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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报小记者的生态文明之旅

美丽世界，我们一同守护
6 月 2 日，“共建清洁美丽世界”常州经开区“六五环

境日”主题活动暨“小手牵大手 绿动经开一起走”亲子生
态文明研学线路发布活动开展。来自戚墅堰东方小学的
30名常报小记者全程参与了本次活动。在垃圾分类科普
馆，小记者们学习辨别垃圾的种类和处理各种垃圾的方
式；在遥观镇“红领绿播”生态文明教育基地，小记者们奇
思妙想、变废为宝，为生态建设增加一份新绿；在“光大环
境”，小记者们见证垃圾的科学处理方式，感受现代化环
保产业的社会意义。

在中央大舞台上，各个以环
保为主题的节目精彩纷呈，有小
学生演唱的垃圾分类歌；有环保
工作者精心制作的情景剧；还有
小手拉大手共同开启的此次研
学地图。这些节目让我们初步
了解到为何要将垃圾分类，垃圾

如何分类。在此之前，我有垃圾
分类的概念，但是迷迷糊糊分不
清楚具体怎么分。倘若现在你
再来考我这个问题，妥妥的满分
答案送给你！
戚墅堰东方小学四（1）班 赵翔宇

指导老师 陆静超

亲子生态文明研学线路发布

我们到了指定的座位坐下
后，工作人员召集大家在便利
贴上写下大家对保护环境的标
语口号，以此来让大家能够对
保护环境有更充分的认知。我
写下的口号是：“美好的环境，
需要我们大家一起守护。”接着
我们观看了关于保护环境为主

题的影片，观看了其他小学的
同学们演唱的垃圾分类歌曲和
类似话剧的保护环境主题的节
目。最后在领导对环境保护的
宣言下，我们对保护环境的重
要性有了更全面了解。
戚墅堰东方小学四（4）班 王绮瑄

指导老师 倪军

我们在宣教展厅里观看了
一段《垃圾围城》的记录片，这部
纪录片向我们展示了光鲜亮丽
的城市，被大大小小的垃圾山包
围着，它们组成了城市的“七
环”，与此同时，土地、水资源的
污染情况更是让人触目惊心。
这更让我们意识到垃圾分类刻
不容缓、垃圾处理迫在眉睫。我
们生活中的垃圾可以分为四大
类，每大类都有它对应的颜色：

废旧电池类的有害垃圾对应的
是红色；果皮类的厨余垃圾对应
的是绿色；饮料瓶类可回收垃圾
对应的是蓝色；餐巾纸类的其他
垃圾对应的是灰色。我们小区
里都有放置对应颜色的垃圾桶，
大家在投放垃圾的时候一定要
认真区分哟！

戚墅堰东方小学
四（1）班 李千卉

指导老师 陆静超

认识垃圾，学会分类

当我看到过期的化妆品在
红色垃圾桶中时，十分诧异，原
来过期化妆品可能含有有害化
学成分，若是没有妥善处理，对
土壤、空气以及水质会造成严
重的影响！向前走，我看到了
一个写满了数字的大墙，竟不
知道自己平时居然生产了如此
多的垃圾，而垃圾分类又是如
此重要并且迫在眉睫。不仅仅

如此，还有很多无形中被浪费
的资源，比如一吨废纸可以提
炼出 850 公斤的好纸，相当于
少砍掉 17 棵 20 年树龄的树。
我心里默默想着，回家后要跟
爸爸妈妈马上行动起来，做好
家庭垃圾分类工作。

戚墅堰东方小学
四（4）班 杨若茜

指导老师 倪军

刚走进垃圾宣教中心，同
学们就被吸引住了。几块结结
实实的玻璃下面有各种各样的
垃圾。不管是饮料瓶还是零食
包 装 ，我 们 多 多 少 少 都 吃 过
这类食品。我小步踩着玻璃，
走到酒水瓶前，小心翼翼地踮
起了脚，没想到我们平时随便
扔的东西，现在竟然像宝物一
样被珍藏起来。但那些没有被
拿来供人“欣赏”的垃圾呢？我

想着想着就陷入了沉思。现
在，楼道里面随处可见垃圾。
甚至，15天，每个家庭就可以产
生约 18 斤垃圾，这惊人的生产
速度让我感到不可思议。当
然，我们也在做出改变。这次
的活动就是让我们铭记“守护
绿色家园，共育美好未来”。

戚墅堰东方小学
四（4）班 姚奕婷

指导老师 倪军

我们来到垃圾分类宣教中
心，在那里我们看了介绍视频，
不寒而栗。同时这里还有一个
垃圾寿命的翻翻乐游戏，里面
显示了各种不同垃圾的寿命，
让我们触目惊心。寿命最长的
陶瓷居然能达到 200 万年，最
少的菜叶也有 30 天。除此之
外，我还知道了：人类一天一个

家庭可以产生 1.2 千克垃圾，三
天可以产生3.6千克垃圾，15天
的 垃 圾 居 然 可 以 达 到 18 千
克！我简直不敢相信，如果我
们不实行垃圾分类，生活的环
境将会变得多么糟糕！

戚墅堰东方小学
四（4）班 陈彦鸣

指导老师 倪军

我们通过大屏幕看到了全
国垃圾场分布图以及大量有关
垃圾的照片，这些堆成山的垃
圾让我们感觉触目惊心。继续
向里走是一面可以翻牌牌的幕
墙，牌上画着玻璃瓶、塑料袋
等，我们一一翻过来研究一番，
没想到塑料袋混入土壤竟需要
400 年才能降解，而玻璃瓶之
类的垃圾在地下则需要长达

200 万年的时间才可降解，彻
底颠覆了我们对垃圾“顽强度”
的认知；到了中心中央，便看到
垃圾运输线路示意图以及每户
人家平均每天产生的垃圾量，
一周的垃圾量就连“大力士”都
搬不动了！

戚墅堰东方小学
四（1）班 吴欣林

指导老师 陆静超

我们来到“红领绿播”生
态文明教育基地，在这里我
学习到了很多的知识：每一
个家庭 15 天产生的垃圾整
整有 18 千克。垃圾会污染
水体、大气、土壤。我们每个
人在这里拿到了一盆多肉，
而种植多肉的土就是厨余垃
圾腐烂后的营养士，这让我
觉得很神奇！通过这次活
动，我明白了垃圾分类是我
们生活当中一件非常重要的
事。我们应该让垃圾得到充
分地利用，使我们的家园更
加美好！

戚墅堰东方小学
四（4）班 施睿霖

指导老师 倪军

红领绿播，变废为宝

在这里，我们了解了如今
生态环境保护的严峻性，我国
每年的生活垃圾产量在 4 亿
吨左右，随着人类产生的生活
垃圾越来越多，城市已经逐渐
被垃圾包围，海上都已有了垃
圾岛，听到这些，让我很震惊，
而垃圾越来越多，如果不采取
垃圾分类、废物利用的话，地
球的环境将越来越恶劣。在
展厅里，我们看到了废物利用
做的各种工艺品，比如用鸡蛋
壳做的风铃，用废弃瓶盖做的
小汽车模型，用纸盒做的小房
子等等，让这些废品又有了新
的生命。

戚墅堰东方小学
四（1）班 刘雨豪

指导老师 陆静超

“红领绿播”生态文明
教育基地让我印象深刻，我
们 在 这 里 学 习 种 植 了 多
肉。神奇的是种植多肉的
营养土是用厨余垃圾处理
后做成的，我们挑了各自喜
欢的陶瓷盆，开始种植小多
肉，宣讲员阿姨指导我们，
先要把多肉放进陶瓷盆，再
把里面的空隙用营养土填
好 填 满 ，然 后 用 手 指 压 一
压，把旁边清理干净就可以
了。地球是我们共同的家
园，保护家园要从我们每个
人做起，让我们实行垃圾分
类，让我们的生存环境更美
好！

戚墅堰东方小学
四（4）班 王毓辰

指导老师 倪军

光大环保，这已经不是我
第一次到这参观了，但每次的
感受都不一样。这次，我们重
点学习了垃圾处理的方法，焚
烧法是目前最佳的方法。但有
一些物品降解的时间更是让人
惊讶，一个泡沫餐盒的降解时
间居然是 200 年，塑料瓶的降解

时间是 450 年，所以，我们不能
小 看 任 何 一 个 随 手 丢 弃 的 垃
圾。我们要从现在开始做好垃
圾分类，保护赖以生存的环境，
我相信我们的家园会越来越美
丽、整洁。
戚墅堰东方小学四（4）班 顾钰可

指导老师 倪军

绿色发展，环保先行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光大
环保能源（常州）有限公司。这
里通过焚烧来处理垃圾，焚烧
后产生的热量用来发电，一吨
垃圾可以发480多度电。

我们一起参观了焚烧场的
中控室，这是整个工厂的“大

脑”，通过中控室电脑自动控制，
垃圾被抓斗投放到垃圾焚烧炉里
进行焚烧，一天可以焚烧 800 吨
垃圾，发电38.4万度，这个数字让
我非常震惊。
戚墅堰东方小学四（4）班 杜小萌

指导老师 倪军

同学们怀着兴奋又好奇的
心情来到了光大环保，一下车，
映入眼帘的是一群白鸽。走进
大厅，我们玩了一个关于垃圾分
类的游戏，从这个游戏中我知道
了：书、旧报纸是可回收垃圾；果
皮、剩饭是厨余垃圾；杀虫剂、药
品、化妆品是有害垃圾；过期食
品、一次性餐具是其他垃圾。接

着，我们来到楼上，看到了一只
巨大的铁手在夹垃圾山，这些垃
圾都是发酵过的。在秋白书苑，
老师还给我们讲解了“废物利
用”的方法，许多平时不用的东
西，居然可以做成美观的小饰
品。
戚墅堰东方小学四（4）班 张馨语

指导老师 倪军

我们来到光大环保，知道
了垃圾被分为可回收垃圾、有
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
光大环保的工作人员每天要处
理 800 吨各式各样的垃圾，同
学们听到这个数字都瞪大了眼
睛。在垃圾界中，自然分解时
间最长的要数陶瓷了，大约要

200 万年。讲解员还告诉我们，
乱扔垃圾不仅会给他人造成不
便，还会破坏天空中的臭氧层，
影响大气。我们每一个人都应
该 为 保 护 环 境 贡 献 自 己 的 力
量，给地球添加一份干净。
戚墅堰东方小学四（4）班 朱亦涵

指导老师 倪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