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05

每天晚上 7 时，上海市静安区宝
山路街道会文大楼小区 居 民 张 弘 老
人 ， 都 会 提 着 垃 圾 准 时 出 现 在 小 区
垃 圾 房 门 口 。 老 人 今 年 90 多 岁了，
虽然步履蹒跚，但投放垃圾时干湿分
明，动作利索。

小区业委会主任陈荣林介绍说，
小区有 100 户居民，每天早上 6 时 30
分至 8 时 30 分和晚上 7 时至 8 时是大
家投放垃圾的时间。“现在大家基本

养成了分类投放垃圾的习惯，不太需
要我们操心了。”

一年多前，情况却正好相反。由于
投放垃圾的厢房年久失修，环境脏乱
差，居民扔垃圾都要屏住呼吸。变化始
于去年 3月，当地政府对垃圾房进行了
更新改造。站在宽敞明亮的屋里，陈荣
林和业委会同事决定行动起来：成立了
由业委会成员、楼组长、热心居民等党
员组成的 9人志愿者小组。在社会组织

上海爱芬环保科技咨询服务中心指导
下，他们挨家挨户上门宣传干湿垃圾的
正确投放方法；为方便居民，还在洗手
池旁添置了烘干机、肥皂等。

志愿者小组成员每天提前将垃圾
房打扫干净；到定时定点投放时，进
行文明劝导，分类投放正确率很快大幅
提升。

陈荣林现在正计划通过居民投放行
为分析表，给居民打分。“我们要增加

居民信心。垃圾分类看似简单，但坚持
做、重复做、用心做好并不容易。”陈
荣林说。

“业委会深度参与，能更有效巩固
居民小区垃圾分类成果。”上海爱芬环
保科技咨询服务中心项目主管韦璐认
为，业委会参与垃圾分类日常管理后，
由于具有就近、细致、反馈及时等特
征，能真正做到精细化管理，并根据居
民反馈进行及时调整，实现良性循环。

近年来，从《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
条例》正式出台，垃圾分类进入“硬约
束时代”；到新版 《北京市生活垃圾管
理条例》 近日实施，垃圾分类由“倡
导”变为“要求”；再到垃圾分类工作
在全国各地“多点开花”、循序推进，

“给垃圾分分类”正在成为人们日常生
活的“新时尚”。

一件必须为之的“关键小事”。实
行垃圾分类，不仅事关广大人民群众的
生活环境，而且也是资源节约利用的应
有之义，更是我们文明生活水平的直接
体现。对此，社会已有普遍共识。但在
此前很长一段时间里，垃圾分类落地效
果始终不彰。尽管人们都知道其中道
理，可许多居民还是“说归说，做归
做”，有的责任主体也“睁一只眼、闭
一只眼”，垃圾分类“口号喊得震天

响，行动却是轻飘飘”。凡此种种，都
要求我们切实做好垃圾分类工作，让垃
圾分类工作真正落地生根。

重在调动各方参与。垃圾分类是一
项长期、艰巨的社会系统工程，既需要
政府、单位、企业等发挥统筹引领作
用，也需要居委会、志愿者、行业机构
等密切配合和主动参与。揆诸现实，不
少地方在推进垃圾分类工作时采取多方
协作机制，取得良好效果。在北京兴寿
镇，民间志愿者与镇政府通力合作，共
同创制并实施垃圾分类工作方案，探索
出多元主体共治共享的“兴寿模式”；
在厦门前埔南社区，督导员、志愿者等
在第三方公司协助下，多方宣传联动、
入户动员，完成垃圾分类动员精细化管
理。事实证明，各利益相关方深度协
同，形成治理合力，垃圾分类工作就能

真正推广开来、有效落实。
形成制度约束。徒法不足以自行，

必要的惩治同样是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
重要一环。如今，上海、北京等城市相
继通过垃圾分类相关法律法规，由呼吁
引导变为强制性执行；一些基层单位也
将垃圾分类作为考评重要依据之一，不
断强化激励和督促作用。这些外在约束
的设置，既给垃圾分类工作划出了一道

“硬杠杠”，也在构建过程中实现了推广
垃圾分类理念并逐步形成共识的目的。内
在有共识、外在有约束，垃圾分类工作就
能打破“理念认同，行动滞后”的怪圈。

关键在促进文明习惯的养成。作为
一场对全民生活理念进行重塑的“习惯
革命”，垃圾分类难就难在将人们一时
兴起的“新鲜劲”“兴奋劲”内化为持
久的生活习惯。要让垃圾分类工作在动

员后顺畅“跑”起来，形成真正的“长
效机制”，必须完成从观念认同到行动
落实、从立法规范到习惯养成之间的跨
越。完成这一跨越，既需要宣传入脑入
心、管理扎实到位，更离不开久久为
功、持之以恒的长期努力。只有每个人
在知识和理念上除旧布新，在日拱一卒
的自律中主动培育文明习惯，垃圾分类
政策才能真正扎下根、管长远。

垃圾分类是好事，也是难事。推动
垃圾分类从“新时尚”转变为日常生活
习惯，未来还有很多现实难题需要攻
克，这也是对社会治理能力的一次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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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生活垃圾分类做得好不好，与楼型、居民收
入这些背景条件无关。只要完善基础设施、告知居民
主体责任、志愿者安排好值班等关键措施整体到位，
垃圾分类的效果都会有较大幅度提升。

垃圾分类要得到广大老百姓积极响应，“温度”更
加重要。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远比一张分类告知书更能
影响每一家每一户行为和意识的转变。

——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博士后李长军

中国垃圾分类在 20多年实践中涉及很多问题，如
垃圾分类标准、垃圾筒设置、垃圾投放时间、对于居
民垃圾分类进行奖励、二次分拣、前后端衔接、混合
收运、“九龙治水”管理、垃圾焚烧等。在新一轮垃圾
分类政策实践开启的当下，非常有必要对这些问题进
行深入讨论和系统总结，避免再走弯路。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陆健

对物业来说，落实好生活垃圾特别是混合垃圾计
量收费制度，比定额收费更能提升工作积极性，有利
于提升厨余垃圾分出率，实现垃圾减量。对社区居委
会来说，尽快建立相应考核制度很重要。只有重新理
顺各类主体职责，真正让居民履行分类义务，形成分
类习惯，垃圾分类的成本才能降低。

——环境公益组织零废弃联盟政策主任谢新源
（本报记者 彭训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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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成都、北京、厦门四地城乡垃圾分类成功案例引关注——

垃圾分类 居民这样参与
本报记者 彭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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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随着全国46个城市强制
垃圾分类驶入“快车道”，这句话在中国已成流行语。

今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湖北代表
团审议时对垃圾分类投放等良好社会风尚点赞。他指
出，这些健康文明的做法要推广开来、坚持下去。

如何让居民真正参与到垃圾分类中，并推广开
来、坚持下去？我们采访了上海、成都、北京、厦
门等地垃圾分类较为成功的城乡社区居民、带头
人、环保组织负责人及相关专家，来看看他们是咋干
咋说的。

业委会志愿者带头干 城市：上海
地点：静安区宝山路街道会文大楼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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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完早饭，74岁的居民范秀琴要做
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剩余的餐厨垃圾倒
在专用塑料桶中，然后到小区指定垃
圾桶内堆放。经过堆肥，它们又变成
了小区的护花肥。在范秀琴居住的四
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八宝街社区王家塘街
12 号院小区里，这是所有居民每天的

“必修课”。
如今，这个小区 95 户居民全部实

现厨余垃圾自主分类，垃圾分类率达
90%，平均每月可实现厨余垃圾及绿化

垃圾就地资源化利用近 1吨，相当于过
去1/3的垃圾清运量。

让居民养成分出厨余垃圾习惯并不
容易，环保工作人员与社区居委会做了
长期宣传、引导工作。环保公益组织成
都根与芽文化交流中心项目主管魏蔚将
其总结为 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动员居
民。发放厨余垃圾收集桶，对居民逐一
宣传；工作人员在每天两个投放垃圾时
段驻点，对居民进行引导。第二阶段是
优化堆肥技术。通过改造堆肥池、增加

干树叶比例、粉碎绿化垃圾等，让堆肥
区无异味、少蚊虫。第三阶段是自主维
护。通过提升物业工作人员能力和社区
居民积极分子环保技能，确保小区堆肥
池长期稳定运行。

为了让居民乐于配合，根与芽文
化交流中心和物业工作人员在垃圾投
放时段进行了半年时间的不间断驻点
工作。长期驻点和就地堆肥让居民看
到，大家做的不是无用功。

“完全靠鼓励、倡导和宣传很难让

居民信服，要让他们看到垃圾分类的
好处。”魏蔚认为，这需要在开始引导
时 就 树 立 居 民 是 垃 圾 分 类 主 体 的 观
念，而不是不依赖奖品、积分等诱导
方式。

魏蔚说，并非所有小区都适合或有
条件就地堆肥；但是在就地堆肥小区，
更多居民会感受到垃圾分类的实际价
值，从旁观者变为践行者和坚定支持
者，这个过程还能帮助小区提升议事能
力、自治能力。

“我们住在京北的小村庄，清清的
渠水村前流淌……”每当村歌 《辛庄
人》在北京市昌平区兴寿镇辛庄村街巷
中响起，村民便会将分好类的垃圾带到
门口，垃圾收运车很快上门收走。

“垃圾不落地。”因为实现了这个
目标，这个小村庄现在火了。走在街
道上，你见不到垃圾箱，也很少见到
垃圾。

垃圾去哪儿了？“它们各有各的去
处。”在村中租住的北京阿牛公益创始

人唐莹莹介绍说，4年前，她开始在村
里推动村民在家按照“两桶两箱法”分
类：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用村里发放的
塑料桶来装，保洁员每天上门回收；可
回收物和有害垃圾由村民自备纸箱存
放，村里定期回收。

为争取村民、租户支持，唐莹莹和
村干部进行了两个月宣传，开了 32 场
动员会，并开展上门动员、清理垃圾
斗、净村等活动。“原以为是‘一阵
风’，没想到这么认真。”村民李大芳

说，看着村里越来越干净，她和很多
街坊也加入志愿者团队，劝导大家分
好类。

辛庄还建立起占地 400 平方米的环
保站，环卫人员对垃圾进行分类分拣。
通过开展酵素制作和堆肥试验，烂果
子、树枝、厨余垃圾等也有了好去处。
半年后，辛庄村民垃圾分类正确率达到
95%，混合垃圾减量约 75%。这套经验
后来在兴寿镇20个村得到有效推广。

新修订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

例》实施满月，唐莹莹正尝试在北京城
市社区里推广“辛庄经验”。她认为，
居民、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志愿
者、保洁员、分拣员等相关责任主体的
努力需要“被看见”，不良行为人应被
适当曝光；尽快建立市、区、镇街各个
层级的激励和考核机制，引导社会组织
发挥专业作用；以党建引领牵头、以定
时定点为基础、以责任唤醒为目标，建
立激发相关方内生动力的垃圾分类工作
方式。

“社区垃圾分类要干好，各方要各
司其职。”这是福建一点蓝色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张水龙，参与福建
省厦门市思明区莲前街道前埔南社区
古兴里小区垃圾分类服务以来悟出的
经验。

古兴里小区有居民 612 户，硬件设
施不完善、垃圾投放点位分散、督导队

伍不力、部分居民垃圾分类意识
不强等问题，曾困扰着小区垃圾
分类深入开展。两年前，张水龙

和同事进入小区服务。为解决管理松散
问题，他们与物业、业委会、党员积极
分子、督导员等多次开会协商，让各方
找到合适定位、凝聚共识。“比如撤
桶，以前小区有 6个垃圾投放点，却只
有 2个督导员；经过协商，投放点减到
2个，居民和督导员更熟悉了，宣传引
导效果大为提升。”张水龙说。

居民垃圾分类具体做得咋样，都记
在“小本本”上。古兴里小区探索建立
台账制度，督导员准确记录积极参与家

庭和分类不好家庭投放情况，做得好的
表彰，做得不好的入户讲解。对督导员
也制定了考核管理办法、组织培训和考
试，进行月度考核评估，表彰优秀、及
时更换不合格人员。目前，古兴里小区
居民垃圾分类参与率达90%以上，厨余
垃圾投放准确率达70%以上。

“古兴里小区的实践表明，垃圾分
类是一个系统工程。”福建省环保志愿
者协会副秘书长黄厚新表示，社区垃圾
分类工作主要包含运营保障、组织协

调、培训宣传、督导考评等 4 个方面，
各部分工作要均衡推进。

对于一些城市社区聘请第三方社会
组织进行运营保障，投入大量资金招聘
人员进行二次分拣而忽视其它工作，
黄厚新认为并不可取，“一旦地方财政
等资金无法持续投入，垃圾分类系统就
很容易出现倒退，甚至崩溃。因此，要
更大限度发挥社区力量、利用社区条
件，支持参与构建可持续的社区垃圾分
类系统。”

厨余垃圾堆肥变宝贝 城市：成都
地点：青羊区八宝街社区王家塘街12号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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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村庄垃圾不落地 城市：北京
地点：昌平区兴寿镇辛庄村

▶▶▶

居民该干什么更明确 城市：厦门
地点：思明区前埔南社区古兴里小区

▶▶▶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莲前街道前埔南社区古兴里小区垃圾
分类“绿色星期六”活动现场。 陈 颖摄

◀北 京 市
昌平区兴寿
镇桃峪口村
居民将垃圾
分类投放到
收运车上。

和艳霞摄

◀四川省
成都市成都
根与芽文化
交流中心项
目主管魏蔚

（右） 向居
民展示堆肥
成效。
邓平模摄

推广垃圾分类 培育文明习惯
姜忠奇

勾建山作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