆
倒垃圾 ， 减少了塑料袋的使用 。 董雁表
示 ， 希望自己的生活方式能带动身边的
人， 让生活环境越来越好。

张润春是新街口街道前公用社区的垃
圾分类指导员， 他表示， 身为指导员， 在
垃圾分类工作中， 必须以工作规范严格要
求自己。 “我们负责监督， 不能总帮居民
‘扔’ 垃圾。” 张润春说。 遇到居民没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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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城区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纪实
垃圾分类“总动员”“人人有责”落实处

“街巷小管家” 参与垃圾分
类工作、 菜市场垃圾分类工作规
范化管理…… 《北京市生活垃圾
管理条例》 实施以来， 西城区各
街道依托自身优势， 积极开展垃
圾分类工作， 打造 “绿色西城”。
下面就来看看西城区德胜街道、
月坛街道以及部分职工， 是如何
开展垃圾分类工作的？

德胜街道

垃圾分类携手“童”行
岗位实践“分”享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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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胜地区环卫人
员进行垃圾收运

自 《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正式
发布后 ， 德胜街道便召开了 “街巷小管
家” 活动项目启动说明会， 目的是帮助
青 少 年 儿 童 从 小 树 立 垃 圾 分 类 的 意
识 。 招募的 77名 “街巷小管家 ” 在 20
个社区共同开展了首场 “垃圾分类引
导 一 小 时 ” 专 项 活 动 ， “ 街 巷 小 管
家 ” 积极投身到垃圾分类行动中， 在实
践中学习垃圾分类知识。 该活动得到家长
的广泛支持。

在德胜街道人定湖西里社区， 小区里
整齐地摆放着 “绿、 蓝、 红、 灰” 4色垃
圾桶。 “街巷小管家” 在社区工作者和巾
帼志愿者的帮助引导下， 协助社区工作人
员摆放宣传品， 向居民发放宣传彩页， 与
居民互动垃圾分类常识。

新康社区和六铺炕南小街社区的 “街
巷小管家 ” 利用宣传折页 、 垃圾分类展
板、 趣味转盘猜猜放等多种形式， 向居民
讲解生活垃圾分类的意义、 模式及常见的
生活垃圾的标识等基本知识。

德胜里、 黄寺大街西社区组织 “街巷
小管家” 参加垃圾分类讲座， 老师以 “垃
圾从哪里来” 引入讲座主题， 讲解了垃圾
分类的意义、 垃圾不分类对环境的危害性
以及如何进行垃圾分类 ， 并对 “可回收
物、 厨余垃圾、 有害垃圾、 其他垃圾” 这
四类垃圾进行讲解， 指导 “小管家” 如何
正确投放， 并鼓励他们参与现场模拟垃圾
分类投放游戏， 使大家对垃圾分类的必要
性和重要性以及操作方法有了全面的认识
和了解。

德胜
街道 “街巷小管
家”开展垃圾分类宣传工作

月坛街道

尾菜专收专运
垃圾分类精细化管理
“您稍等 ， 今天这兜菜分得不太干

净 ， 这么大的一个塑料袋 ， 这个得挑出
来。” 西城区真武庙路四条福临生鲜百姓
生活服务中心外， 保洁员花良伦拦下了一
位商户员工， 从对方手中的一大袋莴笋叶
里挑出了一个塑料袋和三四段深蓝色的胶
条， 随后才帮着对方把垃圾扔到了路旁的
绿色垃圾桶里。

笔者看到， 就在福临生鲜百姓生活服
务中心门外几十米远的位置， 整整齐齐码
着一溜儿厨余垃圾桶。 掀开桶盖， 里面装
着白菜叶、 芥蓝根等。 管理员告诉笔者，
这些垃圾桶是专门用来收集尾菜的。

原来， 月坛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根据
每家店铺日常的尾菜产生量， 在店门外增
设厨余垃圾桶， 并选派地区保洁员或安排
商铺店员担任垃圾分类指导员， 指导投放
并二次分拣。 通过尾菜单独分类收集的方
式， 月坛街道内的果蔬店、 菜站的其他垃
圾已实现减量80%。

分出来的尾菜如何保证不在运输途中
混入其他垃圾？ 月坛街道牵线找来专业收
运公司， 与商铺签订尾菜收运协议， 派专
车制定最优路线， 每天上门回收。 “月坛
街道内的小街小巷比较多， 我们特意没有
选择大型的运输车， 就是为了方便进出、
装卸。” 负责收运厨余垃圾的第三方公司

西城职工

共建绿色家园
大家一起行动起来

确分类标准投放垃圾时， 不要 “帮” 对
方重新分类， 而是要告知对方正确的分
类方法 ， 让其 知 道 应 当 怎 么分 。 通过
垃圾分类指导员上阵， 参与自觉分类居民
数量翻4倍。

张润春分析过一组数据： 前公用社区
常住人口约为600户， 在垃圾分类指导员
的共同努力下， 将自觉分类的居民从72户
增加至300余户 ， 尽管覆盖率只有50%，
但也是个不错的成绩。 对于本次垃圾分类
知识和政策的更新 ， 他说 ： “新条例来
了， 街道进行了专门培训， 我们也开展了
小组学习， 加深印象。” 张润春的学习方
法是随时随地学， 只要有自己不会的， 他
都愿意钻研。 于是， 张润春把新条例打印
成册， 放在指导员们随手可拿的地方， 方
便大家随时查阅。 同时， 当居民问起垃圾
如何分类时， 也可以第一时间告知， 减少
二次分拣的工作量。

赵兵是新街口街道官园社区垃圾分类
指导员， 夏天， 垃圾因太阳暴晒散发出难
闻的气味； 冬天， 因天气寒冷 “伸” 不出
手， 这些都不能阻挡她参与垃圾分类工
作。 身为指导员， 她主动承担宣传任务，
收集了时下流行的 “如何进行垃圾分类”
口诀发送到居民微信群中， 并向大家说明
垃圾分类的重要性， 得到了居民们的一致
欢迎。

对于垃圾分类， 赵兵认为要从娃娃抓
起， 于是每当看到小朋友与爷爷奶奶一起
扔垃圾时 ， 她总是让老人把垃圾交给孩
子， 让他们分类投放， 以此培养孩子关于
垃圾分类的习惯。

除了对垃圾分类进行指导， 赵兵还会
帮邻里 “收垃圾”。 “大家都习惯把塑料
瓶、 纸盒子等可回收物放在我家门口， 或
者让我上门去拿， 一般情况下， 我收集几
家的可回收物后， 就会统一放在小车上，
拉到回收站。” 赵兵说。

每天早上 ， 赵兵会站在小区垃圾桶
旁， 指导大家正确投放垃圾。 老伴儿心疼
她， 便自己去菜市场买菜做饭， 只为让她
回家后能休息会儿 。 谈及垃圾分类的好
处， 赵兵表示， 这是一种社会进步、 人民

素质提高的反映， 同时也展现了先进
的生态理念， 凝聚着可持续性发展的

生活智慧。

北京市裕远达清洁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何
山介绍说。

与各商铺达成尾菜收运协议后， 公司
专门选派了3辆小型厨余垃圾收运车，根据
53家果蔬店、菜站的具体位置，以及辖区内
专收厨余垃圾的密闭式清洁站的具体位
置，制定最优路线，实现尾菜“定制回收”。

何山告诉笔者， 每天早上6点， 3辆尾
菜收运车出发， 从距离密闭式清洁站最远
端的果蔬店、 菜站开始收运， 收满一车之
后送到密闭式清洁站倾倒， 等再出发时，
调换顺序， 先前往距离密闭式清洁站最近
的一个点位 ， 从近到远开始收运 。 何山
说： “这样的行车路线效率最高， 最节省
时间， 而且保证每个点位都不会遗漏， 都
能得到及时收运。”

月坛街道推动“撤桶并站”工作

创新“净菜上市”模式

“我承诺 我行动”

“大手拉小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