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女界 2019年11月7日  本版编辑／李立    首席视觉设计师／潘晶慧  
E－mail：lili@fengone.com 05

垃圾分类“她力量”，古村有了“新时尚”

垃圾随手分类成了新时尚

“一别薇垣署，溪山路几千。

花光时记忆，驿舍转娇妍。”这是

明代诗人卢龙云在路过辰溪山塘

驿时，被这里的优美自然风光打

动所写下的诗句。

几百年过去，狭窄的驿道变成

了宽阔的国道，昔日商贾云集的

山塘驿依旧车水马龙。深秋的暖

阳照着村子的田野里种着的绿毯

子一般的马尼拉草皮，穿村而过

的小河两边，是盖着大棚的水果

基地。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随机走进

村里一家农户的院子，整洁的院

落里花环树绕，台阶上摆着四个

垃圾桶，分别写着干垃圾、湿垃圾、

有害垃圾和可回

收物。

女主人沈双

花正好出来倾倒

垃圾。当记者问

起她关于垃圾分

类的知识时，沈

双花对答如流：

“ 果 皮、 菜 叶、

剩饭剩菜是湿垃

圾；餐盒、餐巾

纸、湿纸巾、烟

蒂、纸尿裤这些东西是干垃圾；

废电池、烂了的灯管、过期的药品

是有害垃圾；这些饮料瓶和废纸

板是可回收垃圾。”

在山塘驿村，绝大多数农户

都养成了这样的习惯——垃圾随

手分类。分类后的垃圾，再投放

到分布在村里的 6 个收集点。

谭珊珊是村里的巾帼志愿者。

每天上午 9 点左右，她和另一名

巾帼志愿者会在村里的收集点指

导和帮助村民规范投放垃圾，“村

民们一般习惯早上将垃圾投放过

来，我们就负责告诉大家，怎么

精准投放”。

像谭珊珊这样的巾帼志愿者，

村里有十多名，她们大多是村妇

联执委，“6 个收集点，每个点我

们都派了两名巾帼志愿者值守”。

村妇联主席朱利云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巾帼志愿者的职责是

做好示范带领，负责对村民进行

垃圾分类知识的宣传引导，倡导

村民树立垃圾分类新时尚，逐步

提高村民垃圾分类的意识。

“收集点收集的垃圾，会由村

民担任的保洁工集中运送，湿垃

圾会被运送至村里建起的 5 座厨

余（湿垃圾）降解池降解，利用

生物降解技术，变成有机肥料供

村里的种植产业使用；干垃圾会

被运送至环卫垃圾清运箱，拉往

县城填埋场；有害垃圾和可回收

垃圾单独统一集中至垃圾站，专

项清 运至专业回收厂家处理。” 

湖南盛烽环境有限公司董事长向

震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七字歌”普及垃圾分类知识

向震表 示，湖南省妇联和盛

烽公司还联合资助了村里三轮电

瓶垃圾清运车、厨余垃圾粉碎器、

普通实心轮 U 型拉手垃圾清运车、

实心轮可垃圾桶等 40 余万元的设

施设备，“我们希望把公司的‘湿

垃圾生物降解专利技术’和‘互

联网 +’垃圾识别及分类实施方

案用在山塘驿村，以减量化、无

害化、资源化为目标，逐步探索

出一条农村生活垃圾处置的低碳

环保、循环经济之路”。

10 月 31 日在山塘驿村召开的

辰溪县“垃圾分类我先行”巾帼

志愿服务活动暨全县垃圾分类现

场会上，怀化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辰溪县委书记杨一中希望山

塘驿村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在垃

圾分类工作上先行先试、积极探

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模式。

垃圾分类工作并非一帆风顺。

村妇联主席朱利云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一开始，村民要么不

配合，要么不懂分类，村干部只好

自己拿着火钳，挨家挨户上门帮忙

分垃圾。

“为了让环 保 理 念 和垃 圾分

类意识深入人心，我们定期开展

多种形式的垃圾分类知识普及与

教育。比如组织垃圾分类抢答赛、

‘大手拉小手’校园垃圾普及培训、

村巾帼志愿者定期上门随访等活

动，加强村民环保意识，切实落

实垃圾分类教育。”辰溪县妇联主

席胡春云告诉 记者，10 月 23 日，

火马冲中心小学就开展了一场“小

手拉大手，垃圾分类进校园”活动，

“把孩子教育好了，他们反过来会

影响家长”。

“垃 圾 分类 就是 好，蓝红 灰

绿干湿分；蓝色回收又能卖，红

色有毒又有害。残羹剩饭瓜果皮，

菜叶内脏绿桶进；玻璃金属可乐

瓶， 纸 盒 塑 料 蓝 桶 进。 电 池 药

品杀虫剂，日化用品红桶进；尿

片瓷片香烟蒂，快餐用品灰桶进

……”10 月 31 日，山塘驿的妇女

们在村部的舞台上唱起新编阳戏

《垃圾分类七字歌》。胡春云告诉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辰溪县的

老百姓有喜欢听、唱“阳戏”的

传统，“我们请了文艺工作者把垃

圾分类的知识改编成阳戏，在村

里传唱，哪怕是不识字的老人们

也都能听懂”。

农村妇联执委冲锋在前

垃圾分类工作除了需要政府

主导、统筹推进外，更重要的在

于千家万户的源头分类，这也为

广大妇联执委围绕大局、服务农

村开展志愿服务提供了有效抓手。

朱利云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妇联改革“会改联”（指村妇

代会改成村妇联）后，她从原来的

“光杆司令”，变成了有 15 名执委

帮手的村妇联主席。村妇联的这

支执委队伍，也成为了在新时代

文明实践工作和垃圾分类工作中，

冲锋在最前线的巾帼志愿者力量。

湖南省妇联党组副书记、副

主席王邵刚告诉记者，妇联改革

以来，湖南全省基层妇联执委队

伍和力量得到充实，以妇联执委

为主体的妇女群众在参与新时代

文明实践工作、开展巾帼志愿服

务、村居环境整治、倡导移风易

俗等各项公共事务中发挥着积极

重要的作用。

“妇联组织参与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建设，对于创新推进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

农村、深入农村女性、深入农村家

庭，创新引领、联系和服务农村妇

女的方式方法，深入推动农村妇女

思想引领，加强农村妇女宣传思想

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具有重要

意义。”王邵刚告诉记者，开展垃

圾分类工作是对中央重要指示精神

的及时响应，是新时代文明实践的

应有之义，也是巾帼志愿服务深入

农村的有效抓手，“各级妇联要充

分运用我们的组织优势，发挥各级

妇联执委作用，将巾帼志愿服务深

入家庭、学校、农村、社区等，开

展垃圾分类督导，传播垃圾分类知

识，倡导绿色环保理念，引导妇女

群众和广大家庭积极投身到开展垃

圾分类的行动中，自觉成为垃圾分

类的参与者、践行者和推动者”。

湖南省妇联新时代文明实践的全新探索

10 月 31 日， 今 日 女 报

/ 凤网记者参加在山塘驿村召

开的辰溪县“垃圾分类我先行”

巾帼志愿服务活动暨全县垃圾

分类现场会时看到，这个自秦

朝时期起就是官家驿站的千年

古村，不管是村道小巷还是屋

前屋后，都非常干净整洁，看

不到一丁点垃圾，只闻到乡间

独有的瓜果飘香。干净的河道，

整洁的村庄，秀美的生态环境，

成为了这个有着古井驿道、小

桥流水的古村的又一张响亮绿

色名片。

这一切，都得益于新时代

文明实践工作和垃圾分类带来

的魔力。

“垃圾分类工作就是新时

尚”——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

上海市虹口区市民驿站嘉兴路

街道第一分站考察社区垃圾分

类工作时，对社区干部的寄语。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垃圾分类

工作做出重要指示，他强调，

实行垃圾分类，关系广大人民

群众生活环境，关系节约使用

资源，也是社会文明水平的一

个重要体现。

为了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和垃圾

分类工作的重要指示，湖南省

妇联联合盛烽环境有限公司指

导山塘驿村，充分利用妇联改

革后发展壮大的妇联执委队伍

和巾帼志愿者队伍开展垃圾分

类工作，不仅“分”出了居民

好习惯，也“分”出了好环境

好风景。如今，在山塘驿村，

准确无误地做好垃圾

分类，成了古村村民

们纷纷追求的新时尚。

1. 省妇联党组副书
记、副主席王邵刚和村
里的巾帼志愿者亲切交
流。

2. 山塘驿村举办的
垃圾分类比赛，村民们
踊跃参加。

3. 村里的巾帼志愿
者跳起宣传垃圾分类的
广场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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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女报 / 凤网首席记者 李立 记者 陈炜

村里的环卫工人将湿垃圾投放到降解池中。

村里的奶奶们唱起了阳戏《垃圾分类七字歌》。

村民把自己家里分类收集好的垃圾
投放到村里的垃圾收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