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代娥坐在织机前为小学生们讲解土家织绵。 （刘代娥供图）

垃圾分类，让外籍居民由疑惑变折服
上海长宁区程家桥街道42个小区一年内全部推行生活垃圾定时定点分类投放“上海也要垃圾分类了？ 中国人也

能做好垃圾分类吗？ ”

当工作人员上门介绍垃圾分类计

划， 住在长宁区程家桥街道的 4000 多

名老外———他们来自 38 个国家和地

区， 分布于辖区 22 个小区———送上了

各式各样的表情包。

最擅长垃圾分类的日本人心里八

成是不信的，眼神中的问号几乎要跳出

来：你们行吗？

看上去特别忙的印度人似乎有点

“躁”：谁有空啊？

最让人意外的是罗马尼亚人，他们

家里的生活垃圾从来都是分好类的，一

听小区物业也要分类，满脸写着：I'm in.

（我加入了）

……

关乎 “门面” 并考验
“内在”的事

靠着这样挨家挨户的“攻势”，程家

桥街道于去年底实现整区域垃圾分类

全覆盖，居民小区、社区单位、街面商铺

全员参与。 外籍居民更是不用说———要

说国际化 ，垃圾分类也算一种 “与国际

接轨”的生活方式 ，老外虽然第一时间

有点犹疑，但真的接纳起新的社区规约

来，还是相对顺利的。

上海有三分之一外籍居民住在长

宁区，作为 “上海的西大门 ”，长宁是很

多人进入上海市区、获得上海印象的第

一站。 程家桥街道的位置更是特殊，它

位于长宁最西端，占辖区面积的五分之

一， 虹桥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就属于该

辖区，有点“门面中的门面”的意思。

对于关乎 “门面 ”并考验 “内在 ”的

垃圾分类事务， 程家桥街道非常投入，

自2017年下半年启动试点以来，他们已

取得如下业绩：42个居住小区全部推行

生活垃圾定时定点分类投放 ，100%覆

盖，居民支持率均超95%、投放准确率基

本达98%、破袋投放率达95%、日均资源

化利用率达40%至60%。同时，42家社区

单位全部跟进落实 ，7条商业道路上的

194家沿街商铺全部参与生活垃圾分类

上门收集，分类准确率达到95%。

馄饨店也懂干湿分离了

在小吃食肆林立、烟火气息浓郁的

程家桥路， 排布着 67 家商铺的 260 米

路段全程不见暴露垃圾———这是街道

辖区最重要的商业道路之一，商家密度

超过 85%，周边还分布着学校 、邮局等

各种单位， 就算不做街面管理工作，也

能想像日常卫生管理任务之繁杂。

“千里香馄饨”店门口蒸汽腾腾，一大

锅馄饨在沸水中咕噜噜翻滚。 正是中午

吃饭高峰，福建人老郑（化名）透过气雾告

诉记者， 他在这条街上已做了六年生意，

“垃圾啊？ 你去后厨看看就知道了。 ”

后厨地方不大，两只垃圾桶并排放

在水槽下方，干湿分离。 老郑说，他的店

里厨余垃圾多 ， 以前都是干湿垃圾混

装，扔在马路边上的大垃圾桶。 现在有

了上门分类清运的车子，他一般在下午

两点和七点分两趟处理垃圾。

程家桥街道党工委书记张源介绍，

街道辖区内没有大商圈，7 条主要商业

道路是垃圾分类的难点区域，小商铺经

营业态多、人员流动快，为此，街道要求

7 名处级干部作为“路长”专责管理各自

路面； 还将垃圾分类纳入门责管理，鼓

励商家自律； 同时主动协调保洁公司，

每天三次上门收集，如今沿街商铺的垃

圾减量率已达 40%。

银行增设垃圾桶开展
“二次分类”

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程家桥支行

网点很可能是这家银行系统内第一个

开展垃圾分类的网点。

“银行网点所有的装修摆设 、视觉

设计都是统一的，所以增设垃圾桶也得

层层报备。 我们的员工和保安、保洁人

员也是第一次经历这事 ， 正在逐步适

应。 ”网点行长蔡鹂介绍，“开展垃圾分

类之后，我们阿姨比其他网点的阿姨更

累一点， 大堂垃圾桶主要是客人使用，

不是每个客人都能做到分类投放 ，所

以，每天保洁阿姨还要做二次分类。 ”

银行网点的生活垃圾一日一清，工

作垃圾则要保留三天。 蔡鹂说，过去没

人上门清运，他们习惯把垃圾扔到后门

的小区； 现在保洁阿姨已养成习惯，每

天下午一点半左右开始二次分类，两点

准时跟清运车交接。

“感谢您和小黄狗一
起保护地球”

唯一觉得垃圾分类只有快乐没有

负担的，大概就是上海市总工会幼儿园

的小朋友了。 自从幼儿园加入垃圾分类

队伍， 小朋友们有了很多新的游戏，老

师为他们设计了各种跟垃圾分类有关

的活动和课程。

家长们经常被孩子拉着去看“小黄

狗”， 那个黄色外形的箱柜简直是他

们的新玩具 ，每次扔完垃圾 ，孩子们

都会高兴地蹦蹦跳跳 。 这是长宁区第

一台智能回收设备 ，设有纸类 、纺织

物 、金属 、塑料 、玻璃 、有害垃圾等几个

柜子，点击触摸屏 ，小黄狗开始跟大家

说话 ： “请选择投递类型—请扫码开

箱—请输入手机号—箱门已打开 ，请

投递—投递结束，感谢您和小黄狗一起

保护地球。 ”

小黄狗“吃下”可回收物，就会向对

应的手机账号发放“环保金”，总工会幼

儿园的账号如今已积累了 1300 多元环

保金。

“垃圾分类确实耗时耗力 ，我们做

垃圾分类宣传动员，感动别人一天是容

易的，但很难持续感动大家 365 天。 除

了持之以恒 ，还要不断想办法 ，让这桩

事‘听得懂、做得了、看得见’，甚至变得

新奇有趣。 ”张源告诉记者，目前街道的

商务楼也在对接这套智能设备，今后还

有可能向更大范围推广。

为助推上海改革发展凝心聚力
董云虎等走访民主党派市委、

市工商联及有关团体

本报讯 （记者周渊）市政协、市委统战部昨天走访民主党派

市委、市工商联及有关团体。 市政协主席董云虎参加走访活动。

董云虎一行先后来到民主党派大厦和工商联大厦， 走访民

革、民盟、民建、民进、农工党、致公党、九三学社、台盟市委和市

工商联，向高小玫、陈群、周汉民、黄震、蔡威、张恩迪、赵雯、李碧

影、王志雄等民主党派市委、市工商联负责人及机关干部致以新

春祝福，勉励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充分发挥各自特色优势，围绕本

市改革发展重大问题和各民主党派重点工作领域， 积极协商议

政、履行职能。

董云虎说，去年是十三届市政协开局之年，本市各民主党派、

市工商联作为市政协的重要参加单位和界别，积极参加各项履职

活动，展现了新作为，为人民政协和统一战线事业发展取得新成

绩、谱写新篇章作出了新贡献。 新的一年，全市改革发展任务更加

艰巨繁重，希望各民主党派市委、市工商联在中共上海市委领导

下，紧紧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市

委部署要求，聚焦全力实施“三大任务、一大平台”四大战略和全

市中心工作，发挥自身界别特色和人才智力优势，积极参政议政、

履职尽责，多谋良策、多出实招，进一步彰显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

独特作用。 市政协将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组织作用，继续为各民主

党派和工商联界别在市政协履职创造条件、搭好平台，支持民主

党派和工商联界别团结带领本界别委员和政协委员中的党派成

员，更好发挥联系界别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夯实共同思想政治

基础，为助推上海改革发展积极建言献策、广泛凝心聚力。

董云虎一行还看望了市台联、 市黄埔同学会、 市欧美同学

会工作人员， 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

市委常委、 市委统战部部长郑钢淼， 市政协副主席方惠

萍、 李逸平、 徐逸波、 金兴明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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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民模范马定夫
回荡在太行山的英雄赞歌———

马 定 夫 ，1915 年 出

生，山西榆社人。 1935 年

考入北京镜湖高中， 积极

投身反帝爱国运动。 1936

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 全

国抗战爆发后，受党组织派遣回到家乡，参加山西牺牲救国同盟

会。 1939 年后，历任中共榆社县委宣传部部长、组织部部长，八

路军晋中独立支队政治部教育科长、民运科长，太行 2 分区政治

部主任，新编第 10 旅第 30 团政委等职。

1943 年， 马定夫率领全团参加了著名的祁县印染厂战斗，

重创日伪守军。 6 月，马定夫奉命带领部队赴晋中地区的太谷县

南山中北岭一带伏击敌军，击毙 30 多名日军。

马定夫是抗日战争时期著名的爱民模范。他关心战士，热爱

群众，所率部队以遵纪爱民著称，深受广大指战员的爱戴。

1943 年 7 月 23 日，由于叛徒告密，盘踞在黄卦据点的 200

多名日伪军偷袭南山枫子岭。为掩护群众转移，马定夫率部与敌

血战。 战斗中，马定夫不幸中弹牺牲，年仅 28 岁。

82 岁的赵守柱老人是那场战争的亲历者，当年马定夫曾住

在他家。赵守柱回忆说，我军在地形处于劣势和寡不敌众的情况

下，仍英勇阻击，马政委在掩护群众转移时对指战员们说：“有我

们就有群众，我们绝不能让群众受到鬼子的伤害！”回忆至此，赵

老眼里泛起了泪花。

马定夫牺牲后，噩耗传到烈士家乡榆社县，人们悲痛万分，

纷纷请战，迅速组织起 120 多人的“马定夫复仇连”。为纪念这位

抗战殉国的勇士，太行 2 分区将第 30 团第 3 连命名为“马定夫

爱民模范连”。 1964 年，太谷县人民政府为纪念在枫子岭战斗中

牺牲的马定夫等 12 位革命烈士，在位于枫子岭东南方向约一公

里处的甘草脑山顶修建了烈士纪念碑及墓群。每年清明节，当地

村民和来自各地的学生都自发到墓地悼念缅怀英烈。

“1943 年 7 月下旬， 马政委带领第 30 团被围困。 为了保

卫枫子岭， 为了保卫贫下中农。 奋勇突围杀敌人， 壮烈牺牲立

功勋……” 如今， 这首颂扬马定夫的歌谣仍在当地传唱。

新华社记者 张磊 （据新华社太原 2 月 12 日电）

■本报首席记者 钱蓓

幼儿园的老师为孩子们设计了各种跟垃圾分类有关的活动和课程， 从小培养他们垃圾分类意识。 （程家桥街道供图）

在“海上科学城”，90后女船员期待远方

在刚刚过去的新春佳节，被誉为“海上

科学城”的远望号船队破天荒地在江阴的中

国卫星海上测控部码头汇合。尽管这几天没

有出航任务， 但在这一艘艘远望号船上，有

一群 90 后女船员并没有停止忙碌。 她们和

其他船员一样，以船为家，以苦为乐，用实际

行动书写着对祖国航天事业的一片热忱。

第一次“出任务”长达 70 天

于雅静是今年来到远望 3 号船的新船

员， 她总说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来到远望

号船工作，但这段时间磨砺下来，她已从第

一次见到大船时的吃惊变成了现在的习以

为常。 “去年来单位培训，曾经参观过远望

号船，觉得能在船上工作，能直接参与航天

事业是一件特别光荣的事。 在培训时，上船

就成了我的一个梦想， 直到来到船上的第

二天，我才缓过神，没想到梦想成真了！ ”于

雅静说。

上船就要准备出航，从来没有出过远门

的于雅静心里还是稍有忐忑，她不知道是否

能够适应海上的生活， 是否能够适应岗位，

一切都是未知数，她的心里不停打鼓，但来

自同事的关心，让她倍感温暖。她说，既然选

择，那就必须坚持。 眼看着首航的日子日渐

临近，她觉得距自己追寻远方的目标又近了

一步。

和于雅静一样， 江雪娇也没想到自己会

来到大船。回顾上船一年的生活，第一次长达

70天的出航任务，让这个小姑娘叫苦不迭。

那次任务，在航行中突遇冷空气，为了

能够安全、按时到达测控海域，全体船员都

打起了十二分精神。第一次出海的江雪娇被

席卷而来的大浪吓住了，数米高的浪花拍打

在船舷上，整条船在上下起伏，房间桌子上

的水杯等物品早已掉落地面。在这种残酷的

环境下，江雪娇能选择的只有坚持。 从第一

次出海，到一年内四征大洋，江雪娇做到的

不仅仅是适应环境那么简单。

驶向深海，与海豚鲸鱼并肩前行

刘畅与江雪娇不仅是上下铺， 也是老

乡，回顾一年多的出海经历，刘畅用“成长”

二字概括了自己的变化。她还记得第一次操

舵值班，一站就是 4 个小时。这样的工作量，

对于女船员略显残忍。

出海之后，没有岗位是轻松的，在高强

度的值班中，刘畅也会不时地调节自己的心

情。“在驾驶室值班虽然辛苦，但是我们也可

以苦中寻乐。 原来，船驶向深海，海豚、鲸鱼

会不时出现。能够与这些可爱的动物并肩前

行，不失为生活的一大乐趣。 ”她告诉记者。

刚刚过去的春节，刘畅同样坚守在工作

岗位上。 回想起去年的这个时候，自己曾因

为不能回家而哭鼻子，刘畅尴尬地一笑：“不

能说是不想家，只能说是习惯了！ ”

与刘畅一样快速成长的还有船员张蓓

蓓。 一年四次出海，在陆地上的日子寥寥无

几。 与其他三位女生相比，张蓓蓓执行任务

的经历更为丰富。 第一次出海，她就担任部

门调度员，对于一名新船员来说，这是莫大

的光荣，也是巨大的挑战。

调度员看起来只是按照规定喊口令，其

实要清楚所在部门所担负任务的每一个环

节步骤。 面对挑战，张蓓蓓的选择是迎难而

上。 打印出的调度口令上，她的便签贴得严

严实实。在熟悉口令的过程中，她对岗位、对

任务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首次任务大获全

胜，对张蓓蓓而言，她的成长绝不仅仅在于

熟悉任务流程，更多的是她在学习中变得更

加自信，在处理业务上更加从容。

在这些女船员看来， 经过任务的历练，

经过出海的磨炼，她们的远方已然清晰。 新

的一年，远方不远，就在远望号前进的方向！

（本报江阴 2 月 12 日专电）

■本报记者 王星
通讯员 亓创 高超

巧手编织新年祈盼，土家织锦寻求创新传承
“山村处处柳絮斜，闺女生来会打花，四

十八勾花并蒂， 不知将送予谁家”———这首

《竹枝词》描绘了旧时的“女勤于织”，也道出

了织锦在土家文化中的独特存在。 土家织锦

在土语中又称“西兰卡普”，意为“花面铺盖”，

寓意美好。

己亥新年，“花面铺盖”的土家织锦又将

托起对美好丰年的如花祈盼。记者日前走访

了被称为“武陵土家第一寨”的惹巴拉村，看

当地的土家“织女”如何用一双巧手，将民俗

风物、吉祥祝语织进五彩斑斓的锦缎。

反面挑织，独具一格

土家织锦从秦汉时期萌芽，明清时期逐

渐定型，已有 2000 余年历史，2006年被列为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对于只有语言而无文

字的土家族来说，与世俗生活紧密关连的“西

兰卡普”便是土家文化、历史的厚重承载。

位于湘西龙山县苗儿滩镇的惹巴拉村

傍山倚水，是土家织锦的发源地之一。 现年

64 岁的土家织锦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刘代娥

居住在此。 刘代娥从 12 岁便开始学习土家

织锦，被当地人誉为“织锦王”。 在刘代娥幼

时，整个苗儿滩镇几乎“家家有织机，户户有

机声”，织锦技艺代代相传，是检验女子是否

心灵手巧的重要标准。 今年春节，刘代娥没

有闲着。 早在春节前几天，她已经接满了今

年一整年的织锦订单。

土家织锦共有纺捻线、染色、捯线等 12

道工序，其“反面挑织”堪称一绝———织锦人

不靠蓝本 ，全凭心计 ， “眼看背面 、手织正

面”，丝线流转下色彩翻飞。“西兰卡普”纹样

多是由日常生活抽象而来的几何图形，其中

也少不了与过年相关的图案。 比如，“粑粑

架”织的便是过年期间用来打制糯米粑粑的

用具；“狮子绣球”用工整的狮纹配以富有变

化的边饰，再现春节的欢乐喜庆……

花样创新，融入生活

市场经济浪潮下，包括刘代娥在内的许

多土家织锦技艺传承人还用土家织锦做起

了服装、围巾、鞋帽、抱枕等，让“西兰卡普”

这一古老文化元素流入现代人的日常生活。

现年 52 岁的黎承菊是土家族织锦技艺

州级代表性传承人，也是最早用土家织锦辅

料制作服装、皮鞋等现代产品的手工艺人之

一。 在前不久举办的 “龙山县爱心年货节”

上，模特们穿着她设计、织就的“西兰卡普”

服装在舞台上大秀了一回，古朴纹样融合时

尚款型引来不少人瞩目。 除了服装，黎承菊

以同样理念设计的“西兰卡普”皮鞋、围巾、

抱枕、眼罩等也是供不应求。

另一边，刘代娥则尝试着在织锦技艺上

“更上层楼”， 织出了正反两面皆有花纹的

“双面围巾”，不少人争相购买。

让刘代娥和黎承菊感到担忧的是，随着

社会经济的变迁，如今从事土家织锦的年轻

人越发稀少。 创新的前提是有人承续，刘代

娥希望随着人们对民间艺术的愈加重视和

艺术教育的不断发展，土家织锦能够迈入学

堂，在市场经济之外找到传承之路。

（本报湘西 2 月 12 日专电）

刘畅（右）与同事记录气象数据。 亓创摄

■本报见习记者 彭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