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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馨使者：从垃圾分类到社区自治
� � 和馨苑是上海市中心的一
个新式商品房小区， 共有 178
户。 小小的门脸，走进去，感觉很
安静， 人与人之间客客气气，有
一种超然自在的气质。 这种气质
被该小区所属通源居委会的沈
明华书记形容为“独立王国”。

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小区原本有自己的业委会，
自聘物业，自行管理。业委会有 5
个委员，做主的其实只有业委会
主任，其他人都没有声音。 业委
会聘请的物业公司在小区工作
多年，很多居民对其工作并不满
意。 据说这家物业是业委会主任
钦定的，和他个人有千丝万缕的
关系，一直也赶不走。 居民多年
来心里都有怨气怨言，也有人以
各种途径反馈到业委会主任那
里，但是没有用。 商品房小区的
业主也很少想到利用居委会的
力量去解决问题。

居委会跟和馨苑小区的居
民也不打交道，偶尔找到他们办
点事，有时还要看业委会的“眼
色”。 居委会的一些任务和资源
也下不到这个社区去。 反正，商
品房的特点就是“自顾自，没事
别来麻烦我”。

2015 初， 宝山路街道要推
行一批垃圾分类的试点社区，
其中和馨苑在列。 但因为上述
原因，街道领导也表示“非常担
心”。

而和馨苑的垃圾投放点，在
建设之初， 被设计在小区最里
面，极不利于居民投放。 所以，物
业在和馨苑的 9 幢楼的每个门
洞前，均放有三个垃圾桶。 但是
在实行垃圾分类的初期，必须要
有足够的志愿者对投放点的监
管，才能有效地进行。

此时， 沈明华颇有压力，他
跟业委会只是点头之交，人家不
太买居委会的账，垃圾分类的工
作如何推得下去？ 沈明华要在几
个月的时间里等待和创造转机。
从一个人开始的志愿者队伍

不久， 发生了这样一件小
事：和馨苑有一堆建筑垃圾要拉
走，人家要价 2500 元，沈明华知
道了， 联系了街道办，1000 元给

他拉走了。 这件事让业委会觉
得：哦，原来你们居委会还是有
用的。 他们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
妙的转化。

垃圾分类工作主要靠人。 一
般来讲，像和馨苑这样的商品房
小区， 要找到志愿者是相当难
的。 正好此时，居委会改选完成。
沈明华瞄上了一个不坐班的居
委会干部———赵晓红。 此人是位
40 多岁的党员，曾在国企做过工
会工作，为人热情真诚、做事认
真。 沈明华期望从她开始，撬动
和馨苑的垃圾分类工作。

8 月份， 在社会组织爱芬环
保的推动下， 小区的各种宣传、
培训、垃圾桶布点完成，召开启
动仪式后，马上就要开始志愿者
值班。 沈明华把寻找志愿者、组
织值班、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任
务交给了赵晓红。

赵晓红在和馨苑正式居住
的时间并不长，并不认识邻居。
但她是一个肯动脑子的人，她
先找到了小区的一个党支部委
员、楼组长朱阿姨，动员她来做
志愿者。 朱阿姨爽快地答应了。
她们开始一户一户地敲开小区
党员和楼组长的门， 寻找志愿
者。 后来，又去一户一户地敲居
民的门，通过值班不断拉人，和
馨苑的垃圾分类志愿者达到了
40 人。

这其中微信群发挥了巨大
作用。 沈明华建立了一个专门的
志愿者微信群，找到一个人就拉
一个人进来。 志愿者值班一次，
就发一次活动照片和信息。 居民
之间以前并没有直接的管道可
以相互联系， 现在加了微信群，
人、名字、住处等各种信息一目
了然，沟通起来非常方便。

业委会主任在垃圾分类前
期“冷眼旁观”这件事，并不参
与。 但志愿者的热情打动了业委
会主任。 垃圾分类一周后，他让
他太太出来做志愿者。 再过一
周，业委会主任自己出来写垃圾
分类的黑板报了。 再后来，业委
会为每个志愿者订制了一个专
用茶杯。 一个多月后，业委会主
动让出一间地下室，作为志愿者
的专用活动场所。

撬动社区自治

在整个过程中，赵晓红和她
的团队的背后是居委会的鼎力
支撑。 如今，业委会加入到这项
工作中来，成为很重要的社区力
量。 在业委会的带领和志愿者们
的督促下，物业也逐渐改变了怠
惰的态度，开始配合垃圾分类的
工作。冰霜暂融，蓓蕾初放。和馨
苑的社区氛围，因为垃圾分类发
生了很大的改变。

更大的改变还是人。 和馨苑
的氛围从之前的“安静、客气、独
立王国”，转变为“热情、友好、开
放”。 以前住了 10 年都不认识的
邻居， 忽然成为了志愿者朋友。
因为在这 3 个月中，志愿者风里
来雨里去，天天面对居民，开展
值班工作，认识了小区大部分居
民。 谁家有老人小孩，谁家有病
人，谁家有保姆，谁家一直做不
好分类，志愿者逐渐了然于心。

对于和馨苑垃圾分类的工
作业绩、 志愿者团队的成长，沈
明华非常满意。 在 2014 年和
2015 年， 在爱芬环保的协助下，
他一共在本居委会推了两个小
区的垃圾分类。 2014 年的小区始
终没有成立团队， 分类效果一

般。但和馨苑却大大出乎
他意料，他在一次演讲中
神情激动地讲道，“垃圾
分类对社区工作真正起
作用了”；“垃圾分类很
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垃
圾分类之后产生的综合
效应。 之前我们的邻里
之间根本不认识， 通过
垃圾分类让他们熟识起
来。 举个例子，之前居民
之间产生矛盾没有地方
投诉，现在我们的志愿者
团队成立了一个自治会，
并从业委会拿到三间房
间作为办公室”。

成功地做好了小区
垃圾分类工作，只是这个
团队发挥作用的开始。后

来通过成员之间征集，用“护馨
使者”来命名自己的团队，他们
在 2016 年初就开始规划一年的
工作， 从管理好小区的停车、乱
扔垃圾、到成立“暑托班”、“宠物
俱乐部”，开展志愿者活动。

当然，2016 年最重要的工作
是推动业委会的改选。 垃圾分类
工作中虽然业委会不断支持，但
在在小区其他矛盾和问题上，业
委会并没有做出更明显的改变。
沈明华下定决心，今年要把和馨
苑业委会改选的事拿下来。 对他
来说，有了一个强大的志愿者团
队和自治会，他对改选已经有七
成把握了。

让垃圾分类深入居民心中

朱阿姨说， 在和馨苑开展
垃圾分类，是“晓之以理，动之
以情”的过程。 用尽一切方式，
把垃圾分类的理念传达给居
民，只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用
情感去感召他们。 要让宣传效
果更好，但又不能过于频繁、强
硬地把垃圾分类知识“填鸭”给
居民， 赵晓红他们想出了以活
动带宣传的方式。

“大手牵小手”亲子活动，让
小区中的小朋友去发放垃圾分
类宣传册，通过小朋友的力量去
感召大人；与回民中学、市北职
高的社会实践相结合，年轻人带
来更广视野；“流动红旗” 大评
比，特制评分表，让垃圾分类行
为可视化，激励每一户居民积极
参与……职福盛， 是团队中的

“智多星”， 从事旅游行业的他，
会将国外的先进事例和分类好
方法分享给大家，“我们要做的
是， 让垃圾分类像明星的脸一
样，被大家所熟知。 ”

“搞活动是为了更好地传播
垃圾分类的理念，这个方式的确
收到了不错的成效。 ”赵晓红表
示，有不少居民在活动后，主动
加入“护馨使者”志愿团队。

“记得团队刚成立的时候，
正是上海最阴冷的那几天，早晚

各 2 个小时轮班， 整个小区有 6
个垃圾点，虽然很难，但我们都
没有气馁。 ”赵晓红说。在寒潮光
临上海的那几天， 就是下雨天，
志愿者也会一早 6 点准时到岗，
他们无私的志愿者精神，让不少
小区居民颇受感动。

充分发挥小区领头羊的作用

在和馨苑“护馨使者”慢慢
成长中，有一个导师相伴，就是
爱芬环保。

“过去我们人少力量小，在
垃圾分类方面很多事情，都要依
赖爱芬环保的帮忙。 现在我们在
他们的培训和帮助下壮大起来
了，我们可以和他们一起做更多
的事了。 ”赵晓红说，现在爱芬环
保还以和馨苑作为试点小区，实
行“菜篮子计划”，支持上海市的
减塑行动。“我们和爱芬一起在
和馨苑做了一次露天活动，只要
小区居民在减塑宣言上签下自
己的名字我们就免费赠送一个
菜篮子，现在附近的小区一看到
拎着菜篮子的人就知道是和馨
苑的居民。 ”

在爱芬环保多年从事社区
工作的历程中，和馨苑是一个比
较突出的“以垃圾分类带动社区
治理， 以社区自治保障垃圾分
类”的成功案例，我们从这个案
例中可以学习到很多，关键的几
点则是：

社区治理必须是因事而起，
垃圾分类就是一个而很好的切
入口；

因事找人， 找到愿意奉献
又有能力的社区领袖并持续支
持 TA；

充分重视和发挥新媒体如
微信等的作用，大力传播和弘扬
正能量，激励居民加入；

社区管理者（如居委会）要
放手让自治团队成长， 当需要
担当责任的时候， 领导要敢承
担，敢兜底，消除志愿者们的后
顾之忧。

（据公益慈善学园）

■ 郝利琼

� � 短短几个月间，环保志愿者从 1 个发展到 40 个，和馨苑小区所发生的故事，正是被无数社区管理者
所寻求的垃圾分类与社区自治的良方

赵晓红与居委会、爱芬环保一起商议小区垃圾分类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