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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环保官”为中国的垃圾分类赴日取经
■ 本报记者 李庆

“通过此次日本公益行的考
察发现，日本的垃圾分类是政府
用强硬手段强制加倡导，同时设
置处罚措施，加上部分环保组织
和人士自发响应，经过一定时期
后，慢慢完善并建立起来的。 ”

来自厦门大学 FY 团队的成
员在结束日本考察之旅后感慨
道：“中国相比日本，实行垃圾分
类的难度虽高，但实现垃圾分类
和垃圾资源化一定是将来发展
的必然趋势。 未来是年轻人的，
应该从小开始抓起科普教育，增
加趣味性，除此之外，我们也肩
负责任和使命。 ”

在四天的行程里，FY 团队
了解了日本从民间个人、公益组
织到政府部门对于垃圾处理的
各项做法， 包括走访了寺庙、公
园，参观了举世闻名的八大公害
事件之一的四日市环境公害未
来馆，参观了京都市环境保护活
动中心资源最大化和垃圾“包好
不乱丢”的趣味展示，拜访了将
资源回收利用做到极致的东京
都废弃物填埋处理场，了解了日
本针对垃圾的多项处理措施。

作为本届“垃圾投进趣”青
年公益实践大赛的冠军队伍，来
自厦门大学的乔碧汀、 邱泽南、
赖颜三名大学生组成的 FY 团
队， 于去年 10 月开始参加到比
赛之中， 经过半年的层层竞选，
最终从 1408 支团队中脱颖而
出，夺得桂冠。

同样获得日本环保之旅资格
的另外两名大学生分别是来自安
徽大学环境保护协会的李雪洁和
中国矿业大学自强社的石卓，他
们作为 2018 箭牌“垃圾投进趣”
优秀社团，夺得了并列第一。

此次日本之行，是他们和冠
军队伍的任务之一，他们将把从
日本学习到的先进垃圾处理理
念，带给更多的人。

“创意环保官”日本取经

据资料显示，2014 年起，箭
牌基金会携手中国扶贫基金会
共同发起“垃圾投进趣”公众教
育项目。2017-2018 年度，该项目
再次获得箭牌基金会和中国扶
贫基金会的支持，面向全国高校
举办了“垃圾投进趣·全国青年
公益实践大赛”，招募“创意环保
官”，共吸引到 1408 支团队报名
参赛。 截至目前，“垃圾投进趣”
项目通过一系列趣味的线上线

下活动，直接影响人数已累计超
过 500 万人，让更多人养成了垃
圾“包好不乱丢”的环保习惯。

通过历时近半年的比赛，来
自厦门大学的 FY 团队凭借极具
创意的实践方案与出色的现场
发挥， 赢得来自玛氏箭牌中国、
中国扶贫基金会、 创意营销、创
新思维及环保公益界评委们的
认可， 最终获得全国总冠军，夺
得“创意环保官”称号。

作为冠军团队的特别奖励
兼特别任务，FY 团队获得赴日
本考察交流的机会，探索妥善处
理垃圾的有效方法。

“日本环保的成功有其原
因，也是必然的。 ”FY 团队的队
员在东京都废弃物填埋处理场
参观交流后感慨道。

在垃圾分类方面， 让 FY 团
队的队员惊讶的是日本政府对
垃圾处理的实施力度。

在参观京都市环境保护活
动中心的过程中，FY 团队了解
到京都市政府在进行垃圾分类
时采取的有力措施。

第一， 提供指定的垃圾塑料
袋，非此垃圾塑料袋承载的垃圾，
政府不给予回收处理。并且，每个
塑料袋需要 45 日元， 容量为 1
升。 FY团队认为，这一措施从市
民利益出发， 通过收取垃圾处理
费和限制垃圾袋的容量， 让市民
以经济角度减少垃圾的产生；

第二，政府强有力实施垃圾
分类的办法，严格地规定可燃垃
圾、 可回收垃圾的回收时间，同
时设置处罚措施。 FY 团队认为，
这一措施自上而下地大力推动
了分类的进行，从根源上把不同
的垃圾分开， 便于后期处理，减
少分类成本；

第三，提供不同垃圾的处理
技术，督促每个市民进行垃圾分
类的同时，也向市民展示垃圾分
类后的成效。 FY 团队觉得，政府
对分好的垃圾并不是“一口端”，
而是切实地提供着对不同垃圾
处理的方式，让市民知道自己的
分类是有意义的，从心理上让市
民更愿意对垃圾进行分类；

第四， 提供具有科普作用
的、与环境相关的趣味馆，从小
教育孩子垃圾“包好不乱丢”。

在所参观的京都市环境保护
活动中心场馆内， 各种设施被加
了趣味化处理，例如趣味动画、手
绘 KT 板、 自行车或手动式发电
机、能源跷跷板、触摸式场景屏幕

等，让科普不仅仅是知识的灌输，
更从体验角度让参与者感受到环
境保护的意义所在。 用长线穿起
的塑料瓶、垃圾重量机、不同类型
的垃圾橱窗也都展示和诠释了垃
圾投进“趣”的趣味所在。

家庭教育也至关重要

此次的日本环保之旅中，唯
一令李雪洁遗憾的是因场馆另
有安排，没能参观到大阪舞洲垃
圾处理厂，只好在垃圾处理厂门
口走马观花地观摩一番。 虽是垃
圾处理厂， 但它却没有一丝脏
乱，反倒干净整洁，类似于一座
儿童科技园，其建筑风格如童话
般美好。

在别具一格的走廊里贴满
了各种垃圾处理的漫画，让小朋
友们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更
加清晰地了解垃圾处理，使他们
乐在其中的同时，环保意识也接
受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这种童话
般美好的建筑风格，把美与垃圾
相结合， 让人们忘记了垃圾的

“脏、乱、差”，更能用美好的心态
去认识和分类垃圾。

日本的环保理念之所以能
在学生、民众中培养起来，李雪
洁觉得，是因为他们幼年时便开
始耳濡目染培养环保理念，从最
初繁杂的垃圾分类规则，至街道
两旁干净整洁的环境熏陶，还有
如艺术馆一般的环境知识馆，如
游乐园般的污水与垃圾处理厂，
通过定期的参观、高频次的环保
理念宣传， 环保意识得以逐渐、

深刻地建立起来。
除了垃圾处理厂之外，日本

政府也投入巨资在垃圾回收等
各方面的工作，同时，还规范了
相关的法律法规。

与之相辅相成的是学校教
育。 在日本，每所小学都有相应
的垃圾处理课程。 在大阪，小学
四年级的学生就被要求到下水
道博物馆和污水处理厂参观。

政府推动、 学校教育之外，
家庭教育对于构建人们环保意
识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日本有些地区的垃圾手册列
出 500多项条款，民众都会自觉遵
守，与他们在家庭长期接受环保教
育有关。 因为从小加强的家庭教
育， 让他们养成了良好的环保习
惯。 ”李雪洁向记者描述道。

能否复制日本经验？

日本之旅的最后一站是参
观东京都废弃物填埋处理场，该
处理场有中央防波堤内侧填埋
地、中央防波堤外侧填埋处理场
和新海面处理场等多个填埋区，
整个东京的垃圾全部都运送到
该处理场进行处理以及填埋。

东京都环境公社讲解员横
森向记者透露，日本的垃圾从社
区到填埋场地要经过一系列的
加工和处理， 其具体流程是收
集、搬运（由各区执行）→中间处
理（包括焚烧、破碎等）→填埋→
覆盖泥土。 不同的垃圾有不同的
填埋轨迹路线，如可燃垃圾在焚
烧场进行焚烧处理，不可燃垃圾

在粉碎场进行粉碎处理，大件垃
圾（如冰箱、床等）由居民将其各
部件按照可燃垃圾、不可燃垃圾
以及可回收垃圾等仔细分好，送
至不同中间处理场进行分别处
理。 进行这些处理措施的主要目
的是为了减少填埋量，延长垃圾
填埋地的使用寿命。

谈及日本的垃圾分类经验
在中国是否具有可复制性，冠军
FY 团队和荣获第一名的社团代
表分别给予了肯定的答复。

作为社团的代表，李雪洁认
为，中国可以引进日本先进的垃
圾处理技术，同时，日本关于垃
圾分类的经验也值得借鉴。 他的
建议是可建立垃圾分类试点，由
点及面将垃圾分类和环保意识
慢慢渗透到日常的生活中去。

这点得到了 FY 团队的认
可，FY 团队队员亦认为，由于国
情的不同，若借鉴需根据国情进
行调整。 然而，日本的垃圾处理
技术、解决方法和思路这些经验
却是可以复制和参考的。

“我国在最近几年也在积极
推进国内垃圾分类的发展，相信
未来一段时间，我们一定也能像
日本一样， 垃圾填埋量逐年递
减，实现垃圾的最大价值。 ”乔碧
汀总结道。

链接>>>
关于“垃圾投进趣”项目

2013 年，玛氏箭牌在中国启
动了 “垃圾投进趣 ”公众教育项
目 ，以 “垃圾投进桶 、世界大不
同”为理念，致力倡导“包好不乱
丢 ”的文明意识 、培育妥善处理
垃圾的负责任公民行为、营造更
绿色更洁净的社区 。 项目以生
动 、趣味的形式 ，在社交媒体及
公众社区成功发起多个主题活
动 ，包括 “随身垃圾袋大学生创
意设计大赛”、“‘垃圾投进趣’青
年公益实践大赛”、 学生志愿者
下社区活动、“腾讯乐捐：支持环
保一步之遥 ” 微信公益活动等
等。 目前，项目通过富有创意、趣
味的线上线下活动，直接影响的
公众人数已累计超过 500 万。东京都废弃物填埋处理场内正在进行垃圾分类 京都市环境保护活动中心陈列的不同类型的垃圾橱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