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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让城市更净美
——国家卫生城市复审迎检系列报道之四
本报记者 曾丽萍 实习生 王莹 通讯员 韦一霁

国家卫生城市
国家卫
生城市复审迎检
复审迎检

全民共同行动
垃圾分类是一项惠及百姓
的“民生工程”
，也是改善城市生
态环境、建设低碳社区的重要行
动。可以说，
“垃圾”其实是放错
了位置的资源，
合理利用可以变
成一座“城市富矿”。对个人来
说，垃圾分类是举手之劳；对整
座城市来说，垃圾分类则是城市
卫生文明水平的体现。去年，我
市启动城乡生活垃圾分类工
作。一年过去了，垃圾分类“丹
阳行动”进展如何？连日来，本
报记者就垃圾分类话题进行了
实地走访调查。
“你们知道垃圾分类的垃圾
箱有几大类吗？分别能投放什
么垃圾吗？”居民们争相回答：
“我知道，我知道，有有害垃圾、
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三大基础

分类……”
“ 大家愿意在垃圾分
类问题上向前一步吗？”……日
前，在碧桂园进行的电视栏目
《丹阳人向前一步》录制现场，围
绕关注生活垃圾“四分类”试点
工作，居民们和相关部门、社区
负 责 人 进 行 了 多 轮 的“ 问 与
答”。活动现场，市城管局相关
负责人担任讲解员，以互动问
答、寓教于乐的方式科普垃圾分
类知识，
让居民对垃圾分类有了
更全面的认识。2018 年起，云
阳街道和公益组织素杺社在朝
阳新村社区怡康家园试行垃圾
四分类，
即将生活垃圾分为有害
垃圾、可回收物、其他垃圾、厨余
垃圾四类。为了在我市城区推
广这一好的做法，从下个月开
始，云阳街道将在碧桂园、华都

锦城、紫竹园三个小区实行垃圾
四分类试点。
旧电灯泡属于哪一类垃
圾？烟头属于什么垃圾？用过
的餐巾纸又属于什么垃
圾？……看似简单的垃圾分类
投放，
其实也是一门“学问”
。
“电
灯泡是属于有害垃圾”
“ 烟头属
于其他垃圾”
“ 用过的餐巾纸属
于其他垃圾”
，讲课老师说，
这些
垃圾都是平时容易被大家分错
的。再比如，许多人认为茶叶属
于其他垃圾，其实茶叶是餐厨垃
圾，因为茶叶经过回收处理后，
可以当成肥料……这是我市开
展“垃圾分类宣传进校园”活动
中的一幕。
家里闲置的旧衣服，
平日积
攒下的废纸板、塑料瓶、废弃不
锈钢，
你会怎么处理？在江南人
家小区，
居民们有一个共同的选
择，把这些东西拿来兑积分，用
积分去大统华超市消费购物，既
环保又经济。
“ 我现在每天都会
把可回收垃圾进行分类，
然后等
待工作人员上门验收，再根据可
回收物的重量兑换相应积分，用

积分去超市购物，
非常方便。
”在
小区居民华春娣的印象中，
自今
年我市在小区推出垃圾分类积
分卡的“垃圾兑换、变废为宝”新
制度后，
邻居们就开始主动对垃
圾进行精细化分类。在现场，只
见工作人员将纸板、不锈钢、废
旧衣物等陆续放在秤上，
选择可
回收物种类，系统自动跳出投放
的垃圾重量和所得积分，
全部统
计好之后，秤的另一边就会“吐
出”一张纸条，上面显示着当天
的交易情况。工作人员介绍说，
每张积分卡对应一户家庭，
拿扫
码枪一扫，再把这户家庭的可回
收物分类别放到智能秤上一称，
可回收物的重量、换算得出的金
额就自动加到这户家庭的账户
中，存储在积分卡里。记者看
到 ，华 春 娣 此 次 共 投 放 了
58.02kg 的 垃 圾 ，共 获 得 积 分
5802 分。那么，这些积分怎么
使用呢？记者了解到，市民可持
该积分卡到贤桥的大统华超市
使用，以“每 100 积分等于人民
币 1 元”
的标准抵现结账。
（下转 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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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信息化手段治
“一日游一日愁”
“黑导游”
“黑旅行社”让游客
深恶痛绝，又难以根除。上海正
借助信息化手段，加大力度整治
“一日游”市场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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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台风雷雨将
相继来袭

省丹中 45 名学子
集体领取苏大录
取通知书
本报讯 （记者 茅猛科）昨日
上午，苏州大学副校长蒋星红一
行专程赶到省丹中，为该校 45 名
考取苏大的 2019 级新生颁发录
取通知书。
“一份份鲜红的录取通知书，
写满了丹中学子的聪明和才气，
写满了全校师生的自信和自豪，
也写满了全市人民的期待和希
望。
”省丹中校长朱禾勤在录取通
知书集中发放仪式上致辞时勉励
学子，
希望他们能以健康向上、积
极乐观的心态对待今后的一切，
成为生活的强者，更坚信他们会
在苏大优秀老师的精心培育下，
捷报频传。
随后，苏州大学教务部部长
周毅宣读录取名单，蒋星红向省
丹中赠送喜报并向录取新生一一
颁发录取通知书。
“今天，
能有幸从苏大校领导
手中接过录取通知书，我感到万
分惊喜。”发放仪式上，已经被苏
大新闻传播学专业录取的女生毛
陆凡代表新生发言，她说：
“ 回想
高中三年，我们从懵懂走向成熟，
从无知走向理智，从浅薄走向充
实。今天的典礼，
是告别，告别我
们亲爱的丹中，伴随欢笑和泪水
的高中生活；今天的典礼，更是迎
接，迎接我们期待已久的苏大，
充
满理想和激情的大学时光。高考
的结束，
不是人生的终点，而苏大
将会是我们人生新的驿站，新的
起点。
”
“同学们要心怀感恩，感恩中
学老师的教育，感恩家庭父母的
养育。
”蒋星红在简要介绍了苏大
的情况后，对省丹中多年来为苏
大输送优秀人才表示感谢，并对
即将进入苏大的 2019 级新生提
出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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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娜正式加入
国际网球名人堂
已退役 5 年的中国名将李娜
20 日晚正式加入国际网球名人
堂，成为中国乃至亚洲第一个获
得这一殊荣的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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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道路修补
维护道路畅通

连日来，市公路管理处组织人员加强日常道路巡查和小修小补，发
现路面破损及时修补，消除交通安全隐患。图为该处维修队在 241 省道
（记者 萧也平 摄）
修补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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