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垃圾分类这件事，如今在上
海成了一件上到市委书记 、市
长 ，下到普通百姓 ，特别是中小
学生都在关注的“大事情”。

此前 ，上海为期三年的 “环
保战役”正式打响。 上海市政府
发布 《上海市 2018~2020 年环境
保护和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其
中针对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明确
了 “继续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减
量 ”和 “完善生活垃圾末端处置
体系 ”等 5 条具体要求 ；上海市
绿化市容局发布《上海市生活垃
圾全程分类体系建设行动计划
（2018~2020）》，计划到 2020 年所
有区实现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
90%以上的居住区垃圾分类实际
效果要达标。

但这件事定目标容易，落实
起来却很难。 日前，中国青年报·
中青在线记者在上海的虹口区、
崇明区、长宁区蹲点采访垃圾分
类具体实践情况后发现，破解上
海的 “垃圾围城 ”难题 ，“青年参
与”是关键。

环保达人跟踪“垃圾去向”

宋慧是上海爱芬环保科技
咨询服务中心的总干事，36 岁的
他已经与垃圾打了近 10 年的交
道。 他干过很多“蠢事”，比如辞
去外企高薪工作自己创办公益
组织，比如吃力不讨好地待在小
区垃圾桶旁教居民怎么把垃圾
分类，又比如，清晨五六点钟起
床开车跟踪垃圾装运车。

从 2011 年开始“与垃圾为
伍”， 宋慧和他的团队目前已经
为全上海 309 个社区制定并执
行了垃圾分类宣传、推广、落地
计划。 看到居民定时定点拿着不
同类型的垃圾袋出门扔垃圾，是
他最开心的事之一。

“居委会、物业都拿垃圾分
类这件事没有办法， 他们能做
的，最多就是挨家挨户发放分类
垃圾袋。 ”在上海各种小区的垃
圾桶旁待下来，宋慧发现，自己
团队能做的其实有很多。 比如，
爱芬环保每次入驻小区前会进
行一个垃圾分类行为的入户调
查， 分析小区的垃圾分类情况，
再制定专业的执行、推广方案。

这种推广包括但不限于挨
家挨户上门宣讲、双休日举行大
型宣讲活动、志愿者在垃圾桶旁
蹲点指导、带社区居民参观上海

最大的老港垃圾填埋场等，“得
让老百姓觉得，做这件事情很有
必要”。

有一段时间，小区里的居民
对“垃圾去向” 问题特别敏感。
“小区业主群里讨论说， 垃圾混
装、混运的情况很突出”，分类率
原本可以达到 90%以上的小区，
对垃圾分类的积极性大幅度下
滑， 很多本来认真分类的业主，
不分类了，“大家觉得，反正分完
要混装，有啥好分的”？

较真的宋慧决定一探究竟。
他清晨五六点钟起床，跟着小区
里运湿垃圾的车辆一路开到了
垃圾场。 他从垃圾场的门缝里朝
内张望，拍下了一段珍贵的影像
资料。

画面中，一名工人穿着橡胶
筒靴， 在一个垃圾池子里捞塑
料。“他是在湿垃圾堆里捞其他
垃圾”， 宋慧一边给居民们播放
视频，一边告诉居民，“如果湿垃
圾分类不纯净、不除袋，垃圾场
就需要工人在特别恶劣的环境
下进行分拣；如果大家不分类或
者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分类，工人
会判断这是混合垃圾，会一股脑
儿全部扔进需要焚烧的炉子里
或者进行填埋，不再进行二次分
类，这会对环境造成损害。 ”

“有图有真相”的解说，破解
了小区居民的顾虑，他们开始重
新认真分类。“垃圾分类的源头
在老百姓，老百姓的习惯最难改
变。 ”宋慧说。

据团上海市委社会工作部
介绍，目前像爱芬环保一样从事

垃圾分类的青年社会组织已经
有 30 余家， 他们每天都在用更
加专业的手段让垃圾分类“入脑
入心”。 为此，团上海市委还发布
了面向全市青少年的垃圾分类
倡议和上海青少年参与推进城
市生活垃圾分类五项行动计划。

15 个年级“课课不重样”

上海长宁区建青实验学校
是一所从幼儿园到高中共计 15
个年级的一贯制学校。 这样的学
校，成为了上海垃圾分类工作的
重点工作校。 有意思的是，学校
把乍一听上去有些枯燥的垃圾
分类课，上得有趣、有益，还能锻
炼孩子们的科学思维能力。

小学部的“生灵之境”探究
小组是首个进行垃圾分类探究
活动的小组。 学生们从教室里的
湿垃圾、干垃圾和可回收垃圾桶
中，分别取出一种垃圾，将它们
埋入土中并种上植物，模拟自然
界的环境。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
和记录，对比它们在土壤中的降
解速度。

经过近一个月的观察、 记录
和调查，同学们发现：不同的垃圾
在土壤中的降解速度是不同的。

比如，湿垃圾橘子皮，经过 4
周长出了霉菌， 并开始降解；干
垃圾餐巾纸出现了小部分变色
情况；可回收垃圾矿泉水瓶则完
全没有被降解的迹象。 五年级学
生王睿迪很快理解了“为什么要
把垃圾分类”“垃圾分类后，可回
收垃圾可以用资源回收的方式

循环利用，湿垃圾可以用填埋或
堆肥的方式处理。 不同种类的垃
圾都有了对应的去处，实现资源
再生，不污染环境”。

学校初中部大队辅导员黎
雯越介绍，学校根据不同学生的
年龄特点，设计了不同程度的环
保课程。 幼儿园的孩子基本掌握
认识“什么是干垃圾、湿垃圾”；
小学、初中学生深入了解“为什
么要垃圾分类”“怎样正确地进
行垃圾分类”； 高中生则带着课
题进行环保类、垃圾分类研究性
报告的学习和撰写。

这所学校的教学楼中有一
棵创意“环保树”。 二手书籍、旧
校服、文具用品、雨伞等闲置物
品都可以捐赠到这里，通过这棵
“树”，将可再利用的资源分享给
其他有需要的同学。

在上海交通大学，《上海交通
大学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办
法》和《上海交通大学生活垃圾分
类目录及相关要求》于 2018年 11
月正式公布。 上海交大后勤保障
中心物业与环境管理办公室主任
卢琦介绍，学校早在 2017 年就提
出“校园垃圾革命”的设想，并建
成东三宿舍区、 下院教学楼两个
垃圾分类示范点。如今，校园里所
有的生活垃圾都由专业的城市环
卫服务企业进行全机械化的集中
收运， 再由政府指定的环卫企业
统一外运处置。

“垃圾之战”要观念先行

很多人不知道，上海的垃圾

分类工作早在 10 多年前就已经
开始了。 但上海人到现在只能说
暂时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宣
传、宣讲。 ”上海市虹口区绿化和
市容管理局的工作人员介绍，
2019 年以来，虹口区已完成居民
区全覆盖入户宣传工作，宣传户
数 26.9 万户， 发放宣传册 28 万
份，《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5000 本。 在居民区、单位、园区、
楼宇开展各类积分兑换、宣传培
训场次约 363 场次，参加人数达
3.9 万人次。

5 月底， 在虹口北外滩滨江
码头上， 虹口区领导为虹口区

“彩虹宣讲团”成员颁发聘书。 宣
讲团吸纳了来自街道、分减联办
成员单位等各层级的垃圾分类
宣讲人员，未来，他们将定期进
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公园宣
讲生活垃圾分类知识。

北外滩街道党建服务站工
作人员韩栋每周都会有一个中
午在北外滩的高档写字楼里讲

“垃圾分类”，“重点给那些白领
讲讲，年轻人爱公益”。 他时不时
会到写字楼的分类垃圾桶旁“检
查工作”， 看看哪栋楼分类情况
不好，再有针对性地重点宣讲。

24 岁的环卫青年工人徐杨
帆也在实际工作中发现了“宣
讲”的重要性。 他和宝谊环境卫
生服务公司的工友们一起，自编
自导自演了垃圾分类创意情景
剧《一分到底，一学就会》，他们
深入社区、学校和企业，用生动
有趣的方式宣讲垃圾分类知识。
他还因此站上了团上海市委
2019 青年社区达人赛的舞台。

“我们宣讲的重点人群，就
是青年群体。 一个青年可能有一
个配偶、 两个孩子、4 个父母，他
还有同事、同学、朋友，一个人可
以影响一群人。 ”徐杨帆在多年
的工作中总结出一条规律，“影
响青年”可以事半功倍。

2013 年起， 上海市政府在
“百万家庭低碳行、 垃圾分类要
先行”项目的基础上，推出“绿色
账户”正向激励机制。 经过多年
努力，“绿色账户”已普及上海 16
个行政区共 400 万户，“绿色账
户” 发卡量已经达 350 万张，而

“绿色账户”的户主以 40 岁以下
青年为主，他们把开通绿色账户
当作一种时尚。

（据《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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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青年 事半功倍

上海：破解垃圾围城要靠青年参与

长宁区建青实验学校的学生们在 STEAM 课堂上学习垃圾分类

（上接 08 版）

发展与挑战并存

在儿童医疗救助领域，爱佑
创立的“流程化管理、多方位监
控、单病种限价”的项目模式，和
今天在儿童医疗领域的多点尝
试，都是希望给予公益行业及其
他伙伴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高梓菲认为可以拿来给其他

机构学习和交流的部分主要体现
在项目理念、 项目模式和实操层
面。比如在项目模式层面，爱佑提
出系统化的方法论， 即每一次的
战略升级其实都是围绕解决一个
社会问题， 推动该问题进行系统
化改变，找出干预的途径等，这都
是方法论的层面，也是共通的。

“高效”“专业”“公开透明”
是爱佑始终坚持的， 栾贻斌介
绍，爱佑一直在技术研发、数据

化和智能化方面努力， 现在 IT
和大数据也在帮助爱佑业务发
展和完善。

通过不断调整和升级， 机构
注入了新鲜力量， 然而在不断发
展的同时，挑战也是并存的。谈及
第三次创变面临的挑战， 高梓菲
坦言， 除了医疗救助领域面临的
共性问题———医疗行业的人才稀
缺外，首先，合作伙伴的意识，包
括医院方面的支持力度、 对新方

向的认可程度等都是不确定因
素，需不断做意识引导；其次，学
习国外的先进理念， 并将其本土
化实践、适合中国国情，这对内部
人员的能力素质要求较高；最后，
当机构的愿景和使命转变为系统
化解决社会问题， 由此需要配套
调整的内部架构和业务转型，都
是面临的挑战。

在前不久的活动上，创始人
王兵谈及爱佑儿童医疗业务时

表示：“爱佑希望， 一个社会组
织、一个慈善机构，不仅仅停留
在简单救助层面上，而是能够站
在社会发展的高度、聚焦行业发
展最需要的地方， 发挥自身优
势、撬动最大的社会力量，为孤
贫患儿创造就医条件的同时，更
能为全面提升中国医疗事业的
发展贡献力量，能够让公益慈善
助力社会整体良性生态的的构
建，发挥更大的能量和价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