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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千世界，包罗万象，有飞禽走兽、花草树木，也有山川河流等，

而身处其中的万物都有自己的家。水的家在大海里，云的家在天上，

鱼的家在水里，马的家在草原上，花的家在枝条上，笔的家在文具盒

里，书的家在书包里..... 

    那么，随处可见、随时都会出现的垃圾的家又在哪里呢? 

    春天，树木抽

出新枝，长出了新

的叶子。一片片叶

子开始了新的生命

旅程。当夏日来临

的时候，树木已是

枝繁叶茂，满树绿叶挡住了炎炎烈日，洒下一片绿阴。秋日，曾经的

绿叶有的变黄了，有的变红了，有的枯萎了。秋风一吹，落叶纷飞,

满地尽是落叶。如果我们不去清扫，让落叶随处流浪，落叶就成了令

人生厌的垃圾。感谢环卫工人把落叶清理起来，埋在树木所在的土壤

里。这样，落叶腐烂后，化作腐殖质，可以为树木提供丰富的养料。

来年春天，树木又长出葱郁的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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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原来清代诗人龚自珍在

《己亥杂诗》里告诉我们:花草落叶不是垃圾，它们的家在土壤里。 

 

 
 

    最早认识到蚯蚓不倦地为土地耕耘的是农民。农民通过观察得知，

蚯蚓吃进去的是地上的落叶和小动物的腐尸等。 

    1881 年，达尔文的最后一部著作《腐殖上的形成》出版。达尔

文带给我们一个激动人心的蚯蚓世界。达尔文观测到普通庭院中 1平

方米土地就有 10 多条蚯蚓，每一条蚯蚓每天要吃掉相当于自身体重

30%的枯枝败叶、微小生物和垃圾，然后又把它排到地面，形成肥料。

而它们打出的通道对一块本来板结的土地而言，如同是一次新生，因

为地底下开始流动氧气和水。 

 

    

    1．你认为果皮、纸屑的“家”在哪里?人们应该怎么让果皮、纸

屑“回家”? 

    2．世界是一个循环的生态系统，物质之

间总是通过循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你能像本

课一样举一个例子说明这种情况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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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本没有垃圾。在荒漠，在原始森林，在人类足迹未曾到达

的地方，几乎看不到什么垃圾。在古代农耕社会，家家户户的垃圾也

基本上被大自然“消化”掉了。然而，自从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之后，

垃圾就越来越多，越来越难以“消化”了。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

人类居住区里的垃圾却有增无减，那么是谁在不断制造垃圾呢? 

    瞧!是谁早晨一睁眼就开始制造垃圾——喝完牛奶扔掉奶盒，吃

水果削去水果皮，收快递抛弃包装纸、包装袋?是谁在马路上“仙女

散花”，丢下烟头、纸屑、塑料袋、口香糖?是谁在校园里扔废纸、弃

笔壳?是谁随意抛弃

旧电池、旧手机、旧

电器、旧衣服?是谁

在河面上、海面上留

下各式各样的漂浮

物? 

    人类，以高度的

智慧开创了工业文明，却也制造了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我们相信，人

类凭借其聪明才智和科学管理，完全可以对垃圾进行分类，促进资源

回收，实现垃圾处理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从而美化我们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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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兰发明塑料 

    提起塑料，大家都不陌生，

毕竟塑料制品在我们的生活

中随处可见。塑料的英文名称

“ plastic” 来 自 希 腊 语

“plastikos”，意思是“成型”

“具有可塑性”。“塑料”也就

是具有可塑性的材料。  

                                      各种塑料制品垃圾                                                                           

    那么，塑料是在什么时候、由什么人发明的呢? 

    塑料的发明与 19 世纪后期一种天然的绝缘材料一一虫胶有关。

当时刚刚萌芽的电力工业蕴藏着绝缘材料的巨大市场。化学家当时已

经认识到很多可用作涂料、黏合剂和织物的天然树脂和纤维都是聚合

物，于是开始寻找能合成聚合物的成分和方法。1904 年，美籍比利

时人列奥·亨德里克·贝克兰开始研究苯酚和甲醛的反应。他发明了

一种名叫贝克利泽的实验装置，可以精确调节加热时的温度和压力，

能有效控制化学反应。贝克兰用这种装置成功地得到了酚醛树脂，将

其模压后得到半透明的硬塑料。这种塑料不易燃烧，成型后不再熔化，

也不能溶解到溶剂甚至是酸液中去。他给这种新材料命名为贝克莱特

(Bakelite)，并于 1907年 7月 14日注册了专利。于是，第一种合成

塑料一一酚醛塑料贝克莱特诞生了，这标志着人类社会正式进入塑料

小老虎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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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 

    如今，塑料新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数不胜数。有人说，塑料是

20 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也是最糟糕的发明。塑料制品给人们的生活

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也给环境和生物带来了很大的危害。目前我国

每年消费大约 40亿个塑料快餐盒，十分之一的生活垃圾是废旧塑料。

有专家预测，如果不采取行动，到 2050 年海洋中塑料垃圾比鱼儿还

要多。塑料填埋后不易降解，焚烧后容易产生二噁英，因此，现在全

球范围都在开展“限塑”运动。我们相信，人类凭借智慧和高科技必

然能解决这一难题。 

 

 

    1．试着调查并记录每天你的家里制造了多少垃圾?你有什么办法

可以让大家减少垃圾的制造? 

 

垃圾来源 数量 解决办法 

   

   

   

    2．辩一辩:塑料制品有哪些功与过?可以分成正、反两方举行一

场辩论会。 

 

绿计划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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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被认为是垃圾包

围城市较为严重的国家。

随着城市生活节奏的加快，

生活垃圾越来越多。我国

每年产生的城市垃圾总量

在 1.5 亿吨以上，而且每

年以超过10%的速度在增长，

比世界年均增长速度大约高出 1.5%。同时，垃圾处理问题越来越棘

手。有数据显示，我国 600多个城市中，三分之二的大中城市被垃圾

包围，四分之一的城市已经没有合适的场所堆放垃圾。而在广大农村，

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产生的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也在增多，但是

由于部分村庄没有建立生活垃圾收运处理机制，没有设置垃圾集中处

理点，村民乱倒垃圾的现象比较普遍。马路旁边、山沟里、河边、桥

边随处可见成堆的垃圾，有的人甚至会在桥中间把垃圾直接倒入河里。 

沈阳也同样面临巨量垃圾无处处理的问题。目前，沈阳市日产生

活垃圾 7000 余吨，主要采用填埋处理的方法，近年来随着城郊地区

纳入生活垃圾收运体系，垃圾量不断增加，垃圾填埋场超负荷运转，

所以垃圾问题迫在眉捷。 

太阳鸟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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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和农村面临着被垃

圾包围的问题，其实海洋和

太空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在

广袤无垠的北太平洋上，漂

浮着两个垃圾带。位于夏威

夷和加利福尼亚之间的“东

垃圾带”，科学家估计它的面积是英国国土面积的六倍，有人把它称

为“世界第八大陆”;位于日本以东到夏威夷以西的“西垃圾带”面

积也不小。近年来，科学家在大西洋也发现巨型漂浮垃圾带，其规模

只比太平洋垃圾岛(“东垃圾带”)整体规模稍小一些而已。这些海洋

垃圾的来源多种多样:有来自陆地的，也有来自海上的。小到渔网、

电线、绳索和塑料袋，大到

废弃的冰箱、电视、木质房

屋、集装箱等，它们随着海

流、季风，经过漫长的漂流

来到海洋中心，堆积形成垃

圾岛、垃圾洲。据美国科学

组织统计，每年约有 640万

吨的垃圾进入海洋，平均每天约有 800万件的垃圾入海，其中 15%的

垃圾停留在海滩上，15%的垃圾漂浮在海面上，70%的垃圾则直接沉到

小老虎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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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底。 

    根据欧洲航天局控制中心发布的一组电脑照片显示，人类所产生

的垃圾如今已经波及太空，使得地球上空充斥着无数的碎片，也成了

一个垃圾场。这些垃圾包括废弃的航天器和报废卫星，火箭外包装，

碰撞和对接期间产生的金属片，螺母和螺栓，不慎丢弃的工具，大块

冰冻的火箭燃料等。太空垃圾正严重威胁着宇航员和航天器的安全。 

 
 

     1．在校园，或到社区，或到农贸市场开展一次关于“垃圾从哪

里来”和垃圾分类的调查活动。 

    2．开展“垃圾到哪里去”的调研活动。在家长或老师带领下，

参观社区清洁楼或沈阳垃圾处理厂。 

    

 
沈阳市沈河区文化路小学师生参观沈阳市老虎冲垃圾填埋场 

 

 

 

  

绿计划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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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里蕴含着巨大的资源潜力。习近平总书记说:“变废为宝、

循环利用是朝阳产业。垃圾是放错位置的资源，把垃圾资源化，化腐

朽为神奇，是一门艺术。” 

    日用塑料制品在生活垃圾中占很大的比例。据科学家测试，把塑

料填埋到地里 200年都未必会腐烂，还会严重污染土壤，若是焚烧处

理则会产生有害烟尘和有毒气体，造成环境污染。但是如果经过工厂 

专业处

理 ， 1

吨塑料

可以提

炼 600

千克柴油。废玻璃也是常见的垃圾，但 1 吨废玻璃回炉再制与直接用

新原料生产 1吨玻璃相比，可以节约石英砂 720千克、纯碱 250千克、

长石粉 60 千克、煤炭 10吨、电 400度，还可以节约 50%的水，减少

20%的空气污染。1 吨易拉罐熔化后能结成约 1 吨质量好的铝块，可

少采 20 吨铝矿石。校园是产生废纸较多的地方，回收 5 吨废纸就可

免于砍伐用于生产 4 吨纸的木材。 

    只要我们合理分类，真正把城市垃圾进行资源化处理，那么摆在

我们面前的将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金矿”。 

太阳鸟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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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餐厨垃圾处理场建设工程  

项目名称：沈阳市餐厨垃圾处理场建设工程 

建设模式：采用 BOT建设模式 

社会资本：沈阳洁神环境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有限公司 

总投资：一期工程总投资 9610.5万元。 

        二期工程总投资 4173.21万元。 

建设规模： 

一期工程处理规模为日处理 200吨/天餐厨垃圾和 8.2吨/天废弃

油脂，项目于 2017年 9月 1日建设完工。 

二期工程处理规模为日处理 120吨/天餐厨垃圾和 4.1吨/天废弃

油脂，项目于 2018年 3月 31日建设完工。 

建设地点：沈阳市老虎冲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内。 

处理工艺：“预处理＋破碎分选＋加热蒸煮＋油水分离＋厌氧发酵”

的主体工艺。 

建设意义： 沈阳市餐厨垃圾处理项目是我市作为餐厨废弃物资源化

利用和无害化处理首批试点城市的重要建设项目之一。该项目的建设

将会缓解城市餐厨垃圾处理压力，保障食品卫生安全和人身健康，降

低城市环境污染，大大提升了城市形象和公众满意度。 

运营期限：25年 

小老虎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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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生活中其实没有垃圾，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资源。调查身边

的垃圾，看看有没有变废为宝的办法，也许能让你发现不少巨大的“金

矿”呢。 

     2．在班级举办一次“变废为宝”小发明小制作展示活动，比一

比，看谁的办法最好，谁的作品更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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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垃圾是不可以随意丢弃的。 

垃圾这种东西，你可能还不大了解。有时候，它身上还藏着巨大

的能量，你就把它丢弃了；有时候，它只是静静地待在那里，你隔了

很久才发现。学习了这章后，看看你能发现关于垃圾的多少秘密。当

垃圾们各走各的路、各回各的家后，垃圾也可以变成宝贝。纸张、塑

料、金属、废旧电器等垃圾一旦回收利用，可以使我们少砍伐树木，

少开采矿山；再生纸、再生玻璃、废旧电器分离出的金属，使大量原

本成为垃圾的东西，重新获得新生，成为“城市矿产”。所有这一切

的实现，都是建立在垃圾的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

理的基础之上的。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些国家是怎么做的。 

 

 

太阳鸟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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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垃圾分类制度非常严格。政府分发给每个家庭 10个大小不

同的垃圾箱用于分类回收各种垃圾。专门负责监督的“环境警察”会

不定期上门抽查，看居民是否把垃圾放到指定的桶里。若出错会被“环

境警察”及时指出，严重的会被开出 100～1000 英镑的罚单，偷倒垃

圾的会被处以最高 2 万英镑的罚款或 6个月监禁。 

    日本:垃圾分类精细化。每个市民手上都有一本长达 27页的手册。

小朋友从小就接受垃圾分类的教育，如果不按规定扔垃圾会受到大人

的批评。日本商品的包装盒上会注明其属于哪类垃圾，甚至有处理提

示，如牛奶盒上会提示:请洗净、拆开、晾干、折叠后再丢弃。 

    美国、加拿大:消费者购买电子电器时，要向零售商缴纳回收费

或处理费。 

         

 

什么是可回收物 

    可回收物是指回收后可以进行循环使用和资源利用的废物，包括

废纸类、塑料类、玻璃类、织物类、金属类等。 

    废纸类：未严重玷污的文字用纸、包装用纸和其他纸制品。 

    塑料类：废容器塑料、包装塑料等塑料制品，例如各种塑料盒、

塑料瓶、塑料泡沫、硬塑料等。 

    玻璃类：各种类别的玻璃物品，例如玻璃瓶罐、平板玻璃、镜子

等。 

    织物类：布娃娃、书包、桌布、衣服、窗帘等。 

小老虎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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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属类：各种类别的金属物品，例如易拉罐、铁皮罐头盒等。 

    

 

 

 

    1．包装废弃物(包括各类饮料瓶、包装箱、包装袋等)是生活垃

圾的主要组成部分，约占城市生活垃圾重量的 1/3、体积的 1/2。以

小组为单位，了解什么是“过度包装”，什么是“绿色包装”。你有减

少包装废弃物的好办法吗?请你和小组成员开展相关的调查研究活动。 

    2．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让我们去了解一

下各国处理可回收物的妙招。 

    3.了解沈阳的垃圾处理现状，为沈阳的垃圾

分类工作想办法。 

 

 

绿计划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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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炼金术师”的故事 

    如果我是蔫掉的蔬菜，或者我是长得很小的马铃薯，真的只能当

作垃圾被你遗弃、被你埋掉吗?不，我想用两个例子告诉你，垃圾如

何变得伟大…… 

    英国利物浦开了一

家叫作 Real Junk Food 

的餐厅，里面售卖的食物

都是从垃圾站捡回来的。

在英国，每年大概有 700

万吨食物被扔掉，有些可

能并不是因为变质只是

因为长得丑、吃不完或者

在超市放了几天有点蔫……一个名叫亚当·史密斯( Adam Smith)的

小伙子注意到了这个严重的浪费问题，决定开一家小餐馆专门烹饪那

些没那么新鲜的食物。他每天守在大超市后面的垃圾箱附近，捡回那

些刚刚被扔掉的蔬菜水果，其实，它们 90%都是完好且可食用的。虽

然捡来的菜没有多少成本，但亚当并没有想靠这个赚钱。在他的餐厅

就餐的顾客想付多少钱就付多少钱，如果实在没钱，帮着打扫一下卫

生也可以。现在，Real Junk Food 餐厅已经在英国开了好多家，还

太阳鸟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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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听说过有人在这里吃坏肚子。 

    在沈阳，有许多环保人士提出“垃圾变清流，清流变爱心，爱心

绕地球”这样的环保理念。他们用“红糖或黑糖+厨房鲜垃圾(新鲜植

物垃圾) +水”放置于塑胶容器中，发酵三个月后，成为环保酵素。

这种环保酵素的制作过程简单，制作材料随手可得，成本低。而且它

具有广泛的用途:它可以让剩饭剩菜变成肥料，帮助花园里的植物茁 

  
环保酵素制作步骤 

 

壮成长;它具有出色的洁净力，还能减少垃圾、净化水质、清洁家居，

对环保起着很大的作用。丢弃的餐厨垃圾在堆放和填埋过程中释放的

甲烷，比二氧化碳导致全球变暖的程度高 21 倍。而环保酵素从源头

上能减少垃圾的数量，一年能减少 30%～40%的垃圾。所以，智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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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是变废为宝的基础。经过努力，你也可以成为垃圾方面的“炼金

术师”。 

 

 

 

什么是餐厨垃圾 

    餐厨垃圾是指在生活

或者消费过程中产生的易

腐性垃圾，包括剩菜剩饭、

菜帮菜叶、瓜果皮核、废

弃蔬菜、绿化树枝等。餐

厨垃圾属于有机垃圾，含有大量水分，很容易腐烂，因而可以通过堆

肥处理生产出安全、健康的有机肥料，并用于种菜、养花。餐厨垃圾

经过生化处理后可以转化为能源——沼气。废弃食用油脂经处理后可

以成为制造肥皂、硬脂酸等化工产品的原料。 

  

     1．小组讨论:我们怎样能更有效地分类收集和处

理餐厨垃圾呢? 

     2．请你给爸爸妈妈讲讲如何处理餐厨垃圾的知识。 

     3．请你和爸爸妈妈一起制订家庭餐厨垃圾减量与

处理计划。 

小老虎学知识 

绿计划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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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手之劳小动作   破解环境大难题 

    我是“有害垃圾”，有的人说我罪大恶极。比如，被称为“白色

污染”的一次性塑料制品，掩埋在土里，要 200 年以上才开始降解。

它使土质恶化，影响农作物生长。 

    废旧电池，含有汞、铅、镉、镍等重金属及酸、碱等电解溶液，

对人体及生态环境均有不同程度的危害。据有关专家介绍，一粒纽扣

电池可使 600 吨水受到污染，相当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汞是一

种毒性很强的重金属，对人体中枢神经系统有很大的破坏力。镉在人

体内极易引起慢性中毒，主要病症是肺气肿、骨质软化、贫血，很可

能使人瘫痪；它还会干扰肾功能和生殖功能。 

    但汞、镉本身并没

有错。因为，若人们不

将废电池等有害垃圾混

入生活垃圾中一起填埋，

或者不随手丢弃，它们

就不会渗透于土壤中从

而污染地下水，也不会

进入鱼类、农作物等动植物的体内，间接威胁到人类的身体健康。实

际上，许多有害垃圾都可以被再次利用，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

太阳鸟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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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废旧电池如果处理得当，可从中回收锌、二氧化锰等多种有用

物质。所以，垃圾分类虽然是举于之劳，但能破解环境大难题。 

 

什么是有害垃圾 

    有害垃圾是指存有对人体健

康有害的重金属、有毒的物质或者

对环境造成直接危害或者潜在危

害的废弃物。例：废充电电池、钮

扣电池、废荧光灯管、水银温度计、

废油漆、过期药品等。 

这些垃圾如果不经过处理就

直接填埋，会给地下水、土壤造成

严重污染。将有害垃圾分类出来，

进行单独收集和无害化处理，可以更好地保护我们美丽沈阳的生态环

境。 

 

1．设计并制作一个家用分类垃圾

桶。 

2．组建小小垃圾分类宣传小分队，

进入社区，进入家庭，用你的聪明才智

和实际行动为垃圾分类出一份力。 

小老虎学知识 

绿计划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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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羡林先生曾在他的回忆录

《留德十年》中这样描述德国:“此

地，冬天不冷，夏天不热，从来没

有遇到过大风。既无扇子，也无蚊

帐，苍蝇、蚊子成了稀有动物。跳

蚤、臭虫更是闻所未闻。街道洁净

得邪性，你躺在马路上打滚，绝不

会沾上任何一点尘土。家家的老太

婆用肥皂刷洗人行道，已成为家常便饭。在城区中心，房子都是中世

纪建筑，至少四五层。人们置身其中，仿佛回到了中世纪去。古代的

城墙仍然保留着，上面长满了参天的橡树。虽然过去了几十年，德国

依然像季老描述的那样静美。这样美好的环境离不开德国精细的垃圾

分类制度，也离不开“垃圾减量，低碳生活”的先进理念。德国是全

世界最早实行垃圾循环立法的国家，由此可见德国人的环保观念之强。 

那么我们沈阳呢?作为沈阳人，怎样才能让沈阳避免“垃圾围城”、

永远保持清新美丽呢?办法就是垃圾减量，低碳生活。在日常生产、

生活中，我们要充分利用身边的每一样物品，将依然有利用价值的物

品回收或赠予他人，尽量做到物品在寿命期内有效使用，即物尽其用: 

 

太阳鸟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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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复使用金属、塑料、玻璃器皿，重复使用塑料袋，把不能使

用的塑料做成垃圾袋。 

 把破旧的棉织物用作清洁抹布。  

 循环使用废纸和废纸箱。用废旧纸箱装垃圾，用旧挂历做纸篓、

包书皮等。 

 将依然有利用价值的图书赠予他人，或以图书交流会(如图书漂

流)的形式再次利用。 

将自己不用的衣物赠予他人或捐赠给慈善机构等。 

婚庆使用电子请柬。 

    由此可见，推行垃圾处理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需要我们建

立和完善废物回收再利用体系，倡导低碳环保生活理念，倡导市民从

身边的小事做起。 

 

 

什么是其他垃圾 

     

其他垃圾是指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

和餐厨垃圾之外的其他废弃物，包括废弃

的保鲜膜(袋)、废弃的纸巾、废弃的陶瓷

罐、尘土、烟头等。 

    其他垃圾会被送往卫生填埋场填埋或

小老虎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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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垃圾焚烧厂的炉子里进行焚烧发电。焚烧产生的热量用来加热装

有水的锅炉，产生高温水蒸气。但是，燃烧产生的飞灰经稳定化处理

后还需要送入卫生填埋场进行安全填埋。 

 

 

1. 你能为学校设计具有学校特色的垃圾桶吗？ 

 

    2. 请你设计一条垃圾分类宣传语或者设计一份垃圾分类的手抄

报。 

 

 

 

 

 

绿计划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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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吗?在生活中,从我们手指缝里悄悄溜走的资源很多,例如,

我们随手丢弃的一个雪碧罐子、一个饮料瓶,它们都是宝贵的可再生

资源,回收后可以再加工利用,生产出新的物品。 

一张废旧报纸,当作垃圾

丢弃焚烧,一文不值。但如果回

流到造纸厂，利用率却可以高达

87%，几乎可以重新变成一张新

报纸。由于再利用是一个还原的

过程，加工越少、越原始的廉价

纸张反而有更高的回收价值。报

纸的得料率大约是 87%，纸皮大约是 82%，

书纸大约是 78%，铜版纸在 40%左右。废

纸，可以说是废品界的“黄金”，是再生

率很高的“硬通货”。《中国再生资源行业

发展报告》显示，2015～2016 年，全国

生产的纸浆有 7984 万吨，其中废纸浆占

6338万吨，废纸对造纸行业的支柱作用可见一斑。 

太阳鸟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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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是一个能充分利用垃圾、变废为宝的国家。瑞典每年真正进

入填埋场的垃圾量，占总量的 1%以下，99%以上的垃圾有半数被回收

利用。神奇的是，另外一半居然都进了焚烧炉，转换成热能和电能。 

在瑞典，家家户户都在厨房的水池下或抽屉中放置不同的垃圾收

纳容器，分别收集玻璃瓶、金属、纸张、塑料和餐厨垃圾等。每个社

区都有一个垃圾回收中心，专门收集分类后的垃圾。一位瑞典家庭主

妇说:“吃完饭后，我们把吃剩的食物放进食物垃圾纸袋。我通常在

早晨骑车上班时，顺便把这些纸袋扔进食物垃圾箱里。这样做起来很

方便，已经成为一种日常的生活习惯。” 

“垃圾是放错

位置的资源。”分好

类的垃圾经过专门

的回收处理，都能

物尽其用：食物垃

圾变成沼气和生物

肥料；废塑料瓶变

成新的塑料制品；

旧报纸可用于制造新闻纸；金属瓶盖可回收用来造汽车…… 

  

小老虎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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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你能在爸爸妈妈的指导下利用废纸制作再生纸吗？ 

提示：①将废纸若干撕碎放入水桶中，加水浸泡，最好浸泡一晚。 

    ②废纸浸泡变软后，倒掉多余的水，之后，将废纸放入电动搅拌

器内，加入少许清水，搅混使之成为糊状纸浆。 

③在纸浆中加入少许淀粉或面粉(为使纸面比较光滑，易于写字)，

搅匀。 

④把纸浆倒入大塑料盆内，双手握住造纸框，在水中把它向前推

动，小心地从盆中水平提出抄纸纱网，如果没有抄纸纱网，可用垫有

干布的铁纱网替代。一层纸浆便会留在上面，如果纸浆太厚，请再造

一遍。在清洁的平面上放一块毛巾，翻转造纸框，使扁平的纸浆倒在

干布上，再在纸浆上放一块干布，用试管或擀面杖轻轻地在上面擀压

以挤去纸浆中的水分。 

⑤约五分钟后，轻轻用力从角边撕起，放在光滑的平面上，待它

完全干透，再用剪刀把纸的四边剪齐。 

2. 参观废品收购站，做一次废品回收情况调查。 

 

 

 

 

 

绿计划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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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垃圾进行堆肥处理后，其产

品主要用于改良土壤。优质垃圾堆肥

用于农业生产，不仅可增加土壤中的

腐殖质和养分，而且堆肥中的有机质

与土壤结合，可使黏质土壤变得疏松，

对于沙质土壤则促进其结成团粒，从

而明显改良土壤结构，提高土壤通风、

保水和培肥的功能，同时能促进植物根系的生长。研究表明，优质垃

圾堆肥若施用得当，对水稻、马铃薯、萝卜等农作物有明显的增产作

用，尤其是对于中低肥力的菜地或新菜地增产效果更好，而且可提高

蔬菜品质，降低烂菜率。 

随着人口的增加,我们产生垃圾的速度远远超过了处理它的能力。

所以，只有主动减少垃圾产生，积极采用生态环保的垃圾处理方式，

才是我们解决垃圾问题的最好出路。生活垃圾堆肥是一种资源化和无

害化处理垃圾的方式，是利用垃圾或土壤中存在的细菌、真菌和放线

菌等微生物,使垃圾中的有机物发生生物化学反应而降解,形成一种

类似腐殖质土壤的物质。腐殖质是植物生长的必需肥料。腐殖质越多,

土壤越肥沃。 

太阳鸟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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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一   预处理：分出大块的无机杂品，将垃圾破碎筛分成匀

质状。匀质垃圾的最佳含水率为 45%～60%。 

步骤二   细菌分解(或称发酵):在温度、水分和氧气适宜的条件

下，好氧或厌氧微生物繁殖迅速，垃圾开始分解，将各种有机质转化

为无害的肥料。 

步骤三   腐熟:稳定肥质，待完全腐熟后即可施用。 

步骤四   贮存或处置:贮存肥料，废料另作填埋处置。 

 

 

你能在爸爸妈妈的指导下做一次简易的垃圾堆肥实验吗？ 

提示：①往塑料袋中装土、水果皮、菜叶等。 

②均匀地往塑料袋中洒一点水，把塑料袋口轻轻地扎上。

③把塑料袋放在黑暗的地方 3～5周。 

 

 

小老虎学知识 

绿计划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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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老虎冲垃圾填埋场位于苏家屯区陈相街道奉集堡村，距市

区 28 公里，占地约 1.3 万平方米， 2003 年 5 月投入运行，设计日

处理生活垃圾 1500吨，使用年限为 40年。主要负责接收处理和平区、

沈河区、浑南区、苏家屯区等沈阳市南部地区的生活垃圾及铁西区、

于洪区和大东区部分区域的生活垃圾，是沈阳市生活垃圾的卫生填埋

地之一。目前,每天处理规模为 2500 吨。 

填埋场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那样脏，整个厂区相当洁净，路上看

不到半点白色垃圾，也没有太大的异味。 

  

 垃圾卫生填埋是

我国大多数城市处理

垃圾的最主要方法。但

是，它也存在环境污染

的风险。如果渗滤液进

入地下水或土壤中，会

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

给子孙后代带来隐患，而且填埋时产生的臭气会严重影响周边的空气

质量，垃圾发酵产生的甲烷气体还容易引发火灾和爆炸。为了防止这

太阳鸟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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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危害的产生，在设计上除了必须严格选择具有适宜的水文地质结构

和满足其他条件的场址外，还要求在填埋场底部铺一定厚度的黏土层

或高密度聚乙烯材料的衬层，并具有地表径流控制系统，收集和处理

渗滤液、甲烷的装置，监测井及适当的最终覆盖层的设计。填埋场封

闭后还要长期维护，会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 

 

 

 

 

 

 

 

 

 

 

1. 在爸爸妈妈的指导下做一个垃圾填埋实验，了解不同种类的

垃圾的降解情况。 

（提示:①分类:猜测哪些垃圾容易降解，哪些不易降解，然后分

别装进不同的塑料瓶中；②填埋:挖两个坑，然后将两个装垃圾样品

的塑料瓶埋进坑中，盖上土；③观察:3 个月后，取出塑料瓶，观察

垃圾的变化， 验证自己的猜测。) 

 

绿计划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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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模拟实验垃圾渗出液对环境的污染。 

实验材料：淘洗干净的细石子、清水、浸过墨水的纸巾、广口瓶、

镊子 

实验过程：   

①在广口瓶中放入淘洗干净的细石子约 3厘米厚。  

②加入清水，使水刚好位于石子的一半。  

③用镊子往瓶中靠瓶壁处放入几团浸过墨水的纸巾，用细石子埋

住。 

④慢慢地往上面喷水。  

⑤观察瓶底部水的颜色和清澈度的变化。 

细石子--代表了土壤  

喷洒出的水—雨水                       

玻璃瓶——垃圾填埋场             

底部清澈的水——地下水 

被污染的纸巾——垃圾 

墨水扩散——污染扩散 

 

 

 

 

我们观察到的现象说明

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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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沈阳市环卫部门统计，目前，沈阳市日产生活垃圾约为 7000

余吨，大辛、老虎冲和西部三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总日处理能力

为 7500 吨。  

沈阳市大辛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是沈阳市生活垃圾“三化”处

理体系的重要子项目，2015 年列入了国家财政部 PPP第二批示范项

目。项目 PPP 模式总投资 14.959 亿元，拟选址于沈北新区财落镇，

大辛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场外北部区域，占地 11.5 万平方米，处理

规模 3000 吨/日，采用四炉两机模式，配置四条 750t/d垃圾焚烧线

及两套 30MW汽轮发电机组，焚烧线采用机械炉排炉焚烧设备。焚烧

烟气、焚烧飞灰以及垃圾渗滤液的处理全部采用当今世界比较成熟的

先进技术，使烟气的净化、飞灰的处置、渗沥液的处理全部符合相关

国家标准。尤其是渗沥液处理后的中水回用，废水实现了“零排放”。

2019年建成投入运行。 

                      大辛焚烧发电厂（效果图） 

太阳鸟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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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老虎冲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于 2014 年启动，市政府责

成市基础产业集团负责项目的建设和运营管理。本项目建设场址位于

苏家屯区陈相街道，沈阳市老虎冲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场区北侧，占

地面积 11.7万平方米，总投资 13.7 亿元，选用 4台（套）日处理能

力 750 吨的机械炉排焚烧炉生产线和中温中压余热锅炉，配置 2台

30MW汽轮发电机组及烟气处理系统、渗滤液处理系统等辅机设备，

日处理生活垃圾 3000 吨，年入炉生活垃圾达到 110 万吨，2017 年启

动土建施工，2019年建成投入运行。 

                   老虎冲焚烧发电厂（效果图） 

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垃圾焚烧主厂房、烟囱、冷却塔、升压站、

油罐、地磅、烟气处理、渗滤液处理、水处理等生产系统设施，以及

综合楼、办公楼（包含环保教育功能区）等附属设施。焚烧产生的烟

气采用先进的处理方式，保证排放指标达到并优于《生活垃圾污染物

控制标准》（GB18485-2014）。垃圾渗滤液通过在厂内封闭处理，处理

出水水质达到《城市污水再利用 -工业用水水质标准》（GB/T 

19923-2005）用于焚烧设备循环冷却补水和厂区绿化喷洒，浓缩液将

回喷入炉焚烧。炉渣外运制砖或综合利用。飞灰经螯合固化稳定后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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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填埋处置。 

    沈阳西部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于 2014 年启动，由沈阳市铁

西区政府负责组织建设，2016 年初，铁西区政府采用对国内考察和

邀请专家论证等方式，确定了项目的工艺和处理规模。同时与北方重

工集团有限公司、沈阳绿色环保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康恒环境股

份有限公司三方共同出资组建的沈阳西部环境有限公司签订了项目

BOT 特许经营协议。 

本项目选址位于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细河二十六街以东、开发大

路以南区域（沈阳西城钢铁东侧）；占地面积 8 万平方米，总投资约

7.46亿，项目模式采用 BOT模式，特许经营期 28年（不含建设期）。

建设规模为日处理生活垃圾量 1500 吨，年处理生活垃圾量 54.75 万

吨，采用 2台 750吨/日机械炉排炉＋2×15MW凝汽式汽轮发电机组，

年发电量可达 1.9亿度；服务范围为沈阳铁西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及

周边地区。2017 年启动土建施工，2019 年建成并投入运行。 

 

 

西部焚烧发电厂（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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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焚烧是一种既能减少垃圾体积，又能利用热能发电的先进技

术。焚烧 1吨垃圾大约可以发电 350千瓦·时，所以当今世界各国广

泛采用这种技术处理城市生活垃圾。如果垃圾焚烧厂烧的都是没有经

过分类的原生垃圾，成分复杂，含水量大，不利于燃烧。垃圾的含水

量达到了 50%～60%，这些水分会大量消耗焚烧处理系统的热量。目

前经过焚烧后的炉渣量约为垃圾量的 23%，如果前端分类工作做得好

的话，炉渣量可以降到垃圾量的 10%左右。剩菜剩饭这类厨佘垃圾会

增加烟气处理的难度，如果投放的都是树枝、枯叶等适合燃烧的垃圾，

那么烟气处理的成本就可以大大降低。 

 

 

1．想一想：垃圾为什么要焚烧处理呢？ 

2．为了降低焚烧后的炉渣量，降低焚烧发电厂烟气处理成本，

我们应该怎样处理生活垃圾？ 

 

 

小老虎学知识 

绿计划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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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容市貌是城市的名片，被誉为“ ”的环卫工人

每天都在用双手装扮着城市的环境。2015 年的数据显示：全国每天

清扫面积达 32亿平方米，年清运垃圾约 1.5亿吨、粪便 2100多万吨，

每日为 11 万座固定公厕清掏保洁……全国有 400 多万城镇环卫从业

人员常年坚守在岗位上，而这些数据正在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而不断

增加。 

 

    1959年 10月 26日，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接见全国劳动模范、

掏粪工人时传祥时说：“我当国家主席，你当掏粪工人，只有分工不

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都是人民的公仆。”这句话引起了全社会对

太阳鸟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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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卫工人和环卫事业的尊重、理解和关心。 

    1987 年，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率先设立了“环卫工人节”，这一创

举在全国产生了巨大

的反响。在相关部门的

推动下，我国先后已有

广东、福建等 14个省、

直辖市、自治区设立了

省级“环卫工人节”，

有厦门等 408个城市设

立了市级“环卫工人

节”。 

    沈阳市目前有 18826 名环卫工人，2018 年 10 月 26 日是沈阳市

第 27个“环卫工人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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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环卫工人被人们赞誉为“城市黄玫魂” “马路天使” 和“城

市美容师”。每年的 10月 26日为“环卫工人节”。 

    2．“美丽沈阳”离不开“城市美容师”。 

   （1）道路清扫工：保洁路程不亚于马拉松的里程。 

   （2）垃圾中转站管理员：每天迎送数十吨垃圾。 

   （3）公厕管理员：全年无休，值守保洁。 

   （4）环卫车维修员：耐脏忍臭，业务精专。 

   （5）环卫设施维修工：随叫随到，辛勤付出。 

 

 

     1．请在自己能力范围内调查走访不同类群的一线环卫工人，了

解他们的工作、生活等现状并在学校、班级、社区开展交流汇报活动。 

    2．和同伴讨论并实践：怎样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一线环卫工

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小老虎学知识 

绿计划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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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8 月 23日，沈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沈阳市生活垃

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其中有如下内容。 

    指导思想：遵循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突出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理念,借鉴先进城市的管理经验,以“破解难题,试点推进”为突破口,

先行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完善政策法规、加强协调配合、强化监

管考核,加强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设施建设,健全管

理网络,促进生活垃圾分类系统与再生资源利用系统有效衔接,逐步

提升我市生活垃圾分类水平。 

    主要目标：到 2020 年,全面启动并推广深化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工

作,逐步完善餐厨垃圾收运系统、有害垃圾收集处置系统、低值可回

收物回收利用系统,建立健全生活垃圾分类法规政策体系、宣传发动

体系、运行管理体系、执法监督体系。实现市区生活垃圾源头减量、

资源循环利用及安全处置，公共机构、相关企业全部实现生活垃圾强

制分类,建成区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小区(单位)达到 500 个,全市餐厨

垃圾分类达到 320吨/日,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 35%以上。 

 

   

太阳鸟看世界 

小老虎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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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垃圾分类。 

    居住区域和有集中供餐的单位区域（政府机关、学校、企事业单

位等办公场所）一般分为可回收物、餐厨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 

    公共区域（车站、公园、体育场馆、商场等）一般分为可回收物、

其他垃圾两类或其他垃圾一类。有条件的可在此基础上进行精分、细

分。 

    2.垃圾减量。 

    通过宣传教育，倡导文明习惯，

尽可能在源头减少垃圾产生；推行

垃圾不落地；推进清洁生产；倡导

绿色消费；加强“限塑”管理；抓

住关键源头。  

 

    1.请你分别列举自己家、教室以及公园等区域的可回收物、餐厨

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并与同伴交流讨论分类结果是否科学、

准确。 

    2.以手抄报、电子板报、PPT、微信等方式向同伴宣传“垃圾减

量”的途径。 

  

绿计划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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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的生活垃圾处理方

式主要是填埋和焚烧。这不 

仅会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

同时存在着安全隐患，并且

资源化利用率低，不适应现

代化建设与发展的要求。合

理处理城市生活垃圾，促进

资源循环利用刻不容缓。 

可回收物包括纸类、金属、塑料、玻璃等，通过综合处理、回收

利用，可以减少污染、节省资源。如每回收 1吨废纸可造好纸 850 千

克，节省木材 3000千克,比等量生产减少污染 74%；每回收 1 吨塑料

饮料瓶可获得 0.7 吨二级原料；每回收 1 吨废钢铁可炼好钢 0.9 吨，

比用矿石冶炼节约成本 47%，减少空气污染 75%，减少 97%的水污染

和固体废物。餐厨垃圾经生物技术就地处理堆肥，每吨垃圾可生产

0.3 吨有机肥料。 

 

1．循环利用。是将废品变为可再利用材料的过程，它与重复利

小老虎学知识 

太阳鸟看世界 



41 
 

用不同，重复利用仅仅指再次

使用某件产品。循环利用提供

了一种既能减少垃圾填埋又

能节约自然资源的方法，因此

很具有吸引力。随着环保意识

的增强，公众开始认为循环利

用是保护环境的关键。 

    2．可循环利用的材料有塑料、金属、橡胶、布、玻璃等五大类。 

  

 

    查阅相关资料，收集并整理垃圾循环利用的相关内容与同伴分享。 

 

 

 

 

 

 

 

绿计划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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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垃圾分类的习惯，要从小培养。今年，沈阳市将在幼儿园和中小

学开展普及生活垃圾分类知识，建设 49 所垃圾分类示范校园。 

    为推动 49 所示范校园的垃圾分类教育，今年沈阳市将开展“小

手拉大手、分类进校园”活动，形成“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

带动一个社区”的良性互

动局面，进而促进文明习

惯的养成。目前，沈阳市

已经编写幼儿园、小学、

中学生活垃圾分类读本，

并把生活垃圾分类知识纳

入幼儿园、小学、中学教

育内容，在全市中小学生

中普及生活垃圾分类和减量知识，开展生活垃圾分类环境科学教育。

活动内容还包括组织学生参加生活垃圾分类公益活动，参观生活垃圾

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流程等。 

    沈阳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超过 7000 吨，绝大多数分布在居民小

区。为实现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居民小区的生活

垃圾分类是重中之重。 

太阳鸟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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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沈阳市首次引

入专业公司参与生活垃圾

分类工作，开展居民小区

生活垃圾分类市场化服务

试点。目前，招投标已经

结束，沈阳市共有 21 个小

区将从 4月底起接受此项

服务。据了解，21个小区

分布在沈阳市和平区、沈河区、皇姑区、铁西区、大东区、浑南区、

于洪区，包括有物业的小区和非物业的小区。 

      

    除了引入专业公司参与生活垃

圾分类的小区外，今年，沈阳市还

将在 350个小区开展生活垃圾分类

试点。同时，沈阳市还将全面启动

有害垃圾收集试点，开展餐厨垃圾

收运处理工作，规划有害垃圾末端

处置系统，探索再生资源回收利用

与生活垃圾分类回收体系的两网融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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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四类生活垃圾的大标志及下设典型组分小标志。 

 

 

 

 

 

    （1）可回收物。 

 

 

 

 

    （2）餐厨垃圾。 

 

                                              

小老虎学知识 

骨骼内脏：鱼

刺等动物骨

骼、动物内脏 

果皮：果皮果

核等果实残余 

菜叶：菜梗、

菜叶等植物

残余 

剩菜剩饭：

用餐后剩余

的食物残余 

玻璃：玻璃瓶

罐、平板玻璃

及其他玻璃制

品 

金属：铁、铜、

铝等制品 

塑料：泡沫塑

料、塑料瓶、

硬塑料等 

纸张：报纸、

传单、杂志、

旧书、纸板箱

及其它未受污

染的纸制品等 

其它垃圾 可回收物 有害垃圾 餐厨垃圾 



45 
 

    （3）有害垃圾 

 

 

 

 

 

    （4）其他垃圾 

 

   

 

 

 

2．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流程图 

     

废电池：蓄电

池、钮扣电池等 

废油漆桶：废油

漆、废油漆桶等容

器、油漆刷等工具 

废旧灯管：废旧

灯管灯泡 

过期药品 

清扫垃圾：清扫

后的尘土颗粒、

灰渣等 

餐巾纸、卫生纸：

纸杯、照片、复写

纸、压敏纸、收据

用纸、明信片、相

册、餐巾纸、卫生

纸、尿片等 

破旧陶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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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图书馆里探寻更多有关垃圾减量分类的知识 

 

  

 
 

 

绿计划在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