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雅图有着上海的味道。 行人在城
市，南角的先锋广场上快步赶路， 被风
吹卷起的风衣一角更显他们步履匆匆。

我在15摄氏度的气温里感到阵阵凉意。

好在散落在街角的咖啡馆随时可以光
顾。每当手里捧着热咖啡时，会觉得连窗
外阴冷天气都变得和煦起来。这时，一个
外表落魄形似流浪汉的人推门进来。 服
务生没有停下手里的活， 只是送出一个
默契的微笑， 不等对方开口就报出4个
数字。那人点点头便消失在走道的尽头。

密码锁不住人与人之间的隔阂， 哪怕是
借用洗手间的流浪汉也能得到应有的尊
重。 嗯，这是一座有温度的城市。

先锋广场曾是，雅图的城镇中心，

这里见证了一座城的崛起。 三角形的区
域里最引人注目的是土著人酋长希尔斯
的半身像和几根原始的图腾柱。 在欧洲
人到达前的4000年间，这里就有土著人
世代扎根。 后来的故事与发生在北美其
他地方的如出一辙。 善良的土著人帮助
了远道而来的欧洲友人， 那些朋友却在
站稳脚跟后在这里建立城市， 土著人不
得不远走他乡。 他们留下的唯一痕迹似
乎就是“，雅图”这个称呼———它由希尔
斯酋长的名字误传而来。

这片土地并没有如酋长期望的那样
被温柔以待。大批欧洲移民抵达后，最先
助燃，雅图经济的是木材产业。 先锋广
场周边的斯乐大街曾经被叫作 “滚落
路”。 19世纪大规模伐木的时代，伐木工
砍下的原木就是顺着这条 “滚落路” 滚
到海边的木材厂。 切割之后的木材再经
由轮船运出， 当地的航运业因此繁荣起
来。 今天的斯乐大街和，雅图其它的普
通街道没有两样， 游人们只能脑补当年
原木从高处滚落的热闹场面。

木材行业的兴盛没有延续很久 。

1889年的一场大火把当时，雅图的市
中心付之一炬。重建城市时，人们本着不
破不立的观念， 索性在火灾的废墟上用
砖瓦重建了一座新城。今天，地下城游览
是，雅图老城区的一大旅游特色项目。

这个项目和我想象中参观地宫的套路完
全不同。导游带着游客们上下穿梭，通过
路面和地下的一些独特设计讲述历史。

老城区内许多普通大楼的地下一层就是
曾经的建筑遗址。 当时的人们之所以选
择在原有基础上加盖房子， 除了省下拆
除成本之外， 也是要解决涨潮带来的抽

水马桶倒灌的问题。

房子加盖后， 市民的出入又成新问
题。市长又大笔一挥，指示把道路抬高修
到二楼的位置。原来的一楼被封印起来，

变为名副其实的 “地下城” 。 在地下参
观时， 我们只有踩在悬空搭建的木制栈
道上行走， 双脚才能避免沾到污泥和脏
水。联想到当时居民生活的真实景象，不
禁让人感慨早期开拓者的机智与艰辛。

重建后的复兴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1893年的经济危机让，雅图再度陷入
萧条。 好在新的历史机遇在北方慢慢萌
发。 19世纪末的淘金热，吸引了世界各
地的采矿者前往阿拉斯加和加拿大的育
空地区一试身手。 此前因运送木材而发
展起来的航运业， 让，雅图一举成为淘
金者和买卖人的中转站。 先锋广场又一
次热闹起来。

著名的克朗代克淘金热博物馆就设
在一幢旧时的旅馆楼内。 博物馆不仅介
绍了淘金者们的工具装备和补给方式，

也还原了这座城市当时的景象———旅馆
始终客满，餐厅人声鼎沸，就连马路上卖
报纸的都激情澎湃……结果， 靠着找金

子发家的幸运儿凤毛麟角， 真正富起来
却是从事交通、服装、餐饮、新闻等辅助
行业的从业者。 作为交通中转站的，雅
图由此真正崛起，成为美国，岸重镇、全
球贸易港。 随之而来的是造船业的兴盛
和航空业的繁荣。

时间允许的话， 走访波音几乎是每
一位前往，雅图游客的必选行程。 参观
完“开胃菜”波音博物馆之后，我们登上
了前往工厂的大巴。 总面积400万平方
米的，雅图波音工厂， 号称世界上最大
的生产建筑物。和装配汽车类似，飞机的
装配也是日夜开工的流水线操作。 不同
的是，每架飞机每天只移动几厘米。波音
的零件生产线遍布美国各地， 装配在飞
机上的零件都是从各地运来的。 专门负
责运输波音零件的飞机全球只有4架 ，

它们有一个庞大怪异的机身和一个美好
的名字———“梦想运输者”。 我们很幸运
地目睹到了其中一架的真容。

，雅图本世纪发展最快的莫过于信
息产业。 我们特意走访网红地标———电
商巨头亚马逊的热带雨林总部。 造价40

亿美元、 耗时7年的3个大玻璃球建筑，

其实只是亚马逊总部的一部分， 主要为
员工提供交流和休闲的场所。 以我的体
验， 玻璃球内部给人带来的体感并不舒
服。潮湿闷热之外，还有一股混杂着植物
和泥土的气味， 耳畔始终有嘈杂的流水
声相伴。水声来自一片巨大的瀑布，和几
个分布在各处的小水池。 据说这里聚集
着从全世界30多个地方搜寻而来的珍
稀植物， 在设计时充分考虑了景观的搭
配和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不可否认，大
片绿植的确在视觉上给人带来享受。 尤
其是一面贯穿四层楼的绿墙， 无论我站
在哪一层都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清新。

整幢建筑中最高大的植物是一棵巨
型榕树，上面有一个简约的树屋。按照最
初设计，它是一间会议室。但游客们更想
在那里拍一张“到此一游”照，久而久之
也就没人在那开会了。其实不止树屋，环
顾四周我感觉参观者比员工人数更多。

走出玻璃圆球， 一座热闹的狗狗公
园引入眼帘。 几个带着工牌的年轻人带
着自家的爱犬在里面嬉戏。早就听说，亚
马逊员工可以带狗上班， 还能在办公时
间遛狗，享受更多闲暇时间。参观先锋广
场地下城时见到的景象突然在我的头脑
中闪现。那些随时准备好与火灾、污水倒
灌、泥泞道路搏斗的人，一定想象不到眼
前遛狗人的快乐。 两种跨越时空的生活
状态， 让人不得不感慨在短短100多年
间这座城市的成长。

《今日印度》 2 月 25 日

女性选票的悖论

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印度女性参与
了国家和地方选举， 然而议会中的女性
议员却少之又少， 这是印度政治中的一
个悖论。

1984 年英迪拉·甘地被杀 ， 印度
女性选民投票率大幅上涨至 60%； 但
到了 1991 年 ， 女性投票率再次跌回
10%以下 ； 最近十年 ， 女性投票率回
升， 在 2014 年下议院选举中， 女性投
票率达 65.3%。 然而 ， 下议院中女议
员的比例在 2014 年只有 11.4%， 印
度政治舞台依然是男性的堡垒。

德企“掘金”有方 分类垃圾变废为宝
1990年代至2010年代，柏林垃圾回收率从13%升至61%

德国是世界上垃圾分类回收做得

最好的国家之一。 审视德国的垃圾分

类回收体系， 民众的垃圾分类意识和

知识显然是最重要的。 此外， 德国还

设立 “环境警察”， 用于监督民众垃

圾分类； 设置 “押金” 制度， 用于回

收饮料瓶等。

当然， 仅仅依靠民众和政府的努

力， 就想让整个垃圾分类回收体系运

行起来， 显然是不够的。 在整个体系

中，德国企业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回收，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乱扔垃圾 ， 罚款实行
“连坐制”

从幼儿园开始， 德国的孩子们就

开始接受垃圾分类教育， 这一教育除

了理论知识外， 还包括前往垃圾场参

观和亲身体验垃圾分类回收。

除此之外， 德国政府还制定了一

套严格的处罚规定， 并设有 “环境警

察”。 一旦发现居民乱倒垃圾，环境警

察就会发去警告信。 居民若不及时改

正，就会收到罚单；如果再犯，整个小

区的垃圾处理费就会提高， 从而加重

小区住户的负担。因此，一个人如果乱

扔垃圾，不仅会招来邻居的谴责，甚至

有可能被管理员赶出公寓。

为了增加特定物品的回收率，德

国政府设置了“押金”制度。在德国，几

乎购买任何一瓶饮料 ， 都需要缴纳

0.25欧元的押金。 这笔折合人民币约

两元的费用， 迫使大家不得不把用过

的塑料瓶小心翼翼地收集起来， 然后

拿到统一地点换回“押金”。

变废为宝，企业发挥重
要作用

由于垃圾分类、回收、再利用这一

流程的存在， 使得垃圾回收不再仅仅

属于市政领域， 不少德国私有企业也

开始参与这一“公共物品”的管理。

不久前， 记者参观和采访了德国

著名的垃圾回收企业欧绿宝， 这家成

立于50年前的德国废物处理公司，业

务遍及欧洲和亚洲。仅2017年一年，该

集团就通过对垃圾回收和再处理节省

了3000多万吨的原材料， 从而减少了

410多万吨二氧化碳的排放。

对于德国的垃圾分类回收体系，

柏林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柏林是德国

最大的城市，拥有约340万人口。 然而

在这样一个人口基数较大的城市，却

由于历史原因导致基础设施较差，垃

圾分类回收开展较为困难。 早在上世纪

70年代， 欧绿宝就率先在柏林推行固体

垃圾分类。 欧绿宝公司在柏林大大小小

的社区投放了分别用以装塑料、 纸张和

玻璃的垃圾桶。 有了这些家门口的分类

垃圾箱， 民众进行垃圾分类和丢垃圾的

难度大为降低。

欧绿宝和其他垃圾处理公司， 定期

用垃圾车将这些分类好的垃圾运送到不

同的处理厂。 记者曾经参观过一家塑料

垃圾处理厂， 在一座巨大的厂房中， 各

种大型机械设备将各类塑料垃圾自动分

类， 随后把塑料垃圾做成不同大小的塑

料颗粒， 加以再利用。 在欧绿宝这些垃

圾处理企业的努力下， 柏林市的垃圾回

收率从 1990 年代的 13%上升到 2010

年代的 61%， 近年来这一比例还在不

断上升。

有机垃圾 “变身 ”绿色节
能肥料

除了城市垃圾， 郊区和农村的垃圾

回收也非常重要。在德国农村，居民们也

要严格按照生物垃圾、废纸、包装袋、有

毒废物、废旧玻璃和其他垃圾的分类，将

垃圾扔在房屋院子的分类垃圾桶内，便

于垃圾车定期回收。 虽然垃圾车在郊区

进行垃圾分类回收的频率不及市区，但

各大垃圾处理公司没有让任何一个村庄

成为回收的“死角”。

记者曾经在一个柏林附近宁静的小

村庄， 参观了垃圾回收的全过程。 在农

村， 各家各户住得相对分散， 类似于市

区的分类垃圾桶放置方式显然并不方

便， 于是垃圾处理公司向每户家庭发

放颜色不同的分类垃圾桶或者分类

袋。 民众在指定日期将这些不同颜色

的垃圾桶 （袋） 放在门口， 垃圾处理

公司开着大型垃圾回收车挨家挨户地

回收。

除了普通的固体垃圾， 有机垃圾

或者生物垃圾也占了人们日常生活垃

圾的极大比重。在这方面，德国也有较

为先进的经验。在德国，生物垃圾通过

专门的生物垃圾桶被收集、切碎，并与

管道系统收集的生活污水一起汇入处

理中心。 两者的混合物先被高温净化

处理， 之后导入约30至40摄氏度的发

酵反应器进行有氧处理。 处理之后还

残留的富含高浓度营养物质的液体，

则被保存起来， 用于居住区的绿化养

护或者卖给临近的农业联合组织。 这

些营养物质的再利用， 不仅使人类居

住区产出的废弃物， 以生态可承载的

方式进入了自然界的物质循环， 并在

一定程度上取代了高能耗的化肥生

产，为节能作出贡献。

除此之外， 德国的垃圾处理公司

还开发了热能收集技术， 即在处理生

活垃圾时对其产生的热能进行收集，

作为煤炭的替代燃料使用， 这不仅极

大节省了宝贵的天然能源， 而且减少

了二氧化碳的排放， 消除了产生二噁

英的隐患， 从而建立起一种完全清洁

绿色的生活垃圾解决方案。

处理报废汽车高度自动化

值得关注的是， 德国是一个发达

的工业化国家，废旧家电、汽车、金属

等比较多， 这些物品对环境的伤害也

较大。在德国，政府会定期在网站上公

布回收电器的日期，在该日期内，只需

将自己不用的电器放在门口或指定地

点， 就会有专门的回收废旧电子产品

的车辆过来对其进行回收处理， 而回

收后的废旧电器将在专门的电子废弃

物处理工厂进行专业化的破碎和拆

解。 高品质的各类金属和塑料配件被

拆解下来后， 将供给下游企业继续使

用，最大化地利用资源。

德国还拥有世界领先的废旧金属

再生和报废汽车处理技术， 并积累了

丰富的运行经验。 通过采用报废汽车

绿色深度拆解、 高效破碎以及自动化

分选处理系统， 不仅解决了手工拆解

所导致的环境污染和生产力低下等问

题， 而且能够生产出各类高纯度的再

生金属原料并大幅提高了回收利用

率。 （本报柏林2月27日专电）

《时代》 3 月 4 日

美国民主党初选难料

离 2020 年美国总统大选还有一
年， 但民主党初选依然难以预测， 因为
人们看不到民主党内的 “领跑者 ” 。

2018 年的中期选举增添了三股新的力
量： 女性、 进步主义者以及奉行实用主
义的政治新人， 他们会让 2020 年总统
选举的竞争更加胶着。

《财富》 3 月

创新速率至关重要

创新速率（Innovation Velocity

Ratio, 简称IVR）这项新指标是用来衡
量公司员工在提出新想法、 新产品或新
流程时所遇到的摩擦阻力 ， 摩擦阻力
越小 ， 创新速率就越高 。 调查显示 ，

那些 IVR 得分较高的公司， 其规模和
业绩都处于同行业的领先水平。

一周封面

当中国的垃圾分类成为“新时尚”

时，俄罗斯也不约而同地从今年1月起

正式启动新的垃圾分类处理计划 。

2017年，俄罗斯宣布至2024年将投入4

万亿卢布（约合4000亿人民币）支持国

家环境项目。有评论称，俄罗斯正迎来

了新一轮的“垃圾革命”。

这一 “革命” 的背后， 是俄罗斯

垃圾处理的难题。 据统计， 近年来俄

罗斯的垃圾年排放量已超 7000 万吨，

仅莫斯科的人均年排放量就是其他城

市的两倍。 几年前， 俄罗斯 4000 个

城镇中仅有 100 个实行垃圾分类， 大

部分垃圾在填埋场堆积了几十年， 且

不少填埋场是 20 至 50 年前建造的，

已不具备处理废气和污水的能力。 目

前 ， 仅 10%垃圾得到回收利用 ， 其

余则被直接填埋或焚烧。

“垃圾革命”将新增5万多岗位

俄罗斯推进的新版垃圾分类计

划， 包括建立统一的垃圾管理体系和

调整管理费用征收制度。

往年垃圾处理事务由政府分派给 5

家企业分管， 不少居民发现， 垃圾运输

车往往会把分类好的垃圾重新混在一起

运往处理场； 5 家企业各自为营， 就连

垃圾回收箱的样式 （筐式还是桶式） 也

无法统一。 实行统一管理后， 将进一步

明确责任制度， 不符合标准的垃圾场由

土地所有者负责清理， 如果在有效期内

未及时处理， 地方管理部门有权代为处

理， 并由土地所有者承担费用。

从 2019 年起， 垃圾运输税将不再

按住房面积， 而是按每户人口征收， 城

市居民每人每月缴纳运输税 101-118

卢布 ， 农村居民则为 79-89 卢布 。 其

中， 政府根据一些农村住户离垃圾投放

点较远 、 垃圾大多就地处理的实际情

况， 调整了运输税和垃圾处理税， 以和

城市居民取得平衡。

另外， 垃圾分类体制的革新也将带

来更多就业岗位。 据专家预测， 如果新

一轮垃圾分类体制顺利运行 ， 到 2030

年莫斯科将增加 5.1 万个工作岗位。 如

果继续采取垃圾填埋方式， 这一数字仅

为 7000 左右。

手机地图助力正确扔垃圾

近年来， 俄罗斯开始将垃圾回收点

信息导入手机地图软件。 相比2015年俄

罗斯政府推出的地图软件，1971年在加

拿大成立的Greenpeace和俄罗斯Urbica

公司合作推出的俄罗斯版垃圾回收地图

（Recyclemap）更受青睐。 该软件信息完

备，更新及时，目前已在全俄69个城市推

广， 每年近50万俄罗斯用户通过该地图

查询垃圾投放点的位置信息。 用户只要

输入住址 ，Recyclemap就可显示最近的

投放点和投放垃圾类别。

另外，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 一家俄

罗斯企业将研发一款人工智能垃圾分类

系统， 由一个以神经网络算法为基础的

计算机来识别不同种类的废弃物， 用专

门的操作器对被识别垃圾进行分类整

理， 每秒可分拣 1 件废弃物， 其工作速

度将是人工分类的数十倍。

面临观念和技术上的难题

不过， 在垃圾分类方面， 不论是向

企业传达市场机会， 还是向居民宣传分

类知识， 俄罗斯都面临不小挑战。

近年来， “分类回收环保行动” 等

不少志愿者组织通过宣讲、 表演、 展览

等各种形式向大众宣传垃圾分类， 但效

果并不显著。 因为很多俄罗斯人尚未形

成垃圾分类回收的观念， 不少居民还抱

怨垃圾回收点太远， 仍习惯使用垃圾管

道投掷未分类的废弃物， 不少管道因缺

乏清洁引发一系列卫生问题。

俄罗斯仍处于垃圾分类管理的初

步探索期， 增加垃圾投放点、 增建垃

圾分类基础设施是现阶段重点。 但这

些基础设施建设面临一些难题 。 比

如， 按照法律规定， 垃圾投放点须远

离民居、 幼儿园、 运动场等， 距离公

共用地的距离也要在 20-100 米之

间， 投放点需置于混凝土房屋内， 门

口要留有足够空间作为垃圾车通道。

但实际上， 很多居民区很难满足这样

的条件。

长远来看， 未来俄罗斯不仅需要

新的垃圾处理厂和环保费调配机构，

更需要制定一套废弃物循环经济计

划， 这需要新观念和新技术的支持。

在这一问题上， 俄罗斯还有相当长的

路要走。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研究
生， 现就读于俄罗斯外交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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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紧急状态

本期封面描画了特朗普在气候灾难
中没有找到避难所。 这幅漫画的作者巴
里·布里特说： “特朗普正将他的力量
倾注到 ‘建墙 ’ 这个虚假的紧急状态
中， 同时否认诸如气候变化这样的真正
危机。”

去年 10 月，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
化专门委员会警告， 世界只有十几年时
间应对全球变暖。 但特朗普的回应仍然
是 “我不相信”。

■本报驻柏林记者 赵海博

■张严峻

德国欧绿宝

和柏林垃圾公司

联合开发垃圾转

化技术 ， 可将垃

圾加工成可燃性

物体 。 图为技术

人员展示的成品。

视觉中国

行走世界

■王 薇

■国外推行垃圾分类有何妙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