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微风徐徐，炊烟袅袅。干净整洁的街道上不

见垃圾的踪影，风摇荷叶间，正是一派美丽乡村的

景色。走进浙江省金华市端头村，人们会为这里

的洁净而感叹。而这里的居民却知道，在垃圾分

类深入实施之前，村里与其他乡村的脏乱差并没

有什么区别。

近日，记者随着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采访团

来到浙江，看到了垃圾分类深入推行以来对城市

乡村的真实改变。

垃圾分类看似件小事，却是关系社会文明水

平、关乎绿色发展的大事。

近年来，推动生活垃圾分类管理逐渐成为社

会共识。从去年开始，浙江省多个城市开始推行

“两定四分”的垃圾分类模式，拉开了以全品类垃

圾治理为核心的“垃圾革命”，为全国推行垃圾分

类工作贡献了“浙江经验”。

绿色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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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岁的陈红香是浙江省金华市东孝街道下王

社区居民。她生于此地长于此地，见证了从村到

社区的转型和街道从脏乱差到一尘不染的变化。

如今，陈红香成为了一名垃圾巡检员。在经

过她的检查后，一袋袋垃圾被分门别类地投入对

应的垃圾桶中。

说起这份工作，陈红香充满热爱：“让家里更

美了嘛，还有钱赚。”

事实上，这份工作远不如陈红香说得那样轻

松。东孝街道党工委书记吴晨飞告诉记者，随着

城市的发展，下王社区外来人口越来越多，起初，

有些人对垃圾分类的工作并不理解、嫌麻烦。“做

好垃圾分类工作，需要真正能够让理念融入生活，

促使居民把垃圾分类变成一种生活习惯。这当然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日积月累地推广宣传，

摒弃旧观念，才能有根深蒂固的效果。”

垃圾分类日渐成为一种生活习惯

下王社区垃圾分类点中的一台设备颇引人注

目。每当居民把剩菜剩饭、菜叶、瓜果皮等厨余垃

圾，扔进一台小型生物垃圾处理设备，几个小时

后，经过设备的处理，这些油腻的厨余垃圾就都变

成了粉末状的有机肥。

这是当地一家公司研发的垃圾处理设备。在

垃圾分类的实践中，当地政府发现最让居民头痛、

反感的就是汤汤水水的易腐垃圾。“易腐垃圾不但

容易污染垃圾投放点，在集中运输的时候也容易

造成二次污染。”吴晨飞说。

于是，就地消纳易腐垃圾成了垃圾分类中的

刚需。该公司负责人林海峻告诉记者，这台垃圾

处理设备可以一键式操作，即便老年人也可以轻

松掌握。“我们采用的是高温好氧发酵技术，依靠

微生物菌种，在 40 至 60 摄氏度的适宜温度下，进

行高效发酵。微生物菌种只要半年添加一次。如

果设备 24 小时满负荷工作，每天可处理 150 公斤

厨余垃圾，可转化为 15公斤左右的有机肥。”

有了这台设备，下王社区的易腐垃圾基本上

做到了不出社区即被处理。没有异味、干净整洁

的垃圾站也让百姓感到满意。

此外，在金东区东孝街道，还利用多终端可回

收智慧监管平台，通过有线视频监控和 4G 视频监

控两种方式，实时监测垃圾站卫生情况，为垃圾分

类插上了智能化的“翅膀”。

东孝街道的工作人员现场对该系统进行了演

示。“现在不是垃圾投放时间，请在早晨 6：30 到 9：

00投放到集中点……”工作人员介绍，在非投放时

间，居民提着垃圾走近垃圾分类投放点时，都会听

到温馨的提示语音。

这依托于具备互动功能和红外夜视的球形摄

像头。不仅能实现垃圾中转站及垃圾投放点全方

位全天候无死角的监控，还能利用远程监控和语

音互动方式，提醒居民垃圾规范投放。同时，在进

行视频巡查时，如果发现有不文明行为，还可以通

过语音直接“喊话”当场制止。

东孝街道工作人员介绍说：“目前，我们已经

把辖区内 118 个垃圾投放点位全部纳入监管。在

指挥中心，每天安排两名环卫工人和一名行政执

法工作人员值守。大屏幕中一旦某个点位出现垃

圾溢出等异常情况，指挥中心 3分钟即可安排人员

处理。另外，我们智慧监管平台还支持 PC、手机、

平板等多终端访问，随时随地可以远程查看垃圾

投放情况，方便街道干部充分参与垃圾分类管理

工作。”

如今，垃圾分类的智慧管理在浙江随处可见：

金华农合联物业服务公司开发的喵回收 App，可

以使居民投售物品用现金或积分结算，实现出售、

回收、分拣的有效闭环。义乌建成的“智慧物联

网+再生资源回收分拣利用产业链”云端平台，对

工业垃圾处置实行信息采集、运营跟踪、数据分

析、联动闭环管理。

用科技解决垃圾分类中的刚需端头村是金华市舟山镇上的一个小村落。这里

景色秀美，风光旖旎。更值得称道的是这个村子人均

日产垃圾仅有38克，这也让端头村成了网红村。

“端头模式简单来说就是分类投放、分类收

集、分拣清运、回收利用、分类处置。”该村党支部

书记俞海说，“可以说，垃圾分类成就了端头村的

美好生活。”

在村民应菊群的小卖店里，有着 4本垃圾兑换

账单。除了小卖店店主的身份之外，应菊群还担

任着垃圾分类记录员的工作。废旧电池能以旧换

新、3个灯泡可以兑换一个节能灯……

自从 2017 年开展垃圾分类工作以来，应菊群

已经记录了厚厚 4本兑换账。

为了方便村民投放，端头分别设置了 5座小木

屋。每座小木屋分 3个投放口，村民只需按颜色投

放即可。俞海介绍，源头分类只是第一步。垃圾

最终要实现减量，关键在于分拣到位。每天 9 时

许，垃圾清运员将垃圾全部送到村头的资源回收

点，由垃圾分拣员进行二次分拣。经过分拣员的

处理，端头村每天需要外运焚烧或填埋处理的垃

圾仅有 15公斤，每人每天只生产 38克需要外运的

垃圾，真正实现了垃圾减量化。

村民项永宁告诉记者，这几年村子有了翻天

覆地般的变化。“村子漂亮了，还评上了景区。来

的游客越来越多，垃圾分类真的好！”

端头村的绿水青山，正在转化成村民们的金

山银山。

今年 4月，端头村投资 900万元打造的以垃圾

分类科普教育、会务学习、民宿餐饮等活动为主的

垃圾分类研学基地正式开门迎客。“我们希望更多

的游客能来到端头村，看一看美丽的风景，见证乡

村的美好景色。”俞海说。

这个村每天只产生15公斤外运垃圾

每人每天只产生每人每天只产生3838克外运垃圾克外运垃圾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这边，一只貉在潺潺山涧旁边悠闲玩耍，那边，

两只狗獾“一言不合”便动起手来，回过头来，一只

野猪忍不住身上的“刺挠”，正使劲蹭着树皮……

这些画面，既不是出自某部儿童动画片，也不

是发生在动物园中，而是来自北京松山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夏日清晨，这些不断闯入红外相机的

野生动物在葱郁的林间嬉戏玩耍，俨然成了保护

区的“主人”。

对野生动物最好的疼爱
是不打扰

为了给野生动物营造良好的栖息环境，今年 6

月 1 日正式实施的《北京市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条

例》明确规定，要制止追逐、惊扰、随意投食、引诱

拍摄、制造高分贝噪声、闪烁射灯等干扰野生动物

生息繁衍的行为，哪怕是芦苇收割、植被修剪等生

产活动，也要避免影响野生动物的栖息环境。《条

例》还明确禁止擅自实施放生活动，但也规定野生

动物主管部门可以根据野生动物保护的需要，组

织单位和个人开展科学放归。

与野生动物打了近 20年交道的北京市野生动

物救护中心救护科科长史洋认为，野生动物在城市

中的频繁现身也得益于近年来首都市民的生态文

明意识不断提升。“我们救护的野生动物，有相当一

部分是热心市民打电话提供的线索。”史洋说。

但是，在首都市民张开怀抱迎接野生动物的同

时，一些“过分亲密”的行为也影响了动物们的正常

生活。有的摄影爱好者故意晃动树木，只为拍摄一

张鸟儿扇动翅膀的画面。还有的人通过饲养蟒蛇、

猴子等野生动物“异宠”，以彰显自己的独特品位，殊

不知这些异宠不但失去了宝贵的“野性”，还存在致

病风险。而各种不科学的放生活动，不但会让动物

因为不适应环境而死亡，又变成了杀生，而且部分外

来入侵物种还会对首都生态安全带来巨大隐患。

“对野生动物最好的疼爱是不打扰，要实现与

这些动物邻居的和谐相处，需要所有人的共同努

力。”史洋说。

178 种野生动物在松山
“占山为王”

随着北京市生态环境不断改善，野生动物也

越来越频繁地在城市里现身，甚至出没在市民身

边，为首都北京增添一抹“野性气息”。

“在松山，野生动物是真正的‘主人’，我们工

作人员充其量只能算是人家的‘保镖’。”据北京松

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主任胡巧立介绍，为

了及时掌握保护区内野生动植物资源情况，每天

都有 30多名专业巡护队员，沿着 16条精心制定的

保护路线巡查，每个月还会有一趟“转大圈”，用一

整天的时间几乎走遍整个保护区。

在巡查时，不光要检查记录生物多样性情况，

还要检查安装人工鸟巢，救护受伤的野生动物，安

装红外相机等等。据了解，保护区内现在已经安

装了 200多台红外触发相机，悄无声息地记录下林

中野生动物的生存状况。

胡巧立说，随着这几年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不

断丰富，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出现在镜头之中，豹

猫、貉和猪獾已经成为“常驻嘉宾”，国家二级保护

动物斑羚的“出镜率”也越来越高。

盛夏，位于北京市延庆区西北部燕山山脉中

的松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正是松涛阵阵，生机

勃勃。截至 2019 年底，在这片总面积超过 6200 公

顷的绿海中，生活着包括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金雕

和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勺鸡、斑羚在内的 178种野生

动物，全市近三分之一的野生动物种类都能在这

里见到踪迹。

俗话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松山自然保

护区中具有华北地区少有的保存良好的成片天然

油松林，由于海拔高差大，从高海拔的针叶林，到

低海拔的阔叶林，还有大片的灌丛和草甸，植被类

型特别丰富，包括北京一级保护植物扇羽阴地蕨

和北京水毛茛在内的 824 种野生植物构成了保护

区的绿色基底，与野生动物共同打造出充满生机

与活力的生态系统。

据介绍，为了保护好这些宝贵的资源，松山自

然保护区建设了生态环境及生物多样性监测站，

对森林微气象监测指标、森林环境监测指标、森林

水文监测指标、森林土壤监测指标、森林生物监测

指标等 5 大类 54 项指标实时监测，为生态保护工

作提供数据支撑。

全市野生动物已达500多种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野生动植物和湿地保护处

处长张志明告诉记者，近年来北京的野生动物种

类和数量持续增加，陆生脊椎野生动物从 1994 年

461 种增加到现在的 500 多种，其中包括褐马鸡、

黑鹳等 15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和斑羚、大天鹅、灰

鹤、鸳鸯等 66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北京已经成为

名副其实的“野性都市”。

城市不能是生物多样性的荒漠，人与野生动

物分享绿色家园才是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终

极形态。最近几年，有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向城

市“进军”，与首都市民亲密接触。以往只在房山

十渡地区出没的国家一级保护鸟类黑鹳的栖息范

围，从房山逐渐扩展到海淀、昌平等全市各区，“房

山黑鹳”变身“北京黑鹳”。

城市中野生动物的身影越发常见，与近年来

首都城市绿化不断升级密切相关。特别是 2018年

开始的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建设提出要重塑城

市生态环境，提升林地绿地的生态功能，突出“近

自然”理念。规划上力求与周边绿地实现互联互

动，方便野生动物“走亲访友”，种的树也都是动物

们喜爱的蜜源、食源植物。无论是种进二环内的

一处处城市森林，还是嵌入楼宇之间的小微湿地，

不但为首都市民带来了大自然的野趣，也吸引着

野生动物到城市里“定居”。

高质量绿化见成效 全市野生动物已达 500多种

北京成为名副其实的“野性都市”
本报记者 马爱平

新华社讯（记者王昆）记者日前从河北省水利厅了解到，今年

以来，河北省统筹利用引江水和本地水库水，陆续向滹沱河、唐河、

拒马河等 28条河流和白洋淀实施了生态补水，累计完成河湖生态

补水 17.5亿立方米。

河北省紧紧抓住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加大流量输水的有利时机，

利用引江水向唐河、沙河、潴龙河等河流实施了生态补水。与此同

时，利用西大洋、东武仕等9座大中型水库及白洋淀向滏阳河、青龙

河等河流实施了生态补水，累计形成水面面积超过90平方公里。

为做好生态补水工作，河北省水利厅积极组织开展补水河流

隐患排查、整治加固和河道清洁工作，细化实化措施，加强巡查管

护。通过督导检查与集中暗访，及时解决各类问题，确保了河流补

水安全有序。

据河北省水利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河湖生态补水的有序实施，

有效修复了河北省河湖水生态环境，促进了沿岸地下水的回补和

涵养，极大改善了沿线人居环境和经济发展环境，对实现“水清、岸

绿、河畅、景美”的河湖管理保护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河北今年以来

河湖生态补水17.5亿立方米

野鸭湖湿地成群的野生鸟类栖息野鸭湖湿地成群的野生鸟类栖息 何建勇何建勇摄摄

新华社讯 （记者高敬）生态环境部副部长翟青 7 月 27 日说，

“十四五”期间的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要在水环境改善的基础上，

更加注重水生态保护修复，注重“人水和谐”，让群众拥有更多生态

环境获得感和幸福感。

生态环境部当天召开重点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编制工作推进会。翟青表示，“十四五”重点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规

划的编制更加注重生态要素，建立统筹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的规

划指标体系，强调在目标设置上有所突破，提出了“有河要有水，有

水要有鱼，有鱼要有草，下河能游泳”的要求，通过努力让断流的河

流逐步恢复生态流量，生态功能遭到破坏的河湖逐步恢复水生动植

物，形成良好的生态系统，对群众身边的一些水体，进一步改善水环

境质量，满足群众的景观、休闲、垂钓、游泳等亲水要求。

翟青表示，规划编制要突出河湖为统领。优美清澈的河流湖

泊是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重要期盼。要通过“十四五”乃至更长

一段时间的努力，让越来越多的河湖能够水清岸绿、鱼翔浅底，成

为美丽中国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同时，水生态环境治理千头万绪，问题纷繁复杂，但河湖是其

中最为关键的节点。从空间角度来说，上下游、左右岸污染都将汇

聚于河湖中；从因果角度来说，河湖是水污染排放和水生态破坏的

直接承载者，基础设施不足、超标排污、生态破坏等所有问题最终

体现于河湖上。

“抓住河湖，也就抓住了水生态环境治理的‘牛鼻子’。”翟青

说，要把以往水环境治理受制于区域分割的局面，以及规划项目与

环境改善目标脱钩、盲目上项目的情况，转变为围绕具体河流先研

究问题，提出目标并分析评估，按照轻重缓急，上下游配合，左右岸

联手，有序采取针对性措施，对症施策、精准治污，实现生态环境质

量改善的目标。

他同时强调，要坚决杜绝违反自然规律，表面上生态修复、实质

上生态破坏的行为。例如，在缺水地区制造人工湖“造湖大跃进”的

问题，要坚决反对，一旦发现此类问题，将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十四五”水环境保护

要更加注重“人水和谐”

新华社讯 （记者刘彤）随着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管理局日前放归 17 只人工救助康复的朱鹮幼鸟，今年以来，这个

保护区共组织了 11次救助放归活动，共放归救助朱鹮 51只。

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高级工程师张跃明

说，截至目前，保护区今年累计救助朱鹮 158只，与往年相比，今年

救助任务明显增加，救助范围涉及汉中、安康两市。

“近期收治的病伤朱鹮中，90%以上是当年新生个体，救助的

高峰期在 6 月。原因主要是当年离巢初飞的朱鹮幼鸟因为飞翔、

觅食能力较弱，所以在初飞中可能会撞到树上或者一些建筑物上，

导致受伤。”张跃明说，“还有一些个体因为觅食能力欠缺，又离开

父母落单，长期找不到食物，因饥饿导致无法飞翔，最后由保护区

收治。此外还有极少数个体会受到其他动物伤害。”

据介绍，朱鹮从野外救助回来后，首先要进行禽流感等疫病的

检测，预防疫病传染；随后保护区工作人员会精心治疗和饲养，尽

快让其恢复健康。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康复和观察研判，对于已经

具有飞翔和自主觅食能力的健康个体，在达到野外放归标准后，保

护区将在合适时间、地点让它们重回自然。对于那些无法在野外

自主生活的个体，则会继续在保护区收养，让它们“衣食无忧”，安

度余年。

张跃明说，通过对 2019 年保护区救助的朱鹮进行统计分析，

被救朱鹮中幼鸟占总数量的 56%，畸形鸟占到 4.2%。从野外救助

朱鹮的信息来源分析，绝大多数都是当地群众提供的，朱鹮保护之

所以取得巨大成就，和当地群众是密不可分的。

朱鹮被称为“吉祥之鸟”，历史上曾广泛分布于包括中国、日

本等在内的东北亚地区，目前在我国主要分布在陕西、河南、浙

江等地。

陕西朱鹮保护区

今年累计救助朱鹮158只

本报记者 杨 仑 江 耘 李 禾

浙江推行浙江推行““减桶并点减桶并点”，”，优化垃圾分类优化垃圾分类。。图为吴兴图为吴兴
区环渚街道某小区区环渚街道某小区，，志愿者向居民宣传即将投放的分志愿者向居民宣传即将投放的分
类投放驿站类投放驿站。。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翁忻旸翁忻旸摄摄

从去年开始，浙江

省多个城市开始推行

“两定四分”的垃圾分类

模式，拉开了以全品类

垃圾治理为核心的“垃

圾革命”，为全国推行垃

圾分类工作贡献了“浙

江经验”。

像陈红香这样的志愿者，下王社区还有许多。

在金华市金东区的每个垃圾投放点附近,都

有一名垃圾巡检员会协助居民做好分类，定时、定

点投放垃圾。

所谓定时、定点，就是金华市在 2018年开始推

行的“两定四分法”的内容。“两定”，即定时定点投

放垃圾，投放时间一天两次，一般是上午 6 点到 9

点和下午 6点到 9点。“四分”，即生活垃圾按厨余、

其他、有害、可回收“四分类”，从源头上分清垃圾

产生的种类。“两定四分”改变了市民随意投、随时

放、随便扔的陋习，也为资源化利用打好基础。

垃圾分类让下王社区旧貌换新颜，村民的居

住环境得到极大改善。一位村民说：“以前一开

门苍蝇蚊子往屋里钻，现在垃圾少了，苍蝇蚊子

也少了。”

居民自觉垃圾分类、巡检员常态化监督，居委

会、业委会、物业共同落实家庭承包责任制，成了

支撑垃圾分类工作贯彻落实的关键。

在诸暨市鼎园小区，记者看到，每一处垃圾点

附近都提供印有二维码的垃圾袋。据社区书记许

国爱介绍，每一个垃圾袋都能够对应到每一户家

庭，以防止有人乱丢垃圾。居民普遍反映，垃圾分

类投放点打扫得比自家庭院还干净，哪怕不想分

类都不好意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