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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杜智玮）近
日，卢沟桥街道珠江紫台社区与
万科紫台家园物业联动，在紫台
家园小区多方位推广垃圾分类，
取得显著效果，垃圾分类的居民
知晓率达到100%，小区576户居
民日产垃圾量从年初的1吨降为
目前的800公斤左右。

自5月1日垃圾分类新规实
施后，万科紫台物业保洁班的于
师傅多了一重身份——垃圾分
类指导员。每天的 6 时至 9 时、
18 时至 20 时，是紫台家园小区
的生活垃圾投递时间。每到这
时，于师傅都会来到小区的生活
垃圾桶站旁，正式“上岗”。

“您看这儿写着，大骨头是
其他垃圾，不是厨余垃圾，您下
次记得分对喽。”于师傅拿出随
身携带的“分类指南”指导居民
正确投放垃圾。“像药瓶、饭盒、
塑料袋等垃圾，有的居民现在

还不清楚该怎么扔，这时候如
果能有人手把手教，告诉他们
该扔在哪个桶，留下的印象肯
定更深刻。”

珠江紫台社区党委书记吕
秋玲介绍：“设置垃圾分类指导
员，是物业公司对垃圾分类工作
的重要推进。”据了解，为了推广
垃圾分类，万科紫台物业每天派
出10名工作人员，担任“垃圾分
类指导员”，在生活垃圾投放时
间段内，巡视各桶站，对居民进
行垃圾分类进行指导和监督。
此外，在其余时间段，派出巡视
员检查桶站，查看桶内垃圾是否
合规。

下一步，社区将以楼门为单
位，细化垃圾分类的宣传教育和
引导工作。同时，社区将举办

“垃圾分类优秀楼门”评选活动，
以此为契机，推进垃圾分类中的
各项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李爽）6
月8日下午，今年的首场花椒
树故事会以线上直播的形式
拉开序幕。西罗园街道以“我
的战疫记忆”为主题，让奋战
在基层防控一线广大干部群
众讲述自己的抗疫故事，讲述
这段从寒冬到夏天的难忘经
历。同时为了避免人员聚集，
花椒树故事会创新了宣讲形
式，通过在线直播让大家可以
通过手机观看。

首场直播通过抖音短视
频平台同步播放，7 名宣讲员
分享了自己或身边人的抗疫
故事。宣讲员中既有社区工
作者，也有党员志愿者。高克
芬是一名人民警察，今年将要
从岗位退休的他，疫情期间作
为一名党员志愿者参与社区
防疫值守，为了兼顾工作和社
区值守，他每周日下午准时参
与社区值守，4 个月以来，从
没有缺席一次。“戴着红袖标

站在那儿，就是一面旗，我
在，是党员在，防疫阵地就
在。正是成千上万的我，筑成
了 首 都 疫 情 防 控 的 铜 墙 铁
壁。”讲到动情之处，他眼眶
湿润。社区书记张煜讲述了
从除夕夜接到排查通知开始，
要在三天之内完成社区 2600
户，6000 余人的排查登记。
最紧张的时候，每天接近 12
小时值守。

宣讲员的动情讲述，赢得
了线上观众的点赞和鼓励。
直播期间共计500多名用户在
线观看，网友纷纷留言“感谢
社区工作者的默默付出”“为
你 们 点 赞 ”“ 你 们 是 好 样
的”……

下一步，西罗园街道将继
续深化花椒树故事会，讲辖区
发展、讲凡人善举、讲大事小
情，在宣讲形式上紧跟时代、
在宣讲内容上接地气，打造百
姓宣讲的活动品牌。

本报讯（通讯员 史莉）拍照打卡晒
垃圾分类、社区居民争上“时尚榜”、学分
类技巧赢“绿色大礼包”……近日，南苑
街道在辖区广大居民中发起了一场线上

“绿色21天打卡”活动，通过“21天效应”
全面动员辖区居民用自身行动带动身边
的家人、邻居、朋友养成垃圾分类好习
惯，不断提升居民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参
与率和准确率。

“越分越简单、越分越开心。今天是
我坚持的第15天！你瞧，绿色袋子里放
的都是厨余垃圾，里面有茄子皮、莴笋
叶、水果核；蓝色袋子里装的瓶瓶罐罐都

是能卖钱的可回收垃圾。”南苑街道阳光
星苑社区杨阿姨拨动手机，迫不及待地
向笔者展示着她在“南苑街道垃圾分类
21天打卡”微信群中的分类成果。

活动中，每位参与者通过“南苑街道
垃圾分类21天打卡”微信群，每日以图片
形式将家中生活垃圾分类情况上传到打
卡群，自我亮绩，“挑战风云榜”。捆成一
摞叠放齐整的废纸箱、瓜果皮核放一兜、
四五个小油桶绑在一起……满屏“有图
有真相”，群里交流分享非常活跃，一张
张让生活垃圾“各回各家”的照片让群里
热火朝天。

“@幸运 大棒骨属于其他垃圾，不
是厨余垃圾，不能跟菜叶放一起。”“@
杨杨 谢谢您的提醒纠正。”……群里的
杨金芳既是社区居民也是一名垃圾分
类指导员，每当看到群里居民有把垃圾
分错的情况，她都会及时帮助纠错。此
外，还有不少热心的社区居民利用打卡
群分享垃圾分类小常识和朗朗上口的
垃圾分类顺口溜，为大家带来垃圾分类
科普大餐。小小打卡群“点燃”居民垃
圾分类热情，使垃圾分类成为居民自觉
行动。

“刚打卡时垃圾分错的不少，群里垃

圾分类指导员就会及时发送正确分类知
识。10 多天下来，现在大家分类越来越
自觉，发图积极性高了，分类质量也明显
提升。”南苑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相关工
作人员说。

据悉，南苑街道坚持用党建“红色”
力量引领垃圾“绿色”分类，打响垃圾分
类“环保战”，通过打造垃圾分类标杆小
区（楼）、“一点一案”定点撤桶、组建垃圾
分类义务“管家团”、智能垃圾分类指导
员“上岗执勤”、“绿色 21 天打卡”等“线
上+线下”举措，全力推进垃圾分类新时
尚往细处分、往深处走、往实处落。

本报讯（通讯员 翟天）“老伴儿，牙签可
不能扔厨余垃圾桶里，那是其他垃圾，记着
点儿！”自打5月实施垃圾分类新规以来，王
秀英时常在家这样叮嘱爱人。

王秀英是方庄地区的新闻发声人，垃圾
分类新规推行后，她积极响应号召，马上在
家里放了“两桶一袋”。“厨余垃圾桶在厨房，
其他垃圾桶在卫生间，剩下的可回收垃圾，
我和老伴儿就勤收拾，统一放在袋子里，隔
几天就拎下楼处理一次。”对于垃圾分类，王
秀英直言还在摸索中，许多垃圾还不能准确
地分放在对应垃圾桶。遇到拿不准的垃圾，
她就拿出手机，用“分类宝典”进行查询，自
己学会了还不忘提醒老伴儿。“他年纪大了
手机用不好，所以平时做饭择菜的时候，我
就跟他念叨念叨垃圾分类的事，把我学到的
知识教给他，我们一起进步！”王秀英说。

王秀英还有一个身份，就是“十姐妹”
环保志愿服务队的队长，除了在家之外，下
楼遛弯儿或出门买菜的时候，也经常有人

向她“求助”垃圾分类的问题。“王姐，这碎
玻璃碴子算什么垃圾？”、“其他垃圾都包括
哪些？您帮我说说”……回答多了，许多难
分类、难记忆的垃圾，王秀英也能立刻说出
答案，在王秀英的带动下，“十姐妹”的队员
也开始行动起来。“既然要服务居民，我们
就要先学会垃圾分类，所以我经常会在微
信群里转发垃圾分类知识，或者带大家做
一些分类游戏。”

前几天，“十姐妹”与方庄芳古园一区第
二社区居委会联合开展了垃圾分类宣传活
动，队员们在现场为居民发放了宣传册、分
类垃圾袋，王秀英更是忙着帮大家普及垃圾
分类知识。在她的带动下，身边的街坊邻居
也逐渐开始关注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不是
件着急能解决的事，需要从身边的小事入
手，一点点改变我们的习惯，希望通过我的
努力，能帮助到更多人了解垃圾分类，加入
到垃圾分类队伍，共同爱护我们的家园。”王
秀英说。

本报讯（通讯员 邓淑娟）“大妹子，来扔
垃圾啦！”“宋姐早，辛苦啦……”家住太平桥
西里社区的文明引导员宋广文，主动参与本
社区“桶边值守”垃圾分类宣传行动。通过
近十天的垃圾分类宣传和指导，街坊之间关
系更熟络、邻里情谊更深厚、垃圾分类工作
更进一步。

据了解，自5月18日起，太平桥中队114
名公共文明引导员全部上岗，走进16个社
区，化身“垃圾分类宣传员”，向居民宣传垃
圾分类知识。为尽快转变工作身份，熟知
工作内容，掌握工作要领，街道精心组织召
开文明引导员垃圾分类岗前培训会，学习
垃圾分类知识，观看《〈北京市生活垃圾管
理条例〉修法解读》视频课程。同时，按照

“就近、便利、高效”的原则，根据社区桶站点
位数量进行人员分配，引导员在7:00-9:00、
17:00-19:00垃圾投放高峰时间段开展桶边
值守行动，为垃圾分类活动助力。

“咱们的引导员非常负责，不管谁扔垃
圾，都要认真查认真看，分类不准确的时候
就给我们耐心讲解和现场指导。”随着垃圾
分类知识的不断积累，居民张女士感觉每天
都在成长和进步。“垃圾分类一小步，健康文
明一大步”的理念正植入每个人的心中，垃
圾分类的生活习惯也正在慢慢养成。

本报讯（通讯员 蔡晖）“您好，
可以看下您投放的垃圾吗？”垃圾
分类指导员陈海燕看到住户来扔
垃圾，主动上前说道，“好像有个纸
盒子应该投放到可回收物桶。”“这
怎么拿啊？一袋子乱七八糟的我
也弄不清。”住户焦急地说。随后，
陈海燕指导住户将垃圾倒在了分
拣桶里，从中挑出了小纸盒和一个
信封，放到了可回收物的垃圾桶，
又把剩下的垃圾仔细看了一遍后
投放到了其他垃圾。“您看，这样就
好了，以后在家里分不清楚都可以
先倒在分拣桶里，我们帮你再看
看。”“谢谢啦！”

自“五一”起，卢沟桥乡六里桥
村莲怡园二区的住户们就发现小区
里多出了一些新面孔，他们每天值
守在小区内各个垃圾棚站，而且除
了可回收、其他、厨余、有害四个标
准分类桶以外，还看到了一个标有

“分拣”字样的大白桶。卢沟桥乡在
推广居住地区垃圾分类工作中，不
仅及时配备了充足的垃圾分类指导
员，更按照“以民为本，服务群众”的
宗旨指导各属地结合实际情况推出
便民化垃圾分类服务，六里桥村的
分拣桶“小帮手”就是其中之一。

莲怡园二区作为六里桥村面
积最大、居住人员最多的小区，现
有住宅楼 8 栋，房屋 1451 套，人口

3800 人，垃圾投放点9 处。配备垃
圾分类引导员 22 名，每天 6 点到 8
点、11点到13点，18点到20点分别
在小区内各个垃圾投放点进行执
勤，协助住户精准投放垃圾，其他
时段轮流巡视，确保小区内没有垃
圾乱丢乱弃现象。分拣桶作为垃
圾指导员的“小帮手”更为广大群
众提供了便利。“垃圾分类现在普
及度高了，大家积极性也高，但生
活垃圾种类太多，很多人一时分不
清楚，很容易造成误投。”陈海燕介
绍道，“我们的作用是引导大家进
行垃圾分类，分拣桶就是服务大家
实现精准分类，有什么分不清的、
不确定的都拿过来，咱们一起再分
一次。”

目前，莲怡园二区的垃圾分类
氛围越来越强，经常看到小区住户
一次拿了三四个垃圾袋，分别投放
到不同的垃圾桶，最后还把装垃圾
的袋子放到了其他垃圾。“大家都知
道垃圾分类是新时尚，打心眼里愿
意去参与，但是一些琐碎的小物件
经常分不清，有了指导员和分拣桶，
不仅方便了垃圾投放，咱也能在这
个过程中不断地学习。”小区住户刘
真哲说道，“装垃圾的袋子虽然是塑
料，但也是其他垃圾，不能随手扔在
可回收、厨余、有害的垃圾桶里，这
是我们小区现在人尽皆知的。”

卢沟桥街道：紫台家园小区日产垃圾减少近2成

本报讯（特约记者 赵莹莹）一座同时
拥有速滑馆和轮滑馆的老工业基地得有多
么酷？请看120年历史的北京二七厂。5月
31日，国家冰雪运动训练科研基地西区一
期整体完工，速滑馆、轮滑馆和运动员公寓
均可投入使用。老工业基地的冰雪奇缘，
也成为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的生动实践。

明清代的龙车房，清末法式风格的艺员
养成所，20世纪初的欧式别墅，老二七厂人对
于文物建筑从不觉陌生。位于北京丰台长辛
店的“二七厂”，全称是中车北京二七机车有
限公司，前身是建于1897年的清政府邮传部
卢保铁路卢沟桥机厂。1900年，卢沟桥机厂
迁到长辛店，改名为“长辛店铁路机厂”。在
这里，不仅诞生了中国最早的产业工人队
伍，也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摇篮，是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的“二七”工人运动的策源地。

新中国成立后，“长辛店铁路机厂”改名
为“长辛店机车车辆修理工厂”，并于1958年
研制出新中国第一台内燃机车，获得了“新
中国火车头”的美誉。1966年，工厂正式以

“二七”命名，“二七”两个字也保留至今。
2017年，新版城市总规发布，北京城市

建设进入新阶段，破解人口资源环境矛盾

的关键，在于抓住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这
个“牛鼻子”。风风雨雨百年的老工业基
地，也于2018年3月宣告停产、转型。

“闲置下来的百年老工业基地，正好可
以与体育产业结合，对工业遗存进行保护
再利用。”国家冰雪运动科训基地联建班副
主任崔广为记得，2018年8月，国家体育总
局和二七厂签署框架协议，决定利用部分

老旧厂房，建设一个集训练、科研为一体的
国家冰雪运动训练科研基地。

根据规划设计，占地 507.38 亩的国家
冰雪运动训练科研基地，分为东、西两区。
其中，西区分两期建设，一期包括速滑馆、
轮滑馆、职工宿舍和康复医疗中心（游泳
馆）四个项目，二期包括综合风洞实验室、
滑雪风洞实验室、六自由度一馆和六自由

度二馆。国家冰雪运动训练科研基地建成
后，初期将作为国家队备战北京2022年冬
奥会的训练“大本营”，远期将形成面向大
众普及冰雪运动的综合型文化地标。

12个月建成总建筑面积19078平方米的
速滑馆，340天建成总建筑面积17674平方米
的轮滑馆和总建筑面积18009平方米的运动
员公寓。在施工方北京城建北方集团国家冰
雪运动训练科研基地项目项目经理张万立的
笔记本上，工期是必须牢牢守住的底线。

据了解，国家冰雪运动训练科研基地
速滑馆内有“三块冰”，一块400米标准速滑
大道冰面和两块1800平方米标准短道速滑
冰面，满足奥运会比赛要求。轮滑馆是国
内建成的第一座室内轮滑训练馆，主要用
于国家速滑队进行常规辅助训练。

已经竣工的轮滑馆对面，老式锅炉房
仍在“服役”中，斑驳的外墙在新与旧的对
比中默默倾诉着时光的沧桑。最新消息，
西区二期的风洞实验室也将启动建设。据
了解，风洞测试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跳
台训练方法，也是高水平跳台滑雪队的重
要训练内容，可帮助运动员更快、更精准地
改进技术动作，提高运动成绩。

西罗园街道“云宣讲”聚焦战“疫”故事北京百年二七厂与冰雪结缘 速滑馆轮滑馆准备就绪

“分”出新时尚

南苑街道发起“绿色21天打卡”

方庄：古一二社区有个垃圾分类带头人

卢沟桥乡：社区配上指导员、分拣桶 太平桥中队114名“柠檬黄”转战“垃圾分类宣传员”

本报讯（通讯员 南楠）近
日，丽泽商务区工委、管委结合
实际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在
商务区内营造垃圾分类浓厚氛
围，提升广大干部职工垃圾分类
的知晓率与参与度，共同引领垃
圾分类“新时尚”。

丽泽商务区管委会联合丽
泽控股公司、中都物业公司在机
关内开展“垃圾分类 文明先行”
的倡议活动，分发摆放不同颜色
的垃圾桶，引导广大干部职工从
点滴做起，遵从垃圾分类规则，
使垃圾分类成为人人可为的举
手之劳。同时，组织干部职工观
看北京市垃圾分类宣传短片，从
保障人体健康、维护生态安全、

促进首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的角度提高落实《垃圾分类管理
条例》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六一”儿童节期间，丽泽商
务区管委会工会组织全体职工
开展了“小手拉大手”垃圾分类
活动。全 体 职 工 以 家 庭 为 单
位，通过家长与孩子的互动，让
孩子懂得垃圾桶有分类，生活
垃圾也有分类。

作为北京市绿色生态示范
区，丽泽金融商务区将发挥丽泽
人的示范带头作用，助力丽泽金
融商务区营造健康整洁的办公
生活环境，努力建设高标准、高
质量的商务区，为创建国家卫生
区贡献丽泽的一份力量。

丽泽金融商务区：做好垃圾分类这个“关键小事”

本报讯（通讯员 刘怡菲）6
月4日上午，位于东高地街道的
航天万源商务楼宇工作站在万
源广场举办“垃圾分类，文明同
行”主题活动，向地区的非公企
业宣传垃圾分类工作的专业知
识及注意事项，共有60余家企业
参与此次活动。

活动中，东高地街道城市管
理工作办公室聘请了10名青年
员工作为专职的垃圾分类指导
员，以支持他们热心参与垃圾分
类工作。

航天万源商务楼宇工作站
站长薄昕冉介绍说：“在进店走

访、沟通的过程中，我们注意到
商户厨余垃圾明显多于其他三
类垃圾，为此我们专门帮助商户
们联系了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
为大家多配置了一个厨余垃圾
桶，并帮助有困难的餐馆转运部
分厨余垃圾。”

新辣道东高地万源店店长
刘唐诚作为青年员工代表，向
地区的全体商户发出倡议：“从
自身做起，从企业做起，把垃圾
分类工作做得更好、更扎实，帮
助垃圾找对‘家’，为打造文明
高地、幸福高地贡献一份自己
的力量！”

东高地街道：非公企业参与垃圾分类主题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李晓旻）近
日，云岗街道田城社区荒地上建
设的约两千平方米的口袋公园
又添垃圾分类城市新景观，为居
民带来和谐舒适的自然空间。

社区在口袋公园绿地及人
行步道上建起了低碳绿色时尚
景观和垃圾分类创意科普长
廊。科普长廊共14.4米长，由多
组仿生蜂巢状创意宣传栏构成
弧形，引入北京市垃圾分类卡通
形象代言人“分小萌”及垃圾分

类的意义、标准及处理流程，吸
引许多居民、青少年驻足围观。

另外，结合科普宣教及文明
实践，田城社区还联合航天六院
101所团委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
动，邀请小朋友参与分类宣传，

“小手拉大手”带动更多居民践
行垃圾分类、低碳环保理念。后
续，社区还将继续完善口袋公园
各类设施，并在科普长廊展出青
少年创作的垃圾分类宣传画、手
抄报等作品。

云岗街道：口袋公园又添城市新景观

北京百年二七厂与冰雪结缘北京百年二七厂与冰雪结缘，，速滑馆轮滑馆准备就绪速滑馆轮滑馆准备就绪。。白继开白继开//摄摄

办好两个办好两个““关键小事关键小事””
共建和谐美丽家园共建和谐美丽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