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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

重庆“百镇千村万户”活动推动农村生态环保
� � 近日，“百镇千村万户”农村
生态环保宣讲志愿服务活动在
重庆启动，该项目通过政府购买
服务的方式，由重庆市渝中区巴
渝公益事业发展中心（以下简称

“巴渝公益”）具体执行。
日前，巴渝公益第一阶段招

募的 10 名志愿者经过培训，走
进万州区郭村镇开展了第一阶
段活动，面向村社干部、养殖户、
村民、 青少年开展走村入户宣
传、青少年环境教育、绿色影院、
环保普法讲座、参观乡镇污水处
理厂、环保嘉年华等系列活动 30
余场次，发放各类环保读物 1000
余册， 着力宣传乡村振兴战略、
生态文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绿色化，了解村民对环境现状的
意见和建议，积极引导广大群众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深入推动长
江经济带发展，加快建设山清水
秀美丽之地。

寓教于乐
环保课堂别具一格

正值暑假，离校返乡的青少
年较多，巴渝公益的志愿者们每
天下午都在郭村镇文化活动中
心开设环保小课堂活动。

2018 年 7 月 31 日下午，环
保志愿者们在郭村镇文化广场
开设的环保小课堂正式开课。 课
堂上，“稻谷”姐姐为小朋友们讲
解了水的科学知识和水的重要
性，让孩子们进一步意识到平时
生活中应该节约用水，合理运用
水资源。 活动还为小朋友们准备
了抢答题，并规定回答问题最多
的小朋友可以得到小奖品，课堂
的氛围被轻松地调动了起来。 课
堂的最后，孩子们组队一起玩垃
圾分类环保拼图游戏和环保标
志拼图游戏，既学到了有关水的
环保知识，又体会到了相互合作
的快乐。

在之后几天环保小课堂的

活动中，就连瓢泼大雨也没挡住
小朋友们上课的热情，不少小朋
友提前两个小时就来到现场。 在
叶拓课上，小朋友们收获到合作
帮助带来的成长，还学会了将枯
掉的叶子做成手工艺品的环保
小技巧；在观影课上，小朋友们
随着剧情的跌宕起伏，时而欢笑
时而感伤。 环保小课堂接近尾声
时，小朋友们诉说着对志愿者哥
哥姐姐们的不舍，问道：“哥哥姐
姐，你们以后还来吗？ 以后我们
一起做环保，保护我们的地球妈
妈，我们一起行动。 ”

绿色影院
形象传播环保文化

7 月 31 日晚，志愿者们在郭
村镇文化广场为在此休闲的居
民播放环保相关的电影《美人
鱼》。 影片幽默诙谐，同时向观影
者传达：保护生态环境，尊重生
命，尊重自然，人应与大自然和
谐相处。

8 月 1 日， 志愿者为乡亲们
带来的电影是《乡村环保事件》。
虽然这部电影已经有几个年头
了，但依旧没有阻挡乡亲们观看
的热情，早早就有人到达等待。

8 月 2 日晚， 志愿者们为乡
亲们放映的电影是《狼图腾》。 影
片主要讲述了草原上的人由于
无知和自负， 消灭了草原中的
狼，引起了生态系统的崩溃。 电
影展示了一个惨淡的情景，似乎
要告诫今天的人们，注意保护生
态环境，维护生态平衡。 乡亲们
也看得津津有味，相信他们对此
也有自己的深思。

环保普法
培养村民法律知识

在环保普法宣讲会上，公鸣
律所的律师为听众们逐一讲解
环保法律知识，倡导大家“像对

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在宣讲会上，律师从我国生

态环境保护政治意义、我国环境
法律介绍、农村环境污染现状等
多方面进行讲解，并表示随着近
年来国家对环保问题的越发重
视，采取了更为有力的措施去保
障环保法律的实施。

“大家要注意，环境污染可
不是一个小事情，情节严重是会
构成犯罪的。 ”律师将最高人民
法院网公布的八起环境污染犯
罪典型案例向听众们一一讲解。
大家听后纷纷表示今后会更加
重视环保问题，积极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今天在宣讲会上听到的知
识让我很受益，也为我以后的养
殖工作打下更加扎实的基础。 ”
谈到当天的活动，从事养殖业六
年的沈士剑说，随着自己养殖产
业的规模不断扩大，意识到环保
问题越来越重要，于是在政府的
引导下， 他将猪粪进行干湿分
离。 如今，沈士剑喂养了 200 多
头猪，产生的粪便固体直接给果
树施肥，液体则流入沼气池沉淀
过滤后再用作肥料。 沈士剑算了
一笔账，他将养殖场的“生态肥”
用于种植的 200 亩红心蜜柚林
里，每年可节约 3 万元。

组织参观
村民见证污水变清

在郭村镇污水处理厂，工作
人员带领前来村民深入参观。 在
厂内格栅池处，大家看到一个长
满“尖牙”的格栅将水中的树枝、
果蔬皮等漂浮物拦截下来。“这
是我们的预处理阶段，污水进入
厂里首先流入到格栅池，随后进
入其他处理阶段。 ”听到工作人
员的介绍，参观者们不由自主地
拿出手机进行拍照。

来到接触氧化池，只见浑黄
的污水不断地翻滚，涌出大量白

色的泡沫。 而在旁边的沉淀池
内，污水竟然一脱“黄衣”变得清
澈起来。“哇，好神奇哦，这么浑
浊的水， 居然一下子就变清了，
真是长见识了。 ”村民杨大爷笑
道，以前环保意识差，家里的污
水都是直接倒在水沟里，自从修
了污水处理厂后，生活污水都统
一进行处理，环境好多了。

站在接触氧化池上往下望
去，只见四个“花坛”里种满了美
人蕉，黄的、红的花朵互相争奇
斗艳。“快来看， 这里好多鲜花
呀。 ”不知是谁呼喊了一声，引得
众人纷纷赶来围观，拿出手机咔
咔一阵狂拍。 工作人员解释道，
这是人工湿地，美人蕉是从里面
砂土长出来的， 植物可以吸附
氮、磷，砂土可以进行再过滤，从
而进一步净化污水。

“跟着大家来参观污水处理
厂，看到浑浊的污水最终变得干
净，心里挺高兴的。 ”居民付世军
说，通过当天的活动，自己对环
保有了更深入、 更全面的认识，
在以后的养殖工作中将更加严
格要求排污处理，同时在生活中
将节约用水、不浪费水资源。

推动环保
探索“1+N”模式

在本次活动前，巴渝公益对
万州区合作伙伴组织招募的近
20 名环保志愿者进行培训，并提
供环境教育教具，旨在以“郭村
镇+10 个乡镇”的模式，通过经验
探索、 传帮带相结合的方式，培
养本地环保志愿者，推动本土化
环保志愿服务组织的形成，从而
更好地推动公众参与环境保护。

培训中，巴渝公益主任郑建
介绍了当前面临的环境形势、现
状以及目前采取的治理措施，指
出常见的环境污染现象及对应
的投诉渠道，分享了环境宣传志
愿服务活动案例，并结合衣食住
行用介绍了一些生活中的环保
小窍门，推动志愿者做一名绿色
生活的践行者。

据悉， 巴渝公益将总结经
验，在下半年把该活动覆盖至万
州区其余五十余个乡镇，并将走
进涪陵、永川、黔江等区县上百
个乡镇开展覆盖宣传教育。

（高文兴）

“今天一早，我 4 点 59 分起
床，然后早餐都没吃就出发了。 ”
8 月 8 日， 来自广东的陈彦名和
自己的双胞胎兄弟为了去北京
很早就起床出发了。

像陈彦名一样的小朋友还

有 26 名，他们从湖北、广东、香
港、天津、青岛、苏州等地纷纷赶
往北京，和北京小朋友一起参加
在国家登山训练基地为期三天
的永旺奇乐思俱乐部首届全国
大会。

永旺奇乐思俱乐部是一个
以中小学生为对象，旨在丰富少
年儿童的环保知识、提高环保意
识及培养主动思考能力的环保
俱乐部。 小朋友们可以免费成为
会员，参加俱乐部以“太阳与自
然”“植物”“动物”“垃圾”“再利
用”“资源（能源）”为主题循环展
开的活动。

平常，像陈彦名这样的小会
员都是在本地参加活动，这次在
北京举办的首届全国大会将他
们聚到了一起，围绕“环保太奇
妙，思考也快乐”的主题开展活
动。

据主办方介绍，参加此次大
会的小会员们都是在各地通过
环保板报制作并解说选拔出来
的，最小的 8 岁，最大的 14 岁。

他们没有爸爸妈妈陪同，而是由
各地的永旺员工志愿者带领来
到北京。

活动首日，来自五湖四海的
小会员们，利用地图和指北针进
行了可回收废物的“定向寻宝”，
并利用废旧物品制作苔藓瓶，在
游戏中了解环保的意义。

板报分享会更是将一天的
活动推向了高潮，小会员们化身
为小记者，就其他小会员自制的
环保板报积极发问。

此后的两天，通过攀岩、野营、
野炊等户外项目，在贴近自然的环
境中，小会员们的好奇心被激发出
来，开始了对大自然的思考。

晚间追逐灯光的昆虫让小
会员们对昆虫的充满了好奇，开
始主动观察起平时敬而远之的

昆虫。
在最后一天的“先锋小活

动”中，小朋友们运用了个人的
智慧、熟练的技能和创意，和其
他小伙伴一起通力合作，用团队
的力量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此次，永旺奇乐思俱乐部全
国大会通过“沟通协作、自然博
物、营地体验、环保再生”四大板
块循序渐进的引导，使小会员们
了解到了大自然的循环系统与
人类社会的环保再利用原理，也
提高了自身的环保意识。

三天的活动虽然很快就结
束了，但小会员们收获到的不仅
仅是一本本写满心得的活动手
册， 还有彼此之间深厚的友谊，
更在心中萌发的对于地球、环境
和未来的思考。 （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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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渝公益志愿者进行入户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