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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垃圾分类知识这些垃圾分类知识，，您知道吗您知道吗？？
5月1日，新修订的《北京市生活垃圾

管理条例》正式施行。生活垃圾按照可回
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四类
进行分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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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是针对于垃圾分类开展的相关
宣传普及，大家通过多种形式，学习、宣
传、践行垃圾分类，争取都成为“垃圾分
类”的宣传员！

一、什么是垃圾分类
垃圾分类，是将垃圾按可回收再使用

和不可回收再使用的方法进行分类。人

类每日会产生大量的垃圾，大量的垃圾未
经分类回收再使用并任意弃置会造成环
境污染。垃圾分类就是在源头将垃圾分
类投放，并通过分类的清运和回收使之重
新变成资源。

二、我国垃圾分类方法
（一）、可回收垃圾
主要包括废纸、塑料、玻璃、金属和布

料五大类。
废纸：主要包括报纸、期刊、图书、各

种包装纸、办公用纸、广告纸、纸盒等等，
但是要注意纸巾和厕所纸由于水溶性太
强不可回收

塑料：主要包括各种塑料袋、塑料包
装物、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牙刷、杯
子、矿泉水瓶、牙膏皮等。

玻璃：主要包括各种玻璃瓶、碎玻璃
片、镜子、灯泡等。

布料：主要包括废弃衣服、桌布、洗脸
巾、书包、鞋等。

金属物：主要包括易拉罐、罐头盒等。
（二）、不可回收垃圾
（1）餐厨垃圾
包括剩菜剩饭、骨头、菜根菜叶、果皮

等食品类废物。
经生物技术就地处理堆肥，每吨可生

产0.6-0.7吨有机肥料。
（2）其他垃圾
包括除上述几类垃圾之外的砖瓦陶

瓷、渣土、卫生间废纸、纸巾等难以回收的
废弃物。采取卫生填埋可有效减少对地
下水、地表水、土壤及空气的污染。

事实上，大棒骨因为“难腐蚀”被列入
“其它垃圾”。玉米核、坚果壳、果核、鸡骨
等则是餐厨垃圾。

（3）卫生纸不可回收
厕纸、卫生纸遇水即溶，不算可回收

的“纸张”，类似的还有陶器、烟盒等。
（4）餐厨垃圾装袋
常用的塑料袋，即使是可以降解的也

远比餐厨垃圾更难腐蚀。此外塑料袋本
身是可回收垃圾。正确做法应该是将餐
厨垃圾倒入垃圾桶，塑料袋另扔进“可回
收垃圾”桶。

（5）果壳算其它垃圾
在垃圾分类中，“果壳瓜皮”的标识就

是花生壳，的确属于厨余垃圾。家里用剩
的废弃食用油，也归类在“厨房垃圾”。

（6）尘土算其它垃圾
在垃圾分类中，尘土属于“其它垃

圾”，但残枝落叶属于“厨房垃圾”，包括家
里开败的鲜花等。

（7）有毒有害垃圾
含有对人体健康有害的重金属、有毒

的物质或者对环境造成现实危害或者潜
在危害的废弃物。包括电池、荧光灯管、
灯泡、水银温度计、油漆桶、部分家电、过
期药品、过期化妆品等。这些垃圾一般使
用单独回收或填埋处理。

垃圾分类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垃
圾分类后被送到工厂而不是填埋场，既
省下了土地，又避免了填埋或焚烧所产
生的污染，还可以变废为宝。这场人与
垃圾的战役中，人们把垃圾从敌人变成
了朋友。

目前我国的垃圾处理多采用卫生填
埋甚至简易填埋的方式，占用上万亩土
地；并且虫蝇乱飞、污水四溢、臭气熏天，
严重地污染环境。因此进行垃圾分类收
集可以减少垃圾处理量和处理设备，降低
处理成本，减少土地资源的消耗，具有社
会、经济、生态三方面的效益。垃圾分类
处理的优点如下：

1.减少占地
生活垃圾中有些物质不易降解，使土

地受到严重侵蚀。垃圾分类，去掉可以回
收的、不易降解的物质，减少垃圾数量达
60%以上。

2.减少环境污染
废弃的电池含有金属汞、镉等有毒的

物质，会对人类产生严重的危害；土壤中
的废塑料会导致农作物减产；抛弃的废塑
料被动物误食，导致动物死亡的事故时有
发生。因此回收利用可以减少危害。

3.变废为宝
中国每年使用塑料快餐盒达 40亿

个，方便面碗5—7亿个，一次性筷子数十
亿双，这些占生活垃圾的8—15%。1吨
废塑料可回炼 600 公斤的柴油。回收
1500吨废纸，可免于砍伐用于生产1200
吨纸的林木。1吨易拉罐熔化后能结成1
吨很好的铝块，可少采20吨铝矿。生活
垃圾中有30%—40%可以回收利用，应
珍惜这个小本大利的资源。大家也可以
利用易拉罐制作笔盒，既环保，又节约资
源。 而且，垃圾中的其他物质也能转化
为资源，如食品、草木和织物可以堆肥，
生产有机肥料；垃圾焚烧可以发电、供热
或制冷；砖瓦、灰土可以加工成建材等
等。各种固体废弃物混合在一起是垃
圾，分开就是资源。如果能充分挖掘回
收生活垃圾中蕴含的资源潜力，仅北京
每年就可获得11亿元的经济效益。可
见，消费环节产生的垃圾如果及时进行
分类，回收再利用是解决垃圾问题的最
好途径。

地震的概念
地震是一种使人类文明毁于瞬间的巨

大天灾。它的发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的，目前的地震预报水平还不能准确地说
出它将要发生的时间、地点和震级。但是，
经过几十年的探索，我们有办法减轻地震
所造成的损失，这就是“防震减灾”。为提
高广大群众的防震减灾意识，掌握自救互
救的技能，降低震灾损失，在群众中应加强
对防震减灾知识的宣传。

地震发生的原因与分类：地球内部深
层物质的不断运动和变化，促成地球表层，
尤其是地壳的不断运动变化，从而在漫长
的地质年代里，逐渐积累了巨大的能量。
在地壳中某些脆弱的地带，当它承受不了
巨大的应力作用时，或者岩层突然发生破
裂，或者引发原有断层的错动，这就是地震。

地震根据成因可分为：天然地震、诱发
地震和人工地震，其中天然地震主要包括
构造地震、火山地震、塌陷地震。地震是经
常发生的一种自然现象。全世界每年发生
地震约500万次，其中人们能感觉到的有5
万多次，能造成破坏的有千余次，而七级以
上能造成巨大灾害的地震约十几次。

地震的震级和烈度
震级，是地震大小的一种度量尺度。

它是根据地震时释放能量的多少来划分
的。地震越强，震级越大。烈度，是指地面
及房屋等建筑物受地震破坏的程度。一次
地震只有一个震级，同一个地震在不同的
地区，烈度大小是不一样的。距离震中近，
破坏就大，烈度就高;距离震中远，破坏就
小，烈度就低。烈度除与震级和震中距有
关外，还与震源深度、地质构造、地下水分
布和土质条件、建筑物结构及抗震性能等
有关。

我国将地震烈度划分为12度。按震
级大小可把地震划分为以下几类：有感地
震，就是震中附近的人能够感觉到的地
震。 微震，1级≤震级<3级的地震。破坏
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的地
震。严重破坏性地震，造成严重的人员伤
亡和财产损失，使灾区丧失或部分丧失自
我恢复能力，需要国家采取相应行动的地
震。 震级每相差一级，其能量约相差30
多倍。震级越大的地震，发生的次数越少;

反之，震级越小的地震，发生的次数越多。
地震作为一种自然现象，它本身并不

等同于地震灾害，地震只在一定条件下才
造成灾害。地震波引起地面强烈振动，造
成建筑物倒塌或某些自然物崩塌(如山崩)，
并由此危及人身安全和带来经济损失，这
是地震造成灾害最主要、也是最常见的原
因。一般而言，中强以上地震便可造成破
坏，但破坏的轻重还与震源深度、地震类
型、地震发生时间等多种因素有关;另外，
还与地震发生的地点有关。如果一次强烈
地震发生在渺无人烟的高山或荒漠区，它
对人类便不会造成影响;而那些发生在人
口稠密、经济发达地区的地震，则会造成严
重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

地震的前兆和预测
事实表明，破坏性地震发生前是有前

兆的。这些前兆分为微观前兆和宏观前兆
两大类。微观前兆是指用仪器观测到的地
球物理、化学和地质构造等的微小变化。
宏观前兆是指由人的感官直接觉察到的各
种前兆现象。那么，地震前会出现哪些宏
观前兆呢?

地下水的异常变化：水位、水量的反常
变化，如天旱时节井水水位上升，泉水水量
增加;丰水季节水位反而下降或泉水断流，
有时还出现井水自流、自喷等现象;水质的
变化，如井水、泉水等变色、变味、变浑等;
水温的变化，水温超过正常变化范围等等。

动物异常：据统计，目前已发现地震前
有一定反常表现的动物有130多种，其中
反应普遍且比较确切的约有20多种。常
见的有：大牲畜，如马、驴、骡、牛等;家畜，
如狗、猫、猪、羊、兔等;家禽，如鸡、鸭、鹅、
鸽子等;穴居动物，如鼠、蛇、黄鼠狼等。

地声与地光：地声多数出现在临震前
或震时，但也有出现在震前几个小时甚至
几天的;声音类似于机器轰鸣声、雷声、狂
风呼啸声、石头相互摩擦声等。地光一般
出现在临震前或震时，也有出现于震前数
小时或更早的;形状各异，有带状光、片形
光、球状光、火样光、柱状光等;颜色多呈
红、白、紫、橙等色。

自然界的变化十分复杂，各种异常现
象出现的原因很多，并非都是地震前兆。
因此，当我们观察地震宏观前兆现象时，一

定要注意识别真伪，并及时报告地震部
门。地震预报一般由省级人民政府发布，
情况紧急时，可由市、县人民政府发布48
小时内的临震警报，并同时向上级报告。
其它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无权发布地震预报
消息。那么，该怎样识别地震谣传呢？

“预报”的地震震级很精确，发震时间、地点
很具体的传闻是谣传；跨国地震预报是谣
传；地震小道消息是谣传；凡带有封建迷信
色彩和离奇古怪传说的地震传闻更是谣
传。对待地震谣传，应做到不相信、不传
播、及时报告。

根据指导做好家庭防震准备
在地震危险区、多震区、已发布地震预

报地区的居民须制定家庭防震计划，根据
政府或有关部门的防震要求，准备食品和
饮料。其间，要看一看自家住房是怎样的，
有没有不利抗震的地方？摸清周围环境的
情况。住房的建造质量好不好？是否年久
失修？不利抗震的房屋要加固，不宜加固
的危房要撤离。女儿墙、高门脸等笨重的
装饰物品应拆掉，合理放置家具、物品，把
墙上的悬挂物取下来或固定住，防止掉下
来伤人，清理杂物，让门口、楼道畅通，把牢
固的家具下腾空，以备震时藏身。把易燃
易爆和有毒物品放在安全的地方。固定高
大家具，防止倾倒砸人。家具物品摆放做
到“重在下、轻在上”。阳台护墙要清理，花
盆杂物拿下来。准备好必要的防震物品，
进行家庭防震演练，可以准备一个家庭防
震包，放在便于取到处。

地震发生时的注意事项
地震发生时，至关重要的是要有清醒

的头脑，镇静自若的态度。大多数地震是
有感或轻度破坏地震，所以遇震时一定要
镇静。地震发生时是跑还是躲，我国多数
专家认为：震时就近躲避，震后迅速撤离到
安全地方，是应急避震较好的办法。避震
应选择室内结实、能掩护身体的物体下
（旁）、易于形成三角空间的地方，开间小、
有支撑的地方，室处开阔、安全的地方。身
体应采取的姿势是：伏而待定，蹲下或坐
下，尽量蜷曲身体，降低身体重心。抓住桌
腿等牢固的物体。保护头颈、眼睛，掩住口
鼻。避开人流，不要乱挤乱拥，不要随便点
明火，因为空气中可能有易燃易爆气体。

如果地震发生时在房屋里，要赶快选
择到安全的地方，如躲到书桌、工作台、床
底下。单元楼内，可选择开间小的卫生间、
墙角，依靠上下水管道和煤气管道的支撑，
减小伤亡。对于户外开阔、住平房的人，震
时可头顶被、枕头或安全帽逃出户外，来不
及时，最好在室内避震，要注意远离窗户，
趴下时，头靠墙，使鼻子上方双眼之间凹部
枕在横着的双臂上面，闭上眼和嘴，用鼻子
呼吸。一般来说，不要跑出建筑物，最好就
近找个安全处躲避，待地震后，如果需要疏
散，再沉着离开。

需要注意，地震时，门框会因变形而打
不开，所以在防震期间，最好不要关门。夜
间地震时，要争分夺秒向安全地方转移，不
要因寻找物品和穿衣而耽误时间，如有可
能，要立即拉断电源，关闭煤气，熄灭明
火。照明最好用手电筒，不要用火柴、蜡烛
等明火。

地震中被埋压怎么办？
地震时如被埋压在废墟下，周围又是

一片漆黑，只有极小的空间，一定不要惊
慌，要沉着，树立生存的信心，千方百计保
护自己，相信会有人来救援。地震后，往
往还有多次余震发生，处境可能继续恶
化，为了免遭新的伤害，要尽量改善自己
所处环境。

首先要保护呼吸畅通，挪开头部、胸部
的杂物，闻到煤气、毒气时，用湿衣服等物
捂住口、鼻；避开身体上方不结实的倒塌物
和其它容易引起掉落的物体；扩大和稳定
生存空间，用砖块、木棍等支撑残垣断壁，
以防余震发生后，环境进一步恶化。

如果找不到脱离险境的通道，要尽量
保存体力，用石块敲击能发出声响的物体，
向外发出呼救信号，不要哭喊、急躁和盲目
行动，这样会大量消耗精力和体力，尽可能
控制自己的情绪或闭目休息，等待救援人
员到来。如果受伤，要想法包扎，避免流血
过多。

如果被埋在废墟下的时间比较长，救
援人员未到，或者没有听到呼救信号，就要
想办法维持自己的生命，尽量寻找食品和
饮用水并节约使用。

震后，外界救灾队伍不可能立即赶到
救灾现场，在这种情况下，为使更多被埋压

在废墟下的人员，获得宝贵的生命，灾区群
众积极投入互救，是减轻人员伤亡最及时、
最有效的办法，也体现了"救人于危难之中
"的崇高美德。据有关资料显示，震后20
分钟获救的救活率达98%以上，震后一小
时获救的救活率下降到63%，震后2小时
还无法获救的人员中，窒息死亡人数占死
亡人数的58%。他们不是在地震中因建筑
物垮塌砸死，而是窒息死亡，如能及时救
助，是完全可以获得生命的。在施救时，要
先将被埋压人员的头部，从废墟中暴露出
来，清除口鼻内的尘土，以保证其呼吸畅
通，对于伤害严重，不能自行离开埋压处的
人员，应该设法小心地清除其身上和周围
的埋压物，再将被埋压人员抬出废墟，切忌
强拉硬拖。对饥渴、受伤、窒息较严重，
埋压时间又较长的人员，被救出后要用
深色布料蒙上眼睛，避免强光刺激，对伤
者，根据受伤轻重，采取包扎或送医疗点
抢救治疗。

各个部门震前应做好防震工作
要加强地震和应急避震知识教育，并

通过宣传到社会中去；领导要制定震情应
急措施，建立制度，做好避震防灾的演练；
检查次生灾害隐患（如办公室、楼梯、疏散
区道），并采取切实措施，防患于未然；检查
危旧建筑，做好抗震加固工作；发现地震传
闻或谣言在社会流传时，应及时与有关部
门联系，并采取适当措施做好辟谣和宣传
教育工作。

地震发生时，最需要的是各个部门领
导的冷静与果断。有中长期地震预报的
地区，平时要结合相关教学活动，向大家
讲述地震和防震抗震知识。震前要安排
好转移、撤离的路线和场地。震时在比较
坚固、安全的房屋里，可以躲避在办公桌
下；办公楼内的人可以到开间小、有管道
支撑的房间里。如果办公场所是楼房，一
定要记住不要跳楼，不要涌向楼梯。震后
领导要沉着地指挥办公人员有秩序地撤
离。当在空旷开阔的地方，可原地不动蹲
下，双手保护头部；注意避开高大建筑物
或危险物，千万不要回到办公室去。不要
乱跑、乱挤，待地震过去再在统一指挥下
行动。

本版图文均来自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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