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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公众号“侠客岛”《一个值得关注和讨

论的社会现象》

微信公微信公众众号号““侠客岛侠客岛”《”《一个值得关注和讨一个值得关注和讨

论的社会现象论的社会现象》》

网友“小鱼”

街上有人驾驶“老头乐”不是问题，关键是要
驾驶者有规则意识，规范驾驶，不闯红灯。

网友“胡永华”

这也是老龄化社会需要面临的一个课题。

网友“Arya”

希望早日出台相关的政策保障大家的出行安
全，每次看到这样的老人代步车都不敢走。老人的
出行问题也要好好解决。

网友“巴黎假期”

要切切实实管起来。首先制订行业标准，规范
安全性能，设定速度限制，千万不要一禁了事。

网友心声

转载情况：约34次，明报等转载
近期，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发生暴力冲击立法

会事件，而外交大臣亨特等英方官员频频对香港事
务说三道四。对此，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中外记
者会，刘晓明大使以答记者问方式揭露英方某些人
错误言行，阐释中方立场，以正视听。

首先，中方提醒英方某些人勿要罔顾事实、恶
意中伤。香港问题的是非曲直十分清楚。一些极端
激进分子故意选在纪念香港回归祖国 22周年和香港
特别行政区成立 22周年的喜庆日子，以极端暴力的
方式冲击香港立法会大楼，肆意损坏立法会设施。
此种行为早已突破了言论自由和和平示威的界限，
践踏了香港法治，破坏了香港社会秩序，损害了香
港的根本利益。然而，一些英国政客却将香港特区
有关机构依法处置肇事者诬蔑为“镇压”，为违法分
子撑腰。一些英国媒体则成为帮凶，散布谣言和负
面情绪，替反华势力摇旗呐喊。此前，一些英国媒
体针对香港修例问题不间断采访支持抗议者，反而
刻意忽视强烈反对暴力的意见，回避 80万香港人联
署支持香港特区政府修例等重要情况。英方言论和
报道影响了国际舆论的公正性，显然对中国不公平。

《人民日报海外版》文章《某些人在香港

问题上须摆正位置》

《《人民日报海外版人民日报海外版》》文章文章《《某些人在香港某些人在香港

问题上须摆正位置问题上须摆正位置》》

（栏目编辑：李 贞）

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学习小组学习小组”《”《习近平习近平：：决不能决不能

把反腐败当成不作为的借口把反腐败当成不作为的借口》》

网友“靖华”

坚决不做政治麻木、办事糊涂的昏官；饱食终
日、无所用心的懒官；推诿扯皮、不思进取的庸官
和以权谋私、蜕化变质的贪官！

网友“小郭同学”

必须正确处理“干净”和“担当”的关系，决
不能把反腐败当成不担当、不作为的借口。给昏
官、懒官、庸官和贪官的“画像”，既生动形象，又
发人深省。

网友“肖永乐”

决不能把反腐败当成不作为的借口，要通过反
腐败，促进经济社会更好地发展。

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侠客岛侠客岛”《【”《【解局解局】】 又一又一

个央企巨无霸诞生个央企巨无霸诞生》》

网友“Jacky佳杰”

该合并的就要合并，做大做强国企。当然，主
营业务也要突出，将一些非主营业务剔除。国企做
强的同时，还要扶持好民企，帮助民企同步做大。

网友“王钰鑫”

减少业务重合，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创新集
成，构建完整创新链条，形成强大市场竞争力，两
家企业走上合并重组之路是必然的。希望中国神船
铸就辉煌。

转载排行

垃圾怎么分 网友智慧多
潘旭涛 雷杰如 杨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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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公微信公众众号号““人民日报人民日报”《”《美国又向台湾军美国又向台湾军

售售！！人民日报重磅发声人民日报重磅发声》》

网友“走路都带风”

坚决拥护我国领土统一，我们要一致对外，保
护本国利益。

网友“Manction”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个中国
的原则不可撼动！

最近，垃圾分类持续“霸占”网络热
搜榜。

7 月 1 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
例》正式施行，上海垃圾分类进入“强制
时代”，北京、南京等 46个城市也在加速
推进垃圾分类落地。

在新浪微博上，“垃圾分类挑战”这
一话题已获得超过 11 亿的阅读量。垃圾
怎么分？网友们通过 Rap （说唱乐） 歌
曲、抖音视频分享自己的智慧。

“我们还是分了吧！”

“还是分了吧！再不分，就要被罚钱
了！”这是新华网一篇 《我们还是分了
吧！》 的文章，幽默的语调让网友们忍俊
不禁。笑过之后，网友们还是想知道，垃
圾到底怎么分？

“是干是湿，让猪试吃，一吃便知。”
在新浪微博上，“朱广权用 Rap 教你垃圾
分类”的话题阅读量高达 8000 万。在视
频中，央视主持人朱广权借用网友的段
子，对干湿垃圾这样分类：“猪可以吃的
是厨余垃圾，猪吃了会死的是有害垃圾，
连猪都不吃的是其他垃圾，而可回收垃圾
可以卖了钱买猪。”

网友“汤圆”留言说：“昨天到家第
一天，就跟着 Rap 学习了一上午垃圾分
类。”网友“喊不醒的耳朵”转发并留
言：“我准备认真学习并背诵全文。”

根据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生活垃圾分“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干垃
圾、湿垃圾”4大种类，个人如果混合投
放垃圾，最高可罚款200元。

一位上海老太的垃圾分类秘籍在人民
日报官方微博上火了起来：边吃边分，鸡
的大骨头要放到干垃圾，鸡的细骨头要放
到湿垃圾，不吃了的“猪尾巴”也拆分好
再丢。网友“辽宁共青团”点赞称，“气
质阿姨分类明明白白。”

上海在全国垃圾分类推广中迈出了第
一步。据报道，来自住建部的消息，全国
46个重点城市将推行垃圾分类。其中，北
京、上海、太原、长春、杭州、宁波、广
州、宜春、银川等城市已出台生活垃圾管
理条例，明确将垃圾分类纳入法治框架。
每个城市的垃圾分类方法都因地制宜，例
如，北京将垃圾分为厨余垃圾、有害垃
圾、其它垃圾和可回收物。于是，网媒想
出各种办法帮网友弄清各地分类标准。

人民日报官方微博推出了一系列垃圾
分类自测题，划分为“上海卷”“成都
卷”“西安卷”等，还设置了单选题与多
选题，并提出了极具生活化的问题。如，

“老妈做了一碗羊肉泡馍，泡馍和汤都没
吃完，怎么扔？”答完题目的一位网友评
论说，“我刚及格。不过我会继续关注
的，保护环境，人人有责。”

“段子欢乐，法律却很严肃。长远
看，垃圾分类会从新奇走向辛勤，从时尚
转向日常，关键在持之以恒。前端动起来
了，后端也要跟上，这是治理与观念的一
次赛跑。让分类成习惯，为发展减负。”
人民日报官方微博这样评论。

“能吃垃圾还能吐钱”

垃圾分类热了，辅助分类的各种黑科
技也火了。

北京日报官方微博介绍了北京朝阳区
垃圾分类闭环中的一环：“互联网+垃圾分
类”积分模式。目前，朝阳区在双井、潘
家园等 7 个街道办事处引入第三方企业，
通过“分一分”App探索小区垃圾分类全
新产业模式，采取前端分类、巡回指导、
积分奖励、有偿兑换等方式，引导居民分

类投放。
上海电机学院的大学生设计了像快递

柜一样的环保回收箱“飞蚂蚁环保回
收”，投放在校园和一些景区。环保回收
箱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物联网技术实
现对生活垃圾返现，用户可以通过微信小
程序查找附近的回收机并扫码打开接收
口。一只塑料空瓶正确投放后可得0.04元

“环保金”。
网友“幻觉彩云”评论说：“环保是

一项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垃圾分类可以让
闲置的东西有效利用，希望你们把好事做

得更好，加油！”
网友“笑嘻嘻”评论说：“这个神奇

的箱子不仅能吃垃圾还能吐钱，垃圾分类
真是大好事啊！”

各类App也参与到了垃圾分类中。住
在上海宝山区高境镇殷高路 21 弄小区的
朱慧玲向网友展示了一个微信小程序“垃
圾分类小助理”。这个小程序能查询常见
垃圾的种类，如输入“面膜”显示是干垃
圾；输入“奶茶”，显示“珍珠是湿垃
圾，奶茶杯和塑料盖都是干垃圾”。

手机淘宝上线 AI 智能识别垃圾功

能，只要点击屏幕识别，便可通过 AI 智
能识图功能，识别干垃圾、湿垃圾、可回
收垃圾或有害垃圾等。搜狗输入法开发了
垃圾分类功能，在输入框内输入“垃圾分
类”或者直接输入“×××是什么垃圾”
就可以查询到结果。

科技还在监管中大显身手。中国科技
网一篇名为《垃圾分类从监管到处理，高
科技一路“护送”》的文章写道：上海市
闵行区普乐路 425弄普乐二村小区对垃圾
箱房进行了改造。新改造的智能垃圾投放
口只有在指定的投放时间，拿着指定的智
能卡刷一下，才会打开。每张智能卡都

“绑定”了一户居民，在刷卡投放垃圾
时，居民的信息会传输到居委会的后台，
是谁扔的，一目了然。

“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

网友普遍认为，垃圾分类需要生活习
惯的逐渐养成。

新京报“我们视频”官方微博记录了
上海一小区垃圾分类处的生活场景：早晨
和傍晚许多居民扔垃圾时聚在一起讨论玉
米棒是干垃圾还是湿垃圾，龙虾壳该如何
分类。垃圾分类志愿者也在一旁指导市民
进行垃圾分类。“我们视频”微博评论
说：“垃圾分类成上海新社交。”网友“小
蜗牛兮兮”留言说：“感觉挺有意思的，
能增进邻里感情。”

垃圾分类是新社交更是新时尚。截止
目前，“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的话题在
新浪微博已获6.3亿阅读量。

科普创作者“VU 百科”在抖音上
发布了一首原创歌曲 《上海滩》。这首
歌配上垃圾分类口诀，目前已获得近 50
万点赞，1.7 万条留言。网友“已重置”
留言说：“我每次去扔垃圾的时候都会
听这首歌。”

垃圾分类迅速触发新的消费需求。在
电商平台上，各种款式的分类垃圾桶如雨
后春笋般冒了出来。据央视新闻客户端报
道，买分类垃圾桶的上海人多了起来。某
网购平台数据显示，6月最后一周垃圾桶
销量，同比去年上涨五成。

垃 圾 分 类 还 催 生 了 新 的 职 业 ——
“代收垃圾网约工”。央视财经微信公众
号的一篇文章介绍说，“代收垃圾网约
工”顾名思义，客户线上预约，收废品
小哥上门回收。只要勤快，月收入甚至
可达到 1 万元以上。文章指出，“代收垃
圾网约工”的横空出世，对于推进“垃
圾分类”显然是一件好事。新的社会规
则，催生新的社会需求，而新的社会需
求，孵化了新的商业形态。“代收垃圾网
约服务”的供需两旺，也代表着垃圾分
类的前景会更好。

垃圾分类看似小事，实则是民生大事。
垃圾分类带给人们的是生活方式的改变。

央视新闻客户端发布文章《垃圾强制
分类第一周 分类垃圾桶和垃圾袋销量大
增》称：原来吃完直接扔掉的习惯已经成
为历史，餐具如今要单独处理。

某订餐平台的数据显示，7月1日到7
月4日，“无需餐具”订单量环比6月同期，
增长了149%。7月起，在上海地区，某订餐
平台上“餐具数量”一项成为了必选，选

“无需餐具”的订单量比之前大幅增长。
在一篇网上报道中，上海居民毛女士

说：现在喝不完的奶茶会先把珍珠、布
丁、红豆等倒在湿垃圾桶内，如果有时
间，还会把杯子、吸管洗干净，扔在可回
收的垃圾桶里。

网友“自闭鱼丸崽”留言称办公室同
事也形成了同样的习惯。网友“猪年小宝
贝快来”感慨道：“对个人来说虽然麻烦
了点，但对环保真的有帮助。”

在重庆市沙坪坝区天星桥街道梨树湾社区，小学生们参与垃圾分类互动游戏。
孙凯芳摄 （人民图片）

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展馆餐饮区域保洁员将顾客吃完的盒饭收集起来分类投放。
新华社记者 方 喆摄

在新疆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华凌公馆小区，居民阅读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指南。
新华社记者 丁 磊摄

▶重庆市彭水苗
族土家族自治县梅子
垭镇佛山苗寨，保存
了 47 幢独立的苗族
特有的三合院民居，
形成一个苗族建筑群
落。这些民居掩映在
青山绿水间，形成一
幅美丽的乡村田园图
画。近年来，当地将
佛山苗寨作为民族特
色村寨进行了打造、
保护，吸引了众多游
客观光游玩。这是佛
山苗寨村民在家门口
看书。

杨 敏摄 （人民
图片）

▼近年来，云南省曲靖市罗平县依托丰富的森林资源大力实施“森
林+”战略，发展了“森林+餐饮”、“森林+文化”、“森林+运动”等一批
精品旅游项目，进一步延伸了森林旅游产业链。这是罗平县相石阶森林公
园旅游健身步道。 毛 虹摄 （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