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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人人有责
参与环保“小鬼当家”

区城管局携手小学生积极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
记者 胡筱璐 通讯员 蒋平凡
如果你在小区门口看到印有不同标识的垃圾桶,会不会傻傻分不清手里的垃圾该往哪投？蛋壳、玉米棒、用过的纸巾、电池（蓄电池和纽扣电池）、装过药的盒子、保鲜膜、
节能灯……这些垃圾分别是属于什么类型的呢？
为深化我区生活垃圾“三化四分”推进工作，大力营造全民参与垃圾分类的良好氛围，全面普及生活垃圾分类基础知识，区城管局利用垃圾分类公益小主播平台，从小学
生的角度宣传生活垃圾分类知识，带动更多的爷爷奶奶、
叔叔阿姨、
哥哥姐姐们参与到垃圾分类宣传工作中来。

红蓝灰绿要分清
垃圾分类人人做
垃圾分类公益小主播：
张若宁，张若彤
学校：富阳区实验小学
垃圾分类齐动手，整洁环
境靠大家；干湿垃圾要分开，
放进专门垃圾桶。
玻璃金属可乐瓶，纸盒塑
料可回收；残羹剩饭瓜果皮，
内脏枝叶是易腐；尿片瓷片香
烟头，快餐用品为其他；电池
（蓄电池）药品杀虫剂，日化用

把“迷路”的垃圾送
回它们各自的
“家”
品是有害。
可回收物拿去卖，循环利
用放蓝桶；易腐垃圾不乱扔，
集中一起放绿桶；其他垃圾要
注意，正确分类放灰桶；有害
垃 圾 单 独 放 ，收 集 一 起 放 红
桶。
红蓝灰绿要分清，文明行
为多给力，垃圾分类人人做，
做好分类为人人。

让天更蓝、
云更白
山更青、
水更绿
垃圾分类公益小主播：
唐轶景
学校：富阳区实验小学
地球环境污染越来越严
重，人们在地球上生活开始变
得越来越困难。为了更好呵
护我们的地球环境，我们就得
学会废物利用，明白如何进行
垃圾分类。
垃圾主要分为四大类，分

别是：可回收物、易腐垃圾、有
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垃圾分类
可以使很多垃圾成为资源，像
废纸、
玻璃、
塑料瓶等都可以回
收再利用，这不仅可以节约资
源，
减少污染环境，
还可以变废
为宝呢。垃圾分类很重要，让
我们大家一起养成垃圾分类的
好习惯吧。让我们城市的天更
蓝、
云更白、
山更青、
水更绿。

垃圾分类公益小主播：
盛楷
学校：
富春五小
大家知道什么是垃圾“三
化四分”吗？那就让我来告诉
你们吧。
“三化”是：减量化、资
源化、无害化；
“四分”是：分类
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
类处置。
虽然现在生活环境很好，
但人们垃圾分类的意识还不
够强烈，垃圾还是随处可见，
我们应该把这些“迷路”的垃

圾送回它们各自的“家”。只
要把它们放对位置和合理利
用，这些看似没用的垃圾将会
成为不可或缺的资源，但如果
人们乱扔垃圾，地球就会被破
坏 ，我 们 的 家 园 会 被 垃 圾 占
领，
地球会被臭气笼罩。
垃圾利用是个宝，分门别
类少不了！所以我们应该实
行垃圾分类使它发挥百分之
百的作用。从小事做起把地
球变得更美，让我们积极行动
起来，
做一个地球的美容师。

里；废电池放到有害垃圾桶
里；剩菜剩饭、果皮等放到易
腐垃圾桶里。去郊外，我们可
以随身携带两个垃圾袋，把看
到的垃圾捡起来，然后进行初
步分类。
人人都进行垃圾分类，地
球就会变得更加美丽。处处
可见茂密的树林，清澈的湖
水，蔚蓝的天空，人人都露出
甜美笑容。

养成垃圾分类
好习惯

垃圾分类公益小主播：
谢冰茹
学校：
富阳区实验小学
垃圾是危害我们健康的
“毒
品”
，
是破坏地球的
“不良少年”
，
但只要合理利用，也能变废为
宝。垃圾类别可分为易腐垃圾、
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其他垃
圾。易腐垃圾包括：
果皮、
剩菜
剩饭、
花草树叶等；
可回收物包
括：
报纸、
书本纸、
纸盒、
塑料杯
子、
矿泉水瓶等；
有害垃圾包括：

蓄电池、
过期药品等；
其他垃圾
有：
烟头、
灰尘、
污染纸张等。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属于
自己的家，那么垃圾也有它的
家，易腐垃圾应该住在绿色垃
圾桶，可回收物应该住在蓝色
垃圾桶，有害垃圾应该住在红
色垃圾桶，其他垃圾应该住在
灰色垃圾桶。为了我们的家
园，为了我们的明天，从今天
起，
让我们积极参与垃圾分类，
一起争做文明市民吧！

为垃圾找个家
四种颜色的垃圾桶来区分：
蓝色放可回收物，红色放有
害垃圾，绿色放易腐垃圾，灰
色放其他垃圾。垃圾分一
分，生活美十分。让我们一
起做好垃圾分类，为城市添
一份洁净。

垃圾分类公益小主播：
胡潇洋
学校：
富阳区永兴小学
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我
们要好好地爱护和珍惜这些
资源。所以我们要进行垃圾
分类，再次利用这些可用的资
源。
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进行
垃圾分类呢？矿泉水瓶，易拉
罐，废纸等放入可回收垃圾桶

积极参与垃圾分类
争当文明市民

为城市
添一份洁净
垃圾分类公益小主播：
金煊杭
学校：富阳区实验小学
我们每个人既是垃圾制
造者也有责任和义务成为垃
圾分类的倡导者和践行者。
生活垃圾分成四类，分别用

人人都进行垃圾分类
地球就变得更加美丽

垃圾分类公益小主播：
陈欣怡
学校：
富春七小
垃圾分类人人有责，否则
无论我们走到哪儿，哪儿都会
有垃圾。其实垃圾只是一种
被放错地方的资源。如果人
们一直乱扔垃圾，不仅我们的
环境会遭到污染，而且也会让
那些可以再生利用的资源失

去价值。所以，我们要为垃圾
找个“家”。垃圾可分为易腐
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
和其它垃圾。保护环境，做好
垃圾分类，每个人都应该担当
起 责 任 ，只 要 一 个 小 小 的 举
动，就能把地球变得更美丽。
让我们都行动起来，做个爱护
地球的好公民吧！

垃圾分类公益小主播：
高佳玥
学校：
富阳区实验小学
垃圾也可以分好和坏。
我的外婆家在农村，我家平
时吃的蔬菜、粮食、水果大部
分都是外公自己种出来的，
这就是妈妈口中的绿色食
品。而果皮等厨余垃圾就可
以制作成化肥，农民伯伯种

蔬菜、种粮食的时候就可以
把它当作肥料来使用。我们
平常用的充电电池、纽扣电
池是有害垃圾，用完以后必
须得把它投入垃圾桶中间
那个标有有害物质的特殊小
孔里。地球是人类的好朋
友，我们每个小朋友都要养
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把我
们的地球环境保护好。

一个小小的举动
就能换来大大的收益

垃圾分类公益小主播：
朱宥杰
学校：
富阳区实验小学
垃圾，
在我的印象里一直
都是没有用的废弃物，
但是前
几日参加暑期小队实践活动
之后，
让我明白了垃圾只要经
过分类处理，就可以变废为
宝。我们参观了东方茂餐厨
垃圾就地处置中心，
看到分类

以后的餐厨垃圾经过脱水、
粉
碎、
生化、
烘干等工艺，
重量减
少了 80%，产出的废油收集后
可以制作生物柴油，
产出的废
渣可以作为有机肥给植物施
肥。通过现场参观学习，
我们
明白了垃圾分类的重要意义，
一个小小的举动就能换来大
大的收益。保护环境，
从我做
起，
从垃圾分类做起！

让环境更加
整洁、
美好

垃圾分类公益小主播：
蔡佳超
学校：富阳区实验小学
对于垃圾，大家并不陌生
吧！人类每天都会产生大量
的垃圾，如果不将它们分类，
就会对我们周围的环境产生
严重的污染，也会对我们的身
体产生伤害。我们可以把垃
圾归到四种垃圾桶：可回收垃
圾，为蓝色垃圾桶。主要存放

废纸、塑料、玻璃、金属、完整
的衣服等五大类。易腐垃圾，
为绿色垃圾桶。可存放剩菜
剩饭、菜叶菜根、果皮等。有
害垃圾，为红色垃圾桶。可存
放充电电池、温度计、过期药
品等。其他垃圾，为灰色垃圾
桶。主要存放卫生间废纸、烟
头等。让我们一起用双手把
垃圾归类一下吧！让我们的
环境更加整洁、美好。

变废为宝
减少污染
垃圾分类公益小主播：
应承昊
学校：
实验小学
垃圾分类是指按一定规
定或标准将垃圾分类储存、
分类投放和分类搬运，从而
转变成公共资源的一系列活

动。让我们来分享一个垃圾
分类的小口诀：干湿要分开，
能 卖 拿 去 卖 ，有 害 单 独 放 。
推进垃圾分类，提高垃圾利
用率，变废为宝、减少污染，
为了地球的蓝天白云、碧水
青山，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