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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视角新视角

如今，垃圾分类在全国多地深入实施。然而，现
实中一些居民还未参与到垃圾分类中，其中一个理由
是：对自己的生活造成不便。

相比以往混装混运等简单粗暴的垃圾处理方
式，垃圾分类的确给普通人的生活造成了一些不
便：原本可以随手丢掉的垃圾，需要分好类，放入
不同的垃圾桶。但仔细分析一下，这里面包含着小
与大、短与长的辩证关系，居民改变一些小的习
惯，国家、社会才会有大收获，一时的不便换来长
久的可持续发展，最终受益者是我们每一个人。

为什么要搞垃圾分类？这个问题是现实和紧迫
的。从国外实践看，垃圾分类是难题。对中国来
说，每年产生的垃圾数量快速增长。经过治理，虽然
以往一些地方遍地垃圾的场景基本消失，但垃圾数量
依然很大。如何处理垃圾，是我们面临的一大问题。

垃圾处理可以采用填埋、焚烧等方式，但是毫
无分类地直接填埋、焚烧，会对土地、水源、空气
等产生不同程度的污染。试想，如果不加以控制和管
理，那造成的污染最终会通过我们吃的食物、喝的水、
呼吸的空气影响人类自身。比如废弃的电池，里面含
有金属汞等有害物质，无论是填埋还是焚烧，都会产
生较大的危害。而对其回收处理，不仅可以有效避
免污染，还可以实现资源再利用。因此，如果垃圾
处理不善，那我们要付出的是环境污染、健康损害、疾
病蔓延等代价，不仅我们自己无法承受，子孙后代也将
受更大的影响。

垃圾的产生有时可能无法控制，但如何更好处理
垃圾可以有更多选择。在处置垃圾之前进行分类就是
有效手段之一。通过将不同种类的垃圾分开，该填埋
的填埋、该焚烧的焚烧、该回收的回收利用，这可以
有效减少垃圾占地和环境污染，还可以实现部分资源
循环再利用。

无论是从垃圾数量还是垃圾处理方式上，无论
是出于现实的还是长远的考虑，都需要从快从严地
执行垃圾分类，这也是为什么全国各地都在加快立
法、严格执法，多渠道、多方式地推动垃圾分类走
深走实。

当前，垃圾分类的堵点之一是意识和理念问题。要把提升全社
会的垃圾分类意识摆在突出位置，通过各种方式方法开展一场垃圾
分类的宣传教育。这其中不仅要讲清楚怎么办，更要讲清楚是什
么、为什么。让人们清楚了解开展垃圾分类是一件事关国家发展、
社会进步的紧要之事，更要让每个人清楚了解垃圾分类不是为别
人，是为自己，为自己的子孙后代。

与生活环境更好、吃的喝的更健康比起来，由于进行垃圾分类而
造成生活里的一些不便就显得很细小。每个人都应该更自觉、更主动
地参与到垃圾分类中，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只有当每个人把垃圾
分类当成自己的事在做的时候，那最终的受益者才是我们每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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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垃圾分类品类细致复杂

日本对垃圾分类要求非常严格，但也并非一蹴而
就，而是经过了几十年的努力。

20世纪50年代，日本家庭的垃圾主要根据是否能
焚烧分为不燃垃圾和可燃垃圾。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
着再利用越来越受到重视以及填埋空间的减少，减少垃
圾产生量日益受到重视，垃圾分类也增加了更多品类。

如今，日本垃圾分类越发细致、复杂。以东京都
涩谷区为例，家庭垃圾被分为可燃垃圾、不可燃垃
圾、资源垃圾和大件垃圾4大类，各大类继续细分，例
如资源垃圾分为矿泉水瓶、玻璃瓶、纸、铝罐、铁罐
等。而且，每种垃圾要按规定时间放在指定地方，丢
弃大件物品还需另付费用。如果未按规定分类或未在
指定时间投放垃圾，垃圾将会被退回。

为解决废弃物回收问题，日本大力建设环境负荷
小的“循环性社会”。《循环性社会形成推进基本法》提

出，要减少废弃物的产生，促进资源的循环利用，还
规定了减少产生、再利用、再生利用、回收热量、适
当处理等的优先顺序，从而实现减少原料、重新利
用、物品回收的法制化。

日本的垃圾分类从娃娃抓起。日本小学四五年级
就专门开设了学习垃圾分类的课程，日常生活中一些未
按规定分类的垃圾会被拍照，在学校作为反面教材使用。

新西兰：

分错垃圾会被警告甚至拒收

新西兰大体上把家庭生活垃圾分为厨余垃圾、一
般生活垃圾、塑料垃圾、纸质垃圾和玻璃制品垃圾。
厨余垃圾主要包括果皮、果壳、果核，残羹剩饭等食
物性垃圾，但不能包括食品包装、厨房用纸和餐巾纸
等。一般处理方式是使用厨余粉碎机，粉碎不掉的部
分作为一般生活垃圾处理。

许多细节需要注意。比如，纸质垃圾和塑料容器
垃圾需经过基本清洁后放进可回收垃圾桶，玻璃制品

垃圾也需清洁后单独放入专门的垃圾箱。
如果分错垃圾会怎么样？2017年，奥克兰出台一项规

定，对垃圾错误分类会进行警告甚至拒收垃圾。
垃圾运输车会在规定时间到不同街区集中收取垃

圾。垃圾桶监督员会提前对可回收垃圾桶进行检查，
如果其中不可回收垃圾的比例没超过10%，垃圾车会收
走垃圾，但会在垃圾桶上放置橙色警告标识；如果比
例超过10%，或其中含有尿布、有毒废物、液体、电线
等，监督员就会在垃圾桶上放置红色标识，垃圾车将
拒收垃圾。回访显示，这一措施有效改善了垃圾分类
的状况。

德国：

教育民众自觉进行垃圾分类

德国的垃圾循环利用率达65%左右。在垃圾回收利
用的整个链条中，两个关键环节起到重要作用：一是
如何教育民众自觉进行垃圾分类，二是分类回收的垃
圾如何进行专业处理再利用。

自 20 世纪初，德国就开始实施城市垃圾分类收
集。从最初的垃圾不分类，至目前的5类生活垃圾，德
国民众接受了很长时间循序渐进的教育过程。

从幼儿园阶段起，孩子就要培养垃圾分类丢弃的
习惯。到了小学，垃圾分类是课本内容，学校会系统
性教导学生垃圾分类知识、对于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
性等，从小培养垃圾分类的意识。

在柏林，社区住宅楼有分门别类的垃圾桶。生活
垃圾可大致分为5类：有机垃圾、包装垃圾、纸类、玻
璃类和混合类垃圾。如果不按照分类丢弃垃圾，垃圾回收
企业会拒收桶内垃圾。在后期处理阶段，对于有机垃
圾、纸类、玻璃类等生活垃圾，以及特种的有害垃
圾，企业会通过不同车队进行分类收集、专项运输送
往不同种类的处理厂处理。

企业专业处理垃圾后，可以将有生产价值的原材
料提取出来，向各产业针对性销售。据统计，德国垃
圾回收行业从业人员超过25万，每年营业额达500亿
欧元。

（综合新华社消息）

“垃圾分类虽然事情很小，但要长
期坚持才能做好”

家住北京市朝阳区汇星苑的王女士这些年生
活习惯正在发生变化：每天早上8时，她拉着买菜
用的帆布车出门，里面装着几个布袋，手里则提
着已经分好类的厨余垃圾、其他垃圾。

从 2020 年 5 月 1 日北京实施垃圾分类新规以
来，很多变化出现在人们身边。王女士居住的小
区楼下有一组垃圾桶站，上面清楚地标明了垃圾
分类收运公司名称、联系人、监督电话等，一拉
桶盖上方吊绳，就能把垃圾投到对应的桶里。在
菜市场，商户也不再免费提供一次性塑料袋。“垃
圾分类虽然事情很小，但要长期坚持才能做好，
现在真做起来也没有很重的负担。居住环境变好
了，我觉得值。”王女士说。

随着垃圾分类在全国深入开展，首批先行
先试的 46 个重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小区覆盖率
已达 86.6%。在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城
市，居民对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参与率都达到九
成以上。

成绩背后是居民的主动投入。早上7时，四川
省成都市汇泽社区72岁的居民张艳和其他志愿者
准时出现在小区垃圾桶站旁。她们胳膊上套着红
袖标，看到有人提着垃圾袋走来，就上前瞧瞧，
并和没有正确分类的居民委婉地“唠叨”几句，然
后动手帮忙分好类。

这个常住人口达2.3万余人的社区，是一个新
合并小区，垃圾管理曾是一大问题。2019年，退
休多年的张艳和几名街坊在社区支持下成立起一
支环保志愿队。刚开始桶前值守时，她们也曾遇
到刁难。“有的居民骂我们又脏又臭，大家就相
互鼓励，‘我们是手臭心不臭’。慢慢地，居民不
再讽刺嘲笑，自觉分类的也多了。”张艳说。

上门宣传垃圾分类知识、开展桶前值守、每
月组织“社区清洁日”……志愿者不拿工资、不计
报酬，在张艳的带动下，活动却越搞越多，人数
也增加到50余名。

由于居民参与程度不同，各地垃圾分类形成
了很多模式。有的地方实行“三定一督”模式，通
过定时定点定人，督导员及志愿者指导居民分类
投放垃圾，如北京、广州等；有的实行“撤桶并
点+定时定点+智能”模式，通过撤销垃圾桶，
居民定时定点投放垃圾，并利用智能分类箱、
电子秤、积分兑换一体机、分类巡查小程序等软
硬件了解分类情况，如上海、厦门等；有的地方
根据各个区域的不同特点应用多种分类模式，如
苏州……

“近年来，我国加速推行垃圾分类制度，初步
形成了以法治为基础、政府推动、全民参与、城
乡统筹、因地制宜的垃圾分类制度体系。”中国城
市建设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徐海云说。

“让居民实时看见垃圾分类成效”

垃圾分类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投放、收
集、运处、处置等环节。当前端自觉分类后，如
何确保后端也分类收运与处置？

上海日旭环境保洁服务有限公司徐家汇作业
队承担着徐家汇地区的垃圾分类收运任务。“不分
类、不收运”是该队工作人员收运垃圾的准则。在
徐家汇作业队队长助理何俊的手机上，一个名叫

“上海分类质量在线”的APP能看到所有点位的数
据。他介绍说，在收运垃圾时，一旦发现垃圾质
量不合格，收运人员会拍照取证并上报平台。APP
与街道、物业、城管、绿化市容等多个部门联动
并推送不合格报告，小区连续7次、单位连续3次
不合格，环卫就会开具拒绝清运告知书，并对其
停运。作业队的垃圾清运车上还安装了车载计量
系统，车辆收运的垃圾重量能同步反馈到小区垃
圾厢房的智能显示屏上。“这样做是为了让居民实
时看见垃圾分类成效。”何俊说。

垃圾类别不同，收运和处理方式也不同。在
上海，干垃圾采取直运、压缩车收集后转运、小
压站收集后转运；湿垃圾采用以桶换桶、压缩车
收集直运或转运；可回收物通过服务点进行回
收；有害垃圾则先统一放至暂存场，随后统一运
送到分拣中心处理。深圳等地按照“大分流、细
分类”策略，对产生量大且相对集中的餐厨垃
圾、果蔬垃圾、绿化垃圾实行大分流；对居民
产生的家庭厨余垃圾、废旧家具、废旧织物和
有害垃圾进行细分类，并实行专车专运、分别
处理。

当垃圾分类各环节被顺畅地串联起来，成效初
步显现。统计显示，目前全国生
活垃圾分类收运能力约50万吨/
日，46个重点城市生活垃圾平均
回收利用率达30.4%。

不过，在垃圾分类推进过
程中，一些问题仍然存在。比
如垃圾分类如何因地制宜、如
何避免急于求成、如何解决成
本费用问题等还需要不断探
索。徐海云认为，先行先试的
46 个重点城市虽然仅占全国城
市数量的7%左右，但其带动作
用和示范意义很强。

“从目前各地垃圾分类实践
看，重点是完善可回收物收集
利用，难点是完善厨余垃圾收
集处理和利用，堵点是完善有
害垃圾收集和处理。可回收物
分类与再生资源回收衔接，要
充分考虑费用与成本；餐厨垃
圾分类收集与生物质资源化利

用衔接，要考虑市场需求；有害垃圾分类收集与
危险废物处理衔接要精准高效。”徐海云说。

有业内人士认为，目前农村地区垃圾分类有
待深化，部分城市在垃圾分类各环节的监管力度
有待加强。

“在共商共建共享的社区治理中
实现自我管理”

“有 60 度啊，菌宝宝的家可真暖和！”1 月 15
日，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实验二小的百余名学生
来到位于顺德居小区的社区厨余堆肥培训推广中
心参观，看见堆肥箱里测温计读数时，热烈地讨
论起来。

社区厨余堆肥中心主任徐进讲解到：“厨余垃
圾加上破碎的绿化垃圾堆肥，是在模仿大自然绿
色循环的过程，通过神奇的微生物分解厨余垃圾
的有机质，变成肥土回归土壤。”活动中，孩子们
获得了海创智邦公司制作的垃圾分类投放卡片，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时间里，他们需要记录家庭垃
圾分类行为，以换取海尔家电优惠清洗服务。

推动社区堆肥并不容易。据城阳区垃圾分类
办公室仇宁德科长介绍，区里邀请环保堆肥专家
和青岛你我社工组织指导，制定了科学的原料配
比方案，在物业公司推动下最终成功。“堆肥使厨
余垃圾变成了可利用的资源，社区花园美了，居
民还领到堆肥土育出的花苗，厨余分出率和参与
垃圾分类的积极性大幅提升。”仇宁德说。

根据相关规划，到2025年，建成生活垃圾分
类处理系统的范围要从目前的46个重点城市扩展
到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运能力
要从现在的约50万吨/日提高到约70万吨/日。对
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提出的更高目标，要求各方
开展更多的创新实践。

社会组织在动员公众参与垃圾分类方面有独
特作用。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教授陶传进表示，社区可通过支持社会组织开展
社区堆肥、打造阳台花园、组建志愿队等活动，
让居民看到垃圾分类行动的价值，还能推动物业
公司等社会力量加入，完成市场化运作。“当各方
找到利益平衡点时，就能在共商共建共享的社区
治理中实现自我管理。”

一些热心垃圾减量的人士倡导更加健康环保
的生活方式。每到周末，位于北京市三元桥的有
机农夫市集便热闹起来。在这里，消费者可购买
到几十家农户不打农药、不施化肥的蔬菜、水果
等农产品，提供的酱油、醪糟、豆浆、面包等需
要顾客自带容器或布袋“散装”，市集还开展闲置
物品交换、可回收物回收、“旧物新生”、蔬菜种
植线上培训等活动。

“我们希望倡导一种对环境更友善的生活方
式，这需要更多人参与、改变和行动。”北京有机
农夫市集工作人员塔拉说。

46个重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系统基本建成，居民小区覆盖率达86.6%

垃圾分类，在参与中更有获得感
本报记者 彭训文

46个重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系统基本建成，居民小区覆盖率达86.6%

垃圾分类，在参与中更有获得感
本报记者 彭训文

国外怎么进行垃圾分类

每天晚上19时，上海市静安区宝山路街道会文大楼居民张弘会提着分好类
的垃圾出现在小区垃圾房门口；在北京市朝阳区汇星苑小区，居民王女士在扔
垃圾时被女儿拦下，“玉米核不是厨余垃圾，是其他垃圾”；在四川省成都市金
牛区汇泽社区，72岁的居民张艳每天定时到小区垃圾桶前值守，这个习惯已经
保持了3年多……如今，垃圾分类正在一点点改变着中国人的生活。

实行垃圾分类，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环境，关系节约使用资源，也是社

会文明水平的一个重要体现。2019年，住建部、国家发改委等9部门发布《关
于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通知》。随着生活垃圾
分类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启动实施，居民垃圾分类习惯加快养成。

如何把垃圾分类这件“关键小事”推向深入？专家表示，应进一步提升城
乡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能力，推动更多城市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
并持续增加居民的参与度和获得感。

湖南省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礼雅小学学生引导孩子们学
习垃圾分类知识。 粟勇主摄（人民视觉）

上海市长宁区新泾六村小区的垃圾分类投放点。 新华社记者 方 喆摄 浙江省德清县商户在使用垃圾智能分类投放机。 王树成摄（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