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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给儿子讲的故事来自一本
名为《绿娃在行动》的小画册。主人
公是一名叫绿娃的小青蛙，画册用一
种很童趣的方式讲述了绿娃和垃圾
兽“战斗”的故事。其实这是一本由
通州区市政市容委为学生们印发的
关于“垃圾减量、垃圾分类，做文明有
礼好学生”的知识宣传手册。

翻开手册，一共 41页的内容，详
细的用文字和图画的形式告诉阅读
者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其它垃圾
的具体内容并且讲解了垃圾是如何
经过处理变成肥料等可再次利用的
资源。其中，有很多是我们经常容易
混淆、扔错垃圾桶的日常垃圾。例
如：大骨头是属于其它垃圾，而鱼骨

头则是厨余垃圾，并不是我们理解意
义上的，只要是厨房里产生的就都是
厨余垃圾。

垃圾减量、垃圾分类，这是两个
不同的目标。垃圾减量，需要我们要
尽量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减少购买
过度包装的食品、用品、提倡使用充
电电池……垃圾分类，我们不仅要将
日常垃圾的所属类别熟记于心，也要在
家中将垃圾按类别分装好，再扔到垃圾
桶中，减少垃圾分类员的工作，同时也
增加垃圾回收利用、资源循环的效率。

高中时代有幸参与了国家访问
团到日本访问，印象最深的是它们的
环境，街道一尘不染，当然这可能和
日本沿海的湿润气候特点有关系，所

以他们不会像北京一样饱受沙尘暴
的困扰。但是如果说垃圾分类、说起
人们对环境的重视程度，那可能就更
多的取决于人为因素了。如果注意
一下日本的垃圾桶，会发现他们的分
类较中国来说更细致一些，杂志、易
拉罐、玻璃等等，并且他们还有相应
的罚金制度，屡次不按照类别进行垃
圾分类的将被处以罚款。日本的城
市里，有一些街道是不设垃圾桶的，
人们会随身带一个垃圾袋，将自己产
生的垃圾带回去，不会因为街道上没
有垃圾桶就随意乱扔。并且对于宠
物方面，他们也会将宠物的粪便收集好
放入指定的位置或者带回家中处理。

培养民众的垃圾减量、垃圾分类

意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即便是现在
做的不错的日本，也是经过一段时间
才达到现在的效果，所以我们要通过
各种渠道不断的普及垃圾分类的知
识、建立垃圾分类的制度、奖惩并行，
加强民众对于垃圾分类的重视。

垃圾减量、垃圾分类，不仅是为
了资源的循环利用，同时也是为了创
建美好的环境奠定基础。垃圾少了，
垃圾处理更充分了，对于环境的破坏
就相应的减少了，但是要想扎扎实实
做好垃圾分类工作，我们就要像《绿
娃在行动》画册首页上说的那样，人
人参与，为建设绿色北京、宜居城市，
深入改革，打一场垃圾减量、垃圾分
类的人民战争！

11月11日-17日镇街TSP浓度
（微克/立方米）排名情况（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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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常广瑛）我区教
育系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紧扣“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条主线，
坚持“抓统领、促规范、强基础、上水
平、出特色”工作思路，紧密结合全区
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目标任务，深入践
行“讲奉献、争第一”的门头沟精神，
实现理论学习有收获、思想政治受洗
礼、干事创业敢担当、为民服务解难
题、清正廉洁做表率五个目标，努力
打造教育精品区。
“一盘棋”抓实主题教育全覆盖

我区教育系统成立了“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巡
回指导组，各基层单位党组织成立工
作领导小组，规划指导主题教育。民
办学校和社会组织党组织坚持党建

“2+1”机制，实现组织体系全覆盖，
形成自上而下“层层有人抓，处处见

实效”的工作局面。同时，此次参与
主题教育的范围形成以处级领导班
子和领导干部为重点，教育系统机
关、事业单位、民办学校和社会组织
中党员为参与主体的全覆盖，按照不
划阶段、不分环节，以每月有重点、每
周有安排的思路开展主题教育。
“一腔血”传承红色基因做先锋

为更好地传承和发扬门头沟区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红色精神，
全区教育系统170余名基层党组织
书记、副书记、机关党员参加了教育
系统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研讨班，
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精髓，用理论武装了党
员干部头脑。在斋堂革命传统教育
基地挂牌成立“门头沟区教育系统
党员干部红色党建学习实践基地”，
开发党性教育课程，组织全区1800

余名党员走进斋堂红色教育基地开
展共13期的轮训，走进香山革命纪
念地等参与学习实践活动，教育引
导党员干部弘扬和传承红色基因，
坚定理想信念，做新时代教育先锋。
“一把尺”调研整改落实出实效

区委教工委紧紧围绕打造教育
精品区及教育改革发展存在的突出
问题，聚焦人民群众的操心事、烦心
事、揪心事，两委领导、各职能科室
工作人员在沉底做调研、充分听取
社情民意的基础上，直接到群众身
边去发现解决问题，以边调研、边整
改、边落实的工作思路，以“即知即
改、立行立改、边查边改”的工作方
法，把“改”贯穿始终，两委领导在调
研中发现典型问题29个，现场解决
了11个。同时，针对城区教育均衡
问题提出的集团计划、联盟计划、手
拉手计划、外教计划、送教计划、山

区专项计划六大计划，也逐一进行
研讨并落实解决方案。党员干部从
百姓实际需求出发，通过系列调研
整改和落实，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
一公里”，让老百姓在家门口享受优
质教育，提升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
和安全感。
“一张网”巡回指导精准贯到底

为全面落实好工作，深入贯彻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区委教育工委派出 5 个巡回指导
组，负责全程指导教育系统各基层
党组织的主题教育，以进校园、进
支部、进课堂、“进”教师、“进”学生
为工作要求，结合实际开展全面覆
盖、全心投入、全力以赴、贯彻到底
的精准指导，确保主题教育高标准、
严要求、高质量，全面提升教育质
量，努力打造教育精品区，办人民
满意的教育。

我区教育系统我区教育系统
守初心担使命守初心担使命 努力打造教育精品区努力打造教育精品区

一针一线暖民心 义务缝补显真情
桥东街社区银发缝纫组

本报讯（记者 李倩）近日，北京
八中京西附小举办了第三届校园科
技周活动。简单的科学发明、有趣的
科创挑战，在科教融合中，点燃了全
校师生对科技创新的新认识。

活动现场，五年级3班的王梓彤
展示了自己制作的“创意课程表”，
吸引了不少同学驻足，体验者纷纷
表示，“创意课程表”操作简单，实用
性强，更有效地节约了纸张，同时也
减少了因教师调课涂改课表带来的
麻烦。

本报讯（记者 耿伟）在王
平镇文化中心内，地区的百姓
正津津有味的观看着评剧演
出，今年年初建成并投入使用
的文化中心，会定期举办文化
活动，崭新的设施，齐备的功
能，文化中心让地区百姓的业
余生活更加多姿多彩。

一名到图书馆看书的村
民，高兴地告诉记者，新建成
的文化中心非常好，举办的活
动丰富多彩，也给附近村子举
办各类活动提供了场地，觉得
这里方方面面建设的都很不
错，给大家提供了很好的文化
场所。

据了解，王平镇文化中心
总投资900万元，为三层框架
结构建筑，总建筑面积为2700

余平方米，其中包含500余平
方米的综合活动大厅，具备演
出、会议、电影放映等功能。
中心内还包括镇级图书馆、排
练室、儿童阅览室、室内体育
活动等文化场所。可以充分
满足地区群众的文化需求。

王平镇文化中心主任赵
金娥表示，文化中心建成后，
截止目前，已举办文艺演出、
文化活动近60场，对弘扬地区
文化、丰富百姓文化生活起到
了积极的推进作用。今后，文
化中心还将根据地区百姓的
实际需求，开展更加多元化的
文化活动，服务地区百姓，传
承和弘扬地区文化，为群众打
造设施完备、内容丰富的文化
活动场所。

王平镇
强化基础设施建设 丰富百姓文化生活

本报讯（记者 张欣皓）近
日，区第二届技能大赛，“物业
管理——垃圾分类知识宣讲比
赛”和“网络安全员——安全知
识比赛”在社区服务中心举办。

垃圾分类知识比赛以宣
讲的方式进行，6个物业公司
分派代表上台，从垃圾分类的
重要性、自身做法等方面，进
行宣讲。网络安全员比赛中，
6支参赛队伍，通过单选、多
选、判断等题型，围绕政策法
规、标准规范、安全防护等方
面进行比拼。

“通过这次比赛使我了解
了很多关于网络方面的安全

知识，对我的工作和生活都有
很多的帮助，对我们平常用网
方面也加强了一道防火墙。”
参赛选手还表示：参加这个决
赛使我对垃圾分类有一个更
高层次的认识，通过自己一点
一滴的行动，影响着身边的人
进行垃圾分类，为我区“创城”
做贡献。

据了解，第二届技能大赛
是以“工匠精神做引领、六城
联创树标兵”为主题，为从业
人员搭建提高、展示、交流业
务技能的平台，提高了从业人
员的业务技能、业务素质、业
务水平和服务质量。

业务技能大比拼 工匠精神做引领

本报讯（记者 高佳帅）近
日，一场以“迈进新时代 携手
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的“门头
沟-西城”两区文化交流演出，
在大峪街道文化中心举办。

大峪街道群英艺术团的
群口快板剧《红色短信》拉开
演出序幕，快板剧形象生动，
让观众们很快就融入其中。
西城区的演员姜旭用多种乐
器以串烧的形式巧妙地结合
在一起，为观众们带来了乐器
联奏《国乐经典》，优美动听的
旋律回荡在大厅里，台下观众
掌声、欢呼声不断。随后，两

区演员先后表演了京剧、魔
术、舞蹈等十多个节目，充分
彰显了两地独具特色的风土
人情。

观看演出的居民表示：咱
们老百姓坐在家门口都能看
到国家一级演员的精彩演出，
觉得特别的幸福。

整场演出节目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促进了两区的文化
交流。区文化馆副馆长陈海
梅表示：“今后，区文化馆将更
加积极地举办文化交流演出
活动，为西城区和我区的老百
姓献出更好更优秀的节目。”

区文化馆
举办文艺演出 促进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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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子街道 135 1 82

军庄镇 135 1 82

大峪街道 133 3 103

潭柘寺镇 128 4 141

龙泉镇 128 4 141

妙峰山镇 114 6 222

永定镇 114 6 222

东辛房街道 112 8 235

王平镇 110 9 240

雁翅镇 100 10 268

斋堂镇 94 11 297

大台街道 86 12 320

清水镇 79 13 329

垃圾减量垃圾减量 垃圾分类垃圾分类 人人有责人人有责
李琳李琳

为进一步提升绩效评价工
作质量，区财政从三个方面抓
好抓实绩效评价全过程。一是
注重前期调研工作，提高评价
工作方案质量。抓好前期项目
调研工作，优化评价工作方案
模板，突出财政评价重点关注
事项，注重事前绩效评估整改
响应等关键评价指标设置，严
格把关评价指标体系质量。二
是加强评价过程管理，提高评

价过程质量控制。强化对第三
方机构的组织管理，抓好资料
收集、分析、实地调研等重点环
节，开好专家预备会，提高评价
过程质量。三是注重评价报告
的可用性，提高绩效评价报告
质量。围绕改进项目和资金管
理剖析问题、提出具体可行的
建议，注重成果运用，切实做到
以评促管。

区财政局提供

区财政局
从三方面提升绩效评价工作质量

本报讯（记者 陈凯）在城子街道
桥东街社区有这样一群老人，她们
乐于助人，三年来，义务为居民缝
补衣物，不计回报，用一针一线编
织爱心，温暖社区居民。热情的服
务让大伙赞不绝口，街坊邻居还为
她们起了个响亮的名字——“银发
缝纫组”。

来到社区服务站的二层，哒哒哒
哒的缝纫机转响声回荡在整个楼道，
楼道深处的活动室里，六、七名白发
鬓鬓的老人正在忙绿着。坐在缝纫
机前的吕世兰便是这些老人的组长，

每周五她都会和组员们开展一次志
愿服务，虽然已经年过古稀，但做起
活来，老人依旧非常熟练，看着线在
机针上下运动，丝线如流水般地泻入
衣服之中，两片衣服迅速缝合成一
片，老人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了慈祥
的笑容。

“在我们那个年代，女的都得会
针线活，虽然现在大家生活好了，衣
服也很少缝缝补补，但有些老人他们
腿脚不便，衣服也舍不得扔，我们就
希望能帮帮他们，加上退休，也没活
干，这样就成立了这个缝纫组。”吕世

兰说道。
除了定期开展志愿服务，缝纫组

针对社区里行动不便的老人，还会入
户缝补衣物，陪老人们唠唠家常。

“这裤边改的太好了，有了这几
个老姐妹，我们老人再也不用跑外面
补衣服了，太方便了。”一位老人拿着
刚刚改好的裤子开心说道。

自从缝纫组成立以来，小组成员
已从当初的5个人发展到11个人，他
们其中年纪最大的74岁，最小的也
有56岁了。虽然大家都已年过半
百，但一想到可以用自己的手艺为大

家做点事，吕世兰和她的组员们心里
还是十分欣慰。

吕世兰说：“我们现在一天差不
多能缝补30件，多了50多件，虽然
有时候很累，但看见大伙这么开心，
我们干活就有动力，就想着，有多少
余热，咱们就发挥多少余热。”

当说起以后的想法时，老人欣喜
地说：“今年年底，我们打算为社区里
的孤寡老人做衣服，让他们开开心心
的迎接新年，以后我们也将继续做下
去，只要社区党委在，居民在，我们银
发缝纫组就在。”

科创校园 将“科教融合”引向深入

活动中，学生们不仅参观了同学
们发明创造的作品，还参加了“会发电
的跳绳”等科创挑战，30多项互动体验
让大家乐在其中，每个体验项目都深
含复杂有趣的科学奥秘，激发了学生
们对科学探究的热情。

据了解，北京八中京西附小的科

技周活动已经连续举办了第三届，今
年的主题为“我发明 我创造 我快
乐”。北京八中京西附小副校长安知
博说，“通过一系列丰富、有趣的项目，
可以引导孩子们发现问题、提出问题、
解决问题，在探究的过程中学习多学
科知识，掌握多种技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