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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垃圾分类变“风景”：行动在指尖，文明在心间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施行将满一周年，申城市民群众积极参与“新时尚”实践

从压力到压实
当好全国垃圾分类示范者

垃圾分类为什么这般重要？ 首先是迫

在眉睫。“垃圾围城”的压力，国内很多城市

都面临着相似的困局； 而在上海， 一直有

“15 天堆起一座金茂大厦”的说法。 解决途

径只有一个：垃圾分类，源头减量。

其次是没有退路。在 2019 年上海两会

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获高票通

过， 表明上海在全国率先将垃圾分类纳入

法治框架，并从此步入垃圾分类强制时代。

实际上， 在此之前， 上海早已开始新

一轮生活垃圾分类的顶层设计： 发布生活

垃圾全程分类体系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一

系列配套文件也先后发布； 市、 区、 街镇

各级政府、 居委会基层干部、 志愿者、 第

三方社会组织等社会各方纷纷行动起来。

此后， 配套文件制定、 垃圾厢房改造、 社

会动员、 分类知识宣传普及……迅速席卷

全城。

再者是引领时尚。 放眼一些国际大都

市， 垃圾分类做到了极致， 比如拆解一个

牛奶盒要分五个步骤等。 上海要建设具有

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

市， 必须把一流水平的垃圾分类作为新的

时尚追求。

去年 7 月 1 日，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

理条例 》 正式实施 。 一时间 ， 话题 、 段

子、 社交梗层出不穷， 垃圾分类在上海市

民的较真和网友们兴致勃勃的围观中， 引

来广泛关注。

“湿纸巾再湿也是干垃圾，干香菇再干

也是湿垃圾”“羊肉串变成羊肉吕”……这

种看似吐槽的学习方式， 意在传递最接地

气的分类知识 。 “拎得清 ” 是上海话对

“得要领” 的褒奖， 现在成了市民出门倒

垃圾前的自我拷问。 好习惯的养成不在一

朝一夕， 只有全民共同参与， 发挥草根智

慧， 才有生态文明的可持续进步。 “上海

要当好全国推行垃圾分类的示范者”， 这

是市民对城市管理水平和自身素质的自

信， 也是上海应有的担当。

根据规划 ， 2019 年起 ， 全国地级以

上城市要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到

2020 年底， 46 个重点城市要基本建成垃

圾分类处理系统 ； 2025 年底前 ， 全国地

级及以上城市要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

统。 就像其他国家的分类模式未必完全符

合上海的实际， 大城市与中小城市、 城市

与农村的情况也各不相同， 但只要务真求

实、 集聚众智、 勇于创新， 新时尚定会蔚

然成风。

从关注度到参与度
让每个主体都 “动” 起来

垃圾分类能否成功， 考验的是市民素

质。 “带着大家做” 好过 “喊着大家做”，

上海在第一时间上线垃圾分类查询小程

序， 为居民提供垃圾分类指导手册， 帮助

人们了解、 掌握分类的原则与技巧。 垃圾

分类看似围着垃圾转， 实质是居民思想认

同、 形成自觉的过程。

基层治理能力也很关键。 社区干部时

常入户宣传， 依次突破 “五重门” ———小

区门、 楼道门、 电梯门、 家门、 心门。 各

小区业委会和物业服务企业各显神通， 有

的成立智囊团， 有的制定垃圾分类专项规

约， 有的在厢房和楼道设立 “新时尚榜”。

小区志愿者也不可小觑， 在居民 “破袋”

时仔细探测， 有如学术研究一般， 审度有

没有扔错了桶。

换一种视角， 被市民用放大镜打量的，

不止是垃圾分类准则， 还有城市治理能力和

协调能力， 甚至是应对质疑的能力。

撤桶和定时定点 ， 是通过形式上的约

束， 培养垃圾分类习惯的关键一招。 在被白

领们网上吐槽后 ， 上海相关部门管理者提

出， 不要一刀切， 既要严格执行硬性约束，

也要充分考虑居民需求， 做到 “一小区一方

案”， 并分成各派———温和派， 选择在定时

定点投放点之外再设个错时垃圾箱 ； 托底

派 ， 由物业对特殊群体上门收垃圾 ； 智慧

派， 依靠智能垃圾箱扫码随时开启。 种种实

招迭出， 收效甚好。

再如，湿垃圾“破袋”弄脏手怎么办？不少

街道在垃圾厢房配置了感应式洗手池。 根据

市绿化市容局近日发布的新版上海市生活垃

圾分类示范区、达标（示范）街镇（乡、工业区）

综合考评办法，将“垃圾投放点采取异味控制

措施，收集点配有破袋、洗手装置”纳入考评

范围。 这意味着，除臭、破袋、洗手，将是所有

生活垃圾投放收集点的“标配”。更到位、更方

便的投放条件， 势必会激发更多人分类投放

垃圾的热情。

那么， 垃圾分类之后的末端处理能力能

否跟上，是否前头精细分类，后面却又一“混”

了之？ 上海一边稳步提升生活垃圾处置利用

能力， 一边落实规章惩处混装混运和混合处

置……政府与百姓类似的良性互动， 是城市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总之， 垃圾分类这项系统工程， 涉及政

府、 企业、 社区、 居民等多方主体， 包括投

放、 收集、 运输、 处理等多个环节， 需要协

力推进。 让每个主体、 每个环节都 “动” 起

来， 垃圾分类才能真正铺开。

从盆景到风景
上海继续自我加压

在法律法规和社会氛围的双重倒逼下，

一大批街镇和社区各自探索出行之有效的经

验做法。 2019 年 ， 全市 135 个街镇成功创

建为垃圾分类 “示范街镇”， 示范率 61.8%；

10 个区创建成为 “示范区”。 对照居住区垃

圾分类 “五有” 达标标准， 上海 1.3 万余个

居住区 （村） 的分类达标率， 由 2018 年底

的 15%提高到 2019 年底的 90%。 这足以证

明， 垃圾分类取得显著成效的社区， 已经从

少数几座 “盆景” 迅速发展为覆盖全市大部

分社区的 “风景”。

这种良好的势头延续到今年 ， 即使在

疫情期间 ， 上海垃圾分类的 “习惯 ” 保存

良好 。 据市绿化市容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

示， 今年 3 月， 全市可回收物回收量 3342

吨/日 ， 湿垃圾分出量 7394 吨/日 ， 干垃圾

处置量 11693 吨/日 。 对此 ， 市绿化市容局

相关负责人解释称 ， 受到疫情影响 ， 上海

近期可回收物回收量 、 有害垃圾清运量 、

湿垃圾分出量 、 干垃圾处置量均出现较为

明显下降 。 但从四大类垃圾的垃圾总量占

比来看 ， “三增一减 ” 的趋势并没有因为

疫情影响而放缓 ， 说明上海的垃圾分类并

未因为疫情而退步 ， 只是各类垃圾的绝对

量暂时下降而已。

几张“成绩单”对比，进步肉眼可见，今年

上海仍然自我加压。最新发布的《上海市生活

垃圾分类示范区、达标（示范）街镇（乡、工业

区）综合考评办法（2020年版）》，新增了针对

全市沿街商铺的生活垃圾分类测评， 今年将

全面推进沿街商铺生活垃圾定时定点上门分

类收集工作。在虹口、长宁、普陀3个区首批实

现商铺垃圾上门收集全覆盖的基础上，预计9

月底，全市221个街镇（乡、工业区）、约4000条

中小道路、20万家沿街商铺将全面实现上门

分类收集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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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余垃圾 、 湿垃圾……哪种

叫法才标准 ？ 这些垃圾要如何分

类 ？ 每换一个城市 ， 就要重新面

对 “这是什么垃圾 ” 的疑问 ， 是

否需要统一标准 ？ 伴随着全国加

速推进垃圾分类 ， 一些新问题浮

出水面 。

今年， “垃圾分类” 成为全国

政协委员、 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倪闽

景关注的一个话题， 他带来了 《关

于统一全国各省市垃圾分类标准和

标识的建议》。

我国是一个人口流动性非常大

的国家，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报告，

去年 2.36 亿人口处于 “流动 ” 状

态， 打工、 商务、 旅游等交流日益

频繁。 然而， 目前各省区市的垃圾

分类标准存在一定差异， 给跨省出

行的人们带来一些困扰和不便， 甚

至还会面临被处罚。 根据倪闽景的

观察统计， 目前全国 200 多个地市

级以上城市开始倡导垃圾分类， 有

近 50 个城市开始强制实施， 但各地

垃圾分类标准并不统一， 不利于垃

圾分类的进一步开展。

以国内两座超大城市为例， 上

海官方规定的垃圾分类依次为湿垃

圾、 干垃圾、 可回收物、 有害垃圾，

而北京则分为厨余垃圾、 有害垃圾、

其他垃圾及可回收物。 此外， 两大

城市的垃圾分类标识也不统一 。

2019 年 11 月 ， 住房城乡建设部发

布 《生活垃圾分类标志》 新版标准，

但对各省区市并没有强制性的统一

要求。

“垃圾分类标准和标识不一致，

看上去是小事， 实际上存在很大问

题。” 倪闽景从教育工作者的角度出

发， 直抒类似情况容易产生的困惑。

比如， 中小学教材中需要体现垃圾

分类的知识， 由于不同省市的分类

标准和标志不同， 相关教材就需要

有不同省份的版本。

推广垃圾分类 ， 要把握先机 。

一方面， 要从娃娃抓起。 孩子是传

扬这项 “新时尚 ” 的未来主力军 ，

教会他们行之有效的正确分类方

法， 从而激发分类热情， 十分有必

要。 另一方面， 现在全国刚处于垃圾分类强制推进的初

始阶段， 现在出台统一的标准和标识， 后续推进的省市

完全可以利用前面试点城市的经验和宣传资料 ， 大大节

约成本。

倪闽景表示， 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

不仅需要地方立法作出具体规定， 更需要国家立法做好

顶层设计。 国家立法和地方立法联动发力， 才能形成法

治合力， 形成整体实效。 “各地发展水平不同， 垃圾分类

强制实施的时间表可以不同， 但分类标准和标识应该相对

一致”。

他建议， 由住房城乡建设部牵头， 对于已开展垃圾分

类的省区市进行调研， 形成相对统一的强制性标准和标

识 。 全国人大在此基础上尽快颁布垃圾分类相关法律 。

“目前上海、 北京、 太原、 长春、 杭州、 宁波、 广州、 银

川、 厦门、 海口等城市已颁布相关的垃圾分类条例， 为全

国立法奠定了基础”。 我国推进垃圾分类的脚步一直都没

有停下， 速度可快可慢、 力度可急可缓， 但 “垃圾分类标

准全国统一” 确有必要。

■本报记者 史博臻 “现在 ， 出门佩戴口罩 、 垃圾分类投放 、

保持社交距离 、 推广分餐公筷 、 看病网上预约
等， 正在悄然成为良好社会风尚。 这些健康文明的做法要推广开来、 坚持下去。” 习
近平总书记 5 月 24 日下午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湖北代表团审议时， 强调
了这五件事。 由此可见， 这些行之有效的健康生活方式正成为社会文明新风尚， 被
越来越多的人认可和践行。

以垃圾分类为例， 这一率先在上海落地的 “新时尚”， 全市 2000 多万人参与实
践， 为全社会上了生动一课。 再过一个多月，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施行就
将满一周年， 这项被称为 “史上最严” 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究竟带来了什么？

垃圾分类在指尖， 提升文明在心间。 从 “扔进一个筐” 到 “细分四个桶”， 从
“减源头” 到 “再利用”， 上海用绣花功夫做好垃圾分类这篇大文章， 最终使城市品

质有新的升华。 从 2019 年 “年报” 就可见一斑： 上海日均可回收物回收量 4049

吨 、 有害垃圾分出量 0.6 吨 、 湿垃圾分出量 7453 吨 、 干垃圾处置量 17731 吨 。

相比 2018 年底， 分别增加 431.8%、 504.1%、 88.8%和减少 17.5%。 “三增一
减”， 直接体现了上海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的成效。

这种良好势头延续到了今年 ， 即使在疫情期间 ， 上海的垃圾分类工作依然在
“前进 ”。 市绿化市容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 今年 3 月 ， 全市可回收物回收量
3342 吨/日， 湿垃圾分出量 7394 吨/日， 干垃圾处置量 11693 吨/日。

再接再厉， 今年上海将继续深入推进垃圾分类， 实现 95%以上的居村及单位垃
圾分类实效达标 、 85%以上的街镇分类实效达到示范水平 ； 确保可回收物回收量
6000 吨/日以上， 有害垃圾清运量 1 吨/日以上， 湿垃圾分出量 9000 吨/日左右，

干垃圾处置量控制在 1.68 万吨/日以下。

■ 好习惯的养成不在一朝一夕， 只有全民共同参与， 发挥草根
智慧， 才有生态文明的可持续进步。 “上海要当好全国推行垃圾分
类的示范者”， 这是市民对城市管理水平和自身素质的自信， 也是
上海应有的担当

■ 最新发布的 《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区、 达标 （示范） 街
镇 （乡、 工业区） 综合考评办法 （2020 年版）》， 新增了针对全市
沿街商铺的生活垃圾分类测评， 今年将全面推进沿街商铺生活垃圾
定时定点上门分类收集工作。 在虹口、 长宁、 普陀 3 个区首批实现
商铺垃圾上门收集全覆盖的基础上， 预计 9 月底， 全市 221 个街
镇 （乡、 工业区）、 约 4000 条中小道路、 20 万家沿街商铺将全面
实现上门分类收集全覆盖

摄影： 邢千里

■本报记者 史博臻

上海用绣花功夫做好垃圾分类这篇大文章

引领分餐公筷“新食尚”，健康文明的做法要推广开来坚持下去
（上接第一版）

推广分餐公筷，既经济又有效

事实上， 关于使用 “公筷公勺” 的

倡议， 一直是饮食文化的热点话题。 早

在 2003 年 ， 因为一场 “非典 ” 疫情 ，

公勺公筷与分餐制第一次大范围走入大

众视野。 当时， 一些中餐厅开始推出位

餐、 使用公筷公勺。 可是， 当 “非典”

离开后， 这些做法似乎又变得不那么重

要了。

全国政协委员、 上海市针灸经络研

究所所长吴焕淦直言， 中餐的分餐制和

使用公筷公勺是良好的卫生习惯， 是防

范 “病从口入” 的一项有效措施。 “除

了没有这个习惯， 很多市民还认为， 两

双筷子换来换去比较麻烦， 因此疫情过

后， 卫生意识逐渐放松下来， 又恢复了

合餐的习惯 。 许多餐馆也不再提供公

筷， 有些餐馆即使提供， 也逐渐成了摆

设。” 吴焕淦委员说。

17 年后的今天 ， 因为一场新冠肺

炎疫情， 公筷公勺再次被推向饮食文化

的最前沿 。 如何让更多市民养成分餐

公筷的习惯 ？ 吴焕淦委员认为 ， 可以

通过推进立法 ， 明确规定在公共场合

使用公筷公勺的细则 ， 并加强落实 ，

予以考核。

不少代表、 委员均呼吁， 要把疫情

期间培养的好习惯， 转变为常态化防控

的手段。

“合餐时的筷来箸往会造成交叉污

染， 筷勺上黏附唾液所携带的病原微生

物会借此扩散， 成为疾病的重要传播途

径。” 全国政协委员、 上海市公共卫生

临床中心主任朱同玉接受记者采访时直

言， 推广公筷公勺， 不仅很有必要， 而

且从防疫上来说， 是一种既经济又有效

的策略， 堪称 “必须” 之举。

以新冠病毒为例， 飞沫传播是一种

传播途径 ， 很多人聚餐就会有传播风

险， 此时如果使用公筷公勺， 可有效降

低感染风险。 此外， 合餐制也会大大增

加甲肝病毒、 伤寒杆菌等诸多病原体的

传播风险， 大众熟知的幽门螺旋杆菌也

极易通过这种方式传播。

坚持好做法，观念技术都
要变

目前， 全国多地已出台规定推广使

用公筷公勺。 在上海推出的 《上海市民

卫生健康公约》 中， 上海市健康促进委

员会等四部门向全体市民发出使用公勺

公筷的倡议， 16 个区、 2.5 万余家餐厅

纷纷响应。 此外， 北京发布的 “公筷行

动公约” 引导市民就餐时使用公筷， 并

拟将倡导分餐进食、 公筷公勺的文明生

活方式纳入 《北京市文明行为促进条

例》； 浙江省十个部门联合倡议， 在单

位食堂、 餐饮行业、 居家生活中， 全面

推进 “公筷公勺” ……

引领良好的社会风尚， 全国政协委

员 、 民进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胡卫认

为， 可以采取一些策略和方法， 加快推

进速度， 摆脱 “知易行难” 的尴尬。

胡卫委员的建议是， 不妨 “先易后

难 ” “先外后内 ”， 有序推进 。 比如 ，

可以先从餐厅做起， 从公共场所的卫生

管理抓起。 一个城市的餐厅里有没有摆

放公筷公勺， 是否推行分餐， 这可以被

视为社会文明的一个标志。 而在家庭的

餐桌上， 要让一些原本没有建立分餐公

筷习惯的老百姓慢慢融入这一新时尚，

也可以 “分步走”： 让从家庭的亲朋聚

会开始， 养成在餐桌上多添一副公筷公

勺的习惯； 然后再慢慢过渡到小家庭成

员之间。

朱同玉委员有一则观察， 也让人印

象深刻： 除了要加强健康科普、 改变大

众的观念 ， 不妨再从技术层面作些改

变 。 “很多人并非不愿意使用公筷公

勺， 而是分不清。” 他现身说法， 不少

餐厅的确提供公筷公勺， 无奈两双筷子一

模一样， 有一次， 他吃着吃着竟渐渐忘了

哪双是私筷、 哪双是公筷。

他建议， 不妨从公筷公勺的样式、 摆

放的位置等出发作些改变： “比如， 公筷

可以增长五厘米， 用醒目的颜色与私筷区

分开， 这样不至于弄混。”

此外 ， 在推进公筷公勺 “新食尚 ”

时 ， 也可分人群 、 分情况推进 。 比如 ，

对儿童尤其要率先覆盖 ， 因为有调研数

据显示 ， 相比成人 ， 儿童更易感染幽门

螺旋杆菌 。 市民在家时 ， 不妨使用专碗

专筷 ， 既可少洗双碗筷 ， 又可避免交叉

感染。

在传统饮食文化中嫁接现代健康文

明， 胡卫委员认为， 发挥 “小手牵大手”

的效应尤其重要， “建议把这一健康教育

内容纳入学校的卫生教育中， 并和生命教

育、 思想品德教育等有机结合， 在一代新

人中养成新风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