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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能小记者优秀作文选登

10 月 26 日， 我们信息时报小记

者来到广州环保投资集团

（简称广州

环投）

下属的广州市第四资源热力电

厂进行了一次有趣的课程。

一进门，就能看见一个超级大的

沙盘，上面有广州市第四资源热力电

厂现有的第一期建筑和准备建设的

第二期。 这个沙盘上的有一部分是可

以升降的，当它升起来的时候，就可

以看见处理垃圾的一些设备。 这实际

上就是第一期建筑里的情况。

老师给我们讲解了这些设施的

用途。 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有一个很

大的垃圾车倒垃圾的地方。 在垃圾被

倒进那个地方后，过了 3~5 天，垃圾

就会被一个特别大的爪子，像抓娃娃

一样被抓起来再散落下去，又被抓起

来，这次它会通过一个管道送到焚烧

炉里开始大变身。

接着我们就上楼玩了一个垃圾

分类的小游戏。 这个游戏的玩法是：

前面有四个颜色的按钮， 分别是红

色、绿色、蓝色和灰色，他们分别对应

有害垃圾、餐厨垃圾、可回收物和其

他垃圾。 每个人负责一个按钮，当电

子屏幕上出现物品时，我们就得根据

那个物品的垃圾分类， 配合按下按

钮。 屏幕上的垃圾就会掉进垃圾桶。

投对了就会加 10 分， 投错了就会警

告，并且不加分。

做完游戏以后， 我们来到了放

映厅。 在这里通过一个动画片学习

了垃圾的处理及利用。 故事的情节

是： 住在垃圾桶里的垃圾君， 只有

一个细菌妹和他做朋友， 很多垃圾

都不喜欢他。 有一天， 垃圾车把垃

圾君给带走了。 他们来到了广州环

投， 被垃圾车倒进了那个很大的地

方。 接着， 环投宝宝出现了。 垃圾

君问环投宝宝“这里是什么地方？”

环投宝宝说： “这里是广州市第四

资源热力电厂， 是你们的游乐场，

你可以在这里大变身哦”。 垃圾君问

道： “我什么时候才能去玩啊？” 环

投宝宝说： “你得先在这里排 3-5

天的队才可以哦”。 时间一转眼就过

去了，垃圾君被抓进了锅炉里，他觉

得很热很热，突然细菌妹消失了。 然

后他就和环投宝宝进入了下一个地

方， 在这里， 垃圾君变成了一堆气

雾， 旁边还有一堆小煤灰。 垃圾君

就问环投宝宝那些是谁？ 环投宝宝

说“那些也是你啊。 你之前是垃圾，

现在变成了气体， 其他剩下的就是

那些灰渣。 那些渣可以用来做环保

地砖。” 在这个地方， 变成气雾的垃

圾君和小煤灰就分开了。 垃圾君继

续往前走， 渐渐地被彻底净化， 他

变成了电。 后来， 垃圾君随着电线来

到一个垃圾桶旁边的电灯上。 这个

垃圾桶就是垃圾君以前的家。 这时，

那些不喜欢垃圾君的垃圾在说 ：

“咦？ 这个灯很眼熟啊！” 这个灯就

说： “你们好啊， 我是垃圾君”。 然

后， 地上的一块砖也说话了： “我也

是垃圾君”， 大家都说： “哇，你变身

了！我们也想像你一样变身！ ”动画片

特别生动，我们一下子就理解了垃圾

怎样变废为宝。

看完动画片，我们参观了中央控

制室。 这里有很多监控设备，它们 24

小时监视着各个地方。 这里的工作人

员在固定的时间会轮流值班的，目的

就是监控这些设备 24 小时工作，真的

好辛苦啊。

通过这节课我们学会了垃圾分

类：废纸、玻璃、塑料……是可回收物；

充电电池、 过期药品……是有害垃

圾；剩饭剩菜、鱼骨……是餐厨垃圾；

一次性电池、过期化妆品、灰尘、烟蒂

等无法分辨是什么垃圾的都是其他

垃圾。

现在，通过我的介绍，你学会垃圾

分类了吗？

我来教你学习垃圾分类

石浩隆 桥东小学三年级

车陂小学明年迎 90周年诞辰，

母校喊你回来当志愿者啦！

信息时报讯（记者 卢舒曼）

古

榕绿韵， 九轶风华。 明年 2020 年，

天河区车陂小学将迎来建校 90 周

年校庆。 近日，学校已在谋划贯穿

全年的 90 周年校庆系列活动。 为

了展示学校九十载发展历程，凝聚

校友情感， 提升社会对学校的关

注，车陂小学将组建校庆志愿者团

队，由学校“搭台”，学生、家长和校

友“唱戏”，一起打造共同的校庆回

忆，促进学校迈向新征程。

车陂人第一所母校

车陂小学，位于车陂隆兴公大

街 18 号， 是天河区办学历史较为

悠久的学校之一。

根据《车陂村志》显示，车陂村

内最早有三间小学，日本侵华时纷

纷停办。 车陂小学创办于 1930 年，

由车陂南社出资开办，原名车陂第

一国民小学，是有史以来车陂人最

早的小学。

日本侵华时， 学校两度停办，

抗战胜利后 1946 年正式复办，更名

为车陂第一中心小学，在车陂涌畔

的晴川苏公祠办学，是现在的车陂

小学旧址。

新中国成立后，学校成为公办

小学，1975 年交由村办学，1985 年

划归天河区教育局管辖。 1970 年，

学校还开办初中。 1988 年，学校正

式脱帽， 纯办六年制小学教育，正

式定校名为“广州市天河区车陂小

学”。

“东坡后人”崇尚教育初心未改

从停止办学到恢复办学，从村

社办学到政府接管，从借祠堂办学

到坐拥巍巍学府，车陂小学的九十

载办学历程跌宕起伏，可贵的是车

陂人的初心未改。

在筹办校庆过程中，负责征集

老旧照片的黎瑞云老师介绍，她从

1984 年到学校任教， 至今已有 35

年，见证着学校在一片农田鱼塘中

办学，到如今建起两栋教学大楼和

拥有 400 米塑胶跑道环绕的操场

的校园。

“上世纪 60 年代，车陂小学分

两个校区高小部和低小部。直到 80

年代， 车陂村拨款兴建新大楼，让

学校可以容纳更多学生，不用分开

办学。 ”黎瑞云说，80 年代中后期，

车陂村在村西侧拨款 130 多万元

兴建了 4 层教学大楼，使车陂小学

成为完全小学；90 年代末， 村再拨

款 300 多万元， 兴建了一座 6 层大

楼， 使学校不仅有课室， 还有舞蹈

室、音乐史、电脑室、美术室等多功

能室。 同时， 村还出资修建新体育

场， 更换新的课桌椅， 购买教学仪

器、标本和教学用具。

车陂人对教育的向往， 源于他

们的根———车陂小学主要接收车陂

村原住民子弟，车陂村是千年古村，

大部分村民都是苏东坡后人。 车陂

村保存着浓郁的岭南乡土文化，车

陂小学利用地域资源， 将传统文化

植入校园教育，从身边取材，提出立

足“东坡文化”，聚焦“养正教育”的

教学特色。

目前， 车陂小学已出版两部校

本读物《美丽车陂》 和《东坡与我

们》，融合东坡经典文化与岭南乡土

文化。去年，从化温泉苏东坡纪念馆

捐赠的东坡像坐落在车陂小学，学

校也被车陂龙舟文化促进会授牌成

为车陂街 8 个“东坡学堂”研学点之

一。

共同创造校庆独特回忆

目前， 车陂小学校园占地面积

6918 平方米， 建筑面积 5650 平方

米，校园绿树婆娑，风景秀丽，布局

错落有致， 校门前的东坡像威严肃

穆。 学校历经 14 任校长或办学人，

现由天河区教育局管辖，下设 18 个

教学班，学生 788 人。在职在编教师

48 人，教师平均年龄 42 岁，专任教

师学历达标率 100%。

现任校长岳敏表示， 学校将迎

来 90 周年华诞，是件可喜大事。 从

明年开始， 学校将把校庆活动贯穿

全年， 计划举办迎新春书画拍卖会

活动、校徽设计大赛、校庆纪念品设

计大赛、校庆文艺汇演等。 她希望，

不是由学校全权策划， 而是把权力

交给校友、家长和学生，由社会各界

参与筹备、执行、募集资金举办本次

90 周年校庆活动，共同创造母校校

庆的独特回忆。

同时，车陂小学将以 90 周年校

庆为起点， 鼓励校友策划及募资完

善校园人文环境， 建设车陂文化碑

帖墙， 再出版一套高水准的东坡文

化校本读物， 让车陂小学的学子得

到更完备的校园设施和更优质的文

化教育。

车陂小学介绍， 目前车陂小学

建校 90 周年校庆活动志愿者募集

已经开始， 招募时间时即日起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 欢迎广大校友、

学生、家长前来报名。同时欢迎捐赠

学校旧物或老照片， 一经采用将会

赠送校庆纪念品一份。

最近广州街头巷尾大家最热议的

就是垃圾分类了，大家都说“垃圾分类

也是一种时尚”，我一直很纳闷。 垃圾

分类怎么就和“时尚”扯上关系了呢？

身为信息时报小记者的我带着这个

疑问， 走进广州市第四资源热力电

厂，进一步了解生活垃圾的知识和最

新的环保技术，并探寻更多关于垃圾

的秘密。

让我意外的是这里不单闻不到一

点臭味， 而且环境十分优美。 我们小

记者通过观看动画片了解了垃圾处

理的过程和工艺。 在三楼环保科普教

育区， 我和其他小记者在有趣的互动

游戏中学习了垃圾分类的方法。 在生

产控制区， 我们直观地看到了垃圾进

入储料坑、焚烧以及变废为宝的过程，

见证了垃圾处理无害化、 资源化的整

个过程，在这里，每天可以处理 2000

吨垃圾， 焚烧时高温产生的热气带动

机轮发电； 燃烧产生的烟气通过净化

后排到空气中； 渗滤液进入污水处理

站，经过净化后可以用来养鱼、浇花和

洗车， 还能把炉渣制成环保砖用于市

政道路铺设，这真的是太振奋人心了！

通过这次参观， 我对垃圾分类有

了更深刻的认识， 也逐渐理解为什么

说“垃圾分类也是一种时尚”。 不同时

期，时尚有不同的定义：比如 2010 年，

举办亚运会就是广州的时尚； 今年是

我们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庆，为祖国自

豪就是新时代的时尚。所以，我理解的

时尚就是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而垃圾

分类，是变废为宝，是资源再造，它能

让我们的天更蓝， 水更清，“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这种对美好生活的追

求不正是一种时尚吗？ 小记者们都赶

紧行动起来， 为推广垃圾分类出一份

力吧！

垃圾分类也是一种时尚 陈华勋 铁一小学五年级

最近我发现，我家小区多了一个

红色小砖房，有四个小窗口，旁边竖

着垃圾分类的智能语音宣传杆，还很

贴心的配有洗手台。 窗口里面放置有

蓝、绿、红、灰四色垃圾桶，分别对应

可回收物、餐厨垃圾、有害垃圾、其他

垃圾。 但是什么垃圾扔什么颜色的垃

圾桶，这些垃圾又去哪里了，你都了

解了吗？ 为此，10月26日，作为信息时

报小记者的我专门来到广州市第四

资源热力电厂， 上了一堂新鲜有趣、

科技感十足的垃圾分类知识课。

门口一只可爱的蓝色吉祥物环

投宝宝热情的欢迎了小记者。 一走进

演示大厅，咦，这里一点也不臭，还很

干净呢。 讲解员告诉小记者，广州每

天生活垃圾产量超过3万吨， 已经建

成了15个垃圾处理设施，其中有7个资

源焚烧发电厂、5个填埋场，还有2个生

物处理厂，这15个设施当中，焚烧处理

能力达到一天1.55万吨， 生物处理能

力达到2040吨一天，剩下是填埋，这里

就是其中的一个电厂，主要处理南沙

和番禺的垃圾，1吨的垃圾就可以产

生400多度电呢。 处理垃圾要经过发

酵焚烧等阶段，燃烧产生的烟经过净

化可以排到空气中，而液体进入污水

处理站后，可以用来养鱼和浇花。 原

来垃圾就是在这里变废为宝的呀！ 接

着小记者看了一部很有趣的动画片，

讲的是垃圾君焚烧以后发生的变化，

介绍了许多垃圾处理的过程和工艺。

走到卸料大厅，讲解员说，这里有十

道倒垃圾程序的门。 如果闪绿灯就表

示可以倾倒垃圾， 如果闪红灯就表示

里面不能接收垃圾。这时，有小记者提

问了：“万一放不下所有的垃圾呢？ ”讲

解员耐心的解答， 卸料厅里面有一个

深28米的大坑，能装下2.2万吨的垃圾，

所以完全不用担心装不下。 小记者在

讲解员的带领下在机器上玩了一个垃

圾分类的游戏， 考验能不能将垃圾送

回正确的“家”。 通过这些游戏小记者

知道了垃圾的具体分类， 比如可回收

物有图书报刊、 玻璃瓶、 易拉罐和纸

箱，有害垃圾有纽扣电池、油漆桶、充

电电池、过期药品和废弃电灯管等，餐

厨垃圾有剩饭剩菜、 瓜果皮和枯萎的

花，其他垃圾有尘土、尿不湿、花生壳

和榴

梿

壳等。 这些都是日常生活中经

常会见到的物品， 讲解员提醒一定要

记住他们的正确分类哦。通过参观，小

记者学到很多垃圾分类的知识， 觉得

很有意义。

今年7月广州市启动生活垃圾分

类全覆盖工作，9月前， 社区小区将按

照分类投放需求配齐“分类四色桶”，

统一设施配置标准。 各区将逐步推进

楼道撤桶， 实现定时定点垃圾分类投

放模式。垃圾分类的理念要深入人心，

小记者也要全身心践行垃圾分类。 保

护环境就是不要随便乱扔垃圾污染环

境，是每个人的义务和责任，每个人都

应该好好学习垃圾分类的知识， 参与

到践行这个垃圾分类的队伍中来，爱

护共同生活的家园。

垃圾都是宝垃圾分类齐做好 汤琇安 铁一小学三年级

信息时报讯 （记者 丘敏华 ）

目

前，广州的垃圾分类工作进行得如火

如荼。 可是，你知道分类后垃圾是如

何处理的吗？ 又是怎么变废为宝？ 10

月 26 日，海珠区城管和执法局、广州

环保投资集团与信息时报联合组织

小记者活动，小记者们走进广州市第

四资源热力电厂，直观地了解了生活

垃圾处理的知识和最新环保技术，并

探寻垃圾的秘密。

“哇，这里没有垃圾的臭味，好漂

亮！ ”一来到广州市第四资源热力电

厂，小记者们就被优美的环境吸引。

在一楼的沙盘模型演示区，小记

者们知道了垃圾变废为宝的秘密。 讲

解员告诉大家， 处理垃圾要经过发

酵、焚烧等阶段。 焚烧时高温产生的

热气带动机轮发电；燃烧产生的烟气

通过净化后排到空气中；渗滤液进入

污水处理站，经过净化后可以用来养

鱼、浇花和洗车，还能把炉渣制成环

保砖用于市政道路铺设。“好神奇，原

来垃圾都是宝贝！ ”小记者们纷纷发

出感叹。

随后，小记者们观看了生动的动

画片，更深刻地了解了垃圾处理过程

和工艺。 在三楼的环保科普教育区，

小记者们学习了垃圾分类的方法和

低碳环保的生活方式，还在有趣的互

动游戏中把垃圾送回正确的“家”。

“玻璃瓶和玻璃罐的分解时间是

200 万年……”听到这个数字，小记者

们都吓了一跳。“我们一定要做好垃

圾分类， 养成绿色环保的生活习惯，

保护环境。 ”一名小记者说。

在讲解员的带领下， 小记者们来

到了卸料大厅。“好大啊！ 这里能放多

少垃圾呢？ ”“储料坑是在地下吗，挖了

多少米？ ”“垃圾可以发多少度电？ ”

……

小记者十分好奇， 通过讲解员的

解答他们了解到， 储料坑有 28 米深，

可储存垃圾 2.2 万吨，1 吨垃圾可发电

400 多度。 他们一边听，一边认真地做

笔记。

最后， 小记者们参观了生产控制

区， 从电子屏幕上直观看到垃圾进入

储料坑、焚烧以及变废为宝的过程，见

证了垃圾处理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

的过程。

参观结束后， 小记者们采访了广

州市第四资源热力电厂的技术人员。

现场气氛活跃，大家纷纷举手提问，工

作人员也对问题进行了一一解答。

Q：

为什么垃圾要进行焚烧呢

？

A：随着社会的发展，土地资源不

足以填埋数量庞大的垃圾。通过焚烧，

可以实现资源利用，变废为宝。

Q：

垃圾分类有什么用？

A：垃圾是放错地方的宝贝，分出

可回收物可以大大提高资源利用率，

同时减少有害垃圾对环境的污染。

通过此次活动， 小记者对垃圾处

理和垃圾分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受

益匪浅。 一名小记者感慨道：“我学到

了许多有关垃圾的知识，很有意义。爱

护环境是每个人的责任， 我要让爸爸

妈妈跟我一起好好学习垃圾分类。 ”

分类后的垃圾怎么变废为宝？

信息时报小记者来探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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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游戏迅速让小记者记住什么垃圾是什么分类。 信息时报记者 陈声摄

学习参观完毕小记者还有一肚子的

问题。 信息时报记者 丘敏华摄

环 投 宝

宝很可爱，信

息时 报 记 者

丘敏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