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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分類
「強」不如「巧」

上海曾在18年間實行了7套不同的
垃圾分類標準，此次新標準為第8
套，琳琅滿目的分法使得很多人一下
子無法習慣，加上和之前舊分類標準
混淆，這使得不少人要花額外的時間
去記憶和分揀。
年逾七旬的張阿婆告訴香港文匯報

記者，現在每天基本上要花一個小時

去分垃圾，有時搞不清楚還要全家討
論一下。起因就是前陣子端午節，吃
完粽子將粽葉放在濕垃圾內，結果丟
垃圾時被志願者「當場抓包」，指出
分類不對。張阿婆現在每次丟垃圾壓
力很大，要拿出社區發的宣傳資料對
着分類，因此耗費的時間也格外長。
針對上海市民分類難的問題，不少

平台推出各種查詢產品，包括官方渠
道「上海發佈」的「垃圾分類查詢」
小程序。不過，香港文匯報記者使用
後發現，很多和生活息息相關的垃
圾，即使在權威平台上亦查不到分類
標準。比如當下飼養寵物者眾多，他
們最關心的寵物糞便該怎麼扔，可惜
平台上查詢不到。有志願者向記者表
示，寵物糞便理應飼主帶回家沖掉，
但考慮到實際情況執行難，目前只能
按乾垃圾處理。

此次上海推行的垃圾
分類管理條例，個人如
不按規定混合投放，最
高可罰款200元（人民
幣，下同）。香港文匯

報記者從多個試行小區了解到，目前尚
無罰單開出，取而代之的則是一系列創
意方法，有社區實行「碎碎念」式的督
導，有些則給出「真金白銀」換垃圾。
同時，在推行分類過程中，很多有趣的
職業亦應運而生，類似「垃圾分揀
師」、「代分垃圾跑腿小哥」等。上海
市民普遍覺得，用「罰」來推行垃圾分
類太生硬，還是用巧方法來鼓勵更得人
心。
在寶山區檀鄉灣社區內，香港文匯報

記者看到那裡的居民已經非常習慣垃圾
分類這一做法，很多人提着乾、濕兩袋
垃圾，熟練地先丟棄乾垃圾，再將濕垃
圾從袋子中傾倒出，最後將裝濕垃圾的
袋子作為乾垃圾分類。動作一氣呵成，
分類也準確無誤。
此外，上海不少小區還設有綠色賬

戶，每次投放垃圾後可進行積分，最終
積分能換取實惠物品。盾先生向香港文
匯報記者展示了他的綠色積分，目前已
有400多分，可兌換上海植物園門票。
「400分換到價值40元的門票，也就是
10分換 1元，每次投放垃圾可積 10
分，等於是一天扔兩次垃圾賺了2元
錢。」盾先生算了筆賬。
和垃圾打交道之前被認為並無花樣，

但自垃圾分類試運行以來，一批新職業
就此產生。很多小區裡的保潔員「升
級」為「垃圾分揀師」，他們在二次分
揀居民垃圾源頭的同時，被允許能獲得
可回收垃圾做補貼。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夢璟 上海
報道）「我們已經和周圍的房屋中
介都溝通好了，對於新來居民，便由
中介先與業主和租客溝通，遵守上海
法規以及小區規章制度，小區內的宣
傳與指導也不會停，這樣多方面保障
了垃圾分類施行。」上航新村居民區
是上海較早推行垃圾分類試點的社
區，社區黨支部書記朱雪菊表示，從
2017年小區開始試行垃圾分類以來，
上航新村所在的程家橋還入選了首批
上海市生活垃圾分類工作達標示範街
鎮。如今，通過兩年的推廣與溝通，
軟硬件齊配備，小區的垃圾分類成功
率達到100%。

亂扔垃圾要通報工作單位
從最初的成功率僅有30%，到如今

的 100%，朱雪菊有一套自己的秘
訣。「剛開始肯定很多人是不理解
的，因為垃圾分類確實要比以前隨便
扔麻煩很多，那麼怎麼讓他們接受
呢？除了數十名志願者風雨無阻的宣
傳指導，我們不斷和業主、租客商量
溝通，碰到實在不配合的，甚至還要
和其所在單位溝通，真的法制化後，
亂扔垃圾就是違法行為了，我們希望
大家都能享受好的居住環境。」同
時，對於表現優異的，朱雪菊還會寫
表揚信，「也激勵了大家的積極
性。」

風雨無阻宣傳分類意義
年近七旬的夏維塞，從2017年主

動成為小區垃圾分類志願者至今，風
雨無阻，每日都穿着志願服，在所在

小區內宣傳垃圾分類知識。「剛開始
的時候，大家都怕麻煩，根本不理我
們，還有很多人覺得我們多管閒事，
說我們是看垃圾的，推行很困難。」
回憶起最初的時光，夏維塞很有感
觸，包括他在內的80多名志願者，
嚴寒酷暑都不懼，只為讓居民理解垃
圾分類的意義與好處，但收效甚微，
「很多人怕麻煩，甚至為了躲避我們
乾脆把垃圾帶到小區外扔，上有政策
下有對策。」
不過，隨着垃圾分類的宣講越來越

多，垃圾分類表演、親子活動、講座
等一系列活動的推廣施行，認同夏維
塞的隊伍越來越壯大，「我記得小區
裡有一個老教師，原本非常抵觸垃圾
分類，但後來她的孩子回來，加入了
我們志願者隊伍，她自己也體驗了推

廣活動，後來她不僅主動參與垃圾分
類，還非常支持我們志願活動，我們
很感動，也非常高興能夠看到家園變
得更美好。」

中國公眾環
境研究中心主
任馬軍在接受
香港文匯報記
者 訪 問 時 表

示，目前在中國，城市垃圾
產生量持續增加，解決這一
問題非常緊迫。垃圾分類回
收是最佳方式，符合中國對
保護生態環境可持續發展的
整體要求。不過，他提醒，
截至目前，垃圾分類在中國
尚未有全面成功實施的案
例，故此上海絕不能低估所
面臨的挑戰。不僅如此，上
海還需處理好一系列具體細
節問題，形成一個完整的閉
環。

馬軍指出，長期以來，中
國有很多城市嘗試過垃圾分
類處理，但結果不是原地踏
步，就是半途而廢，「最後
效果都非常表面化，不但沒
有形成垃圾分類，還直接影
響到公眾對垃圾分類的信
心，給政府的公信力也帶來
負面影響。」他認為，上海
此番下定決心在全市範圍內
推行垃圾分類回收，非常難
得。

不過，馬軍提醒，正因為
目前中國尚未有成功實施的
案例，上海不能低估所面臨
的挑戰。一方面，當前距離
上海正式實施垃圾分類史上
最嚴管理措施不足半月，時
間緊迫，「現在是不是把整
個垃圾分類的系統都做好
了？」他強調，垃圾分類回
收必須是一個閉環的完整的
大系統，從前面的分類、收
集、運輸、轉運，到最後的

分類處理，每一步都需要做好，否則實
施效果就會大打折扣。

另一方面，對於普通民眾而言，垃圾
分類涉及到生活很多具體問題，包括如
何處理各種垃圾，以及不同人群的接受
能力等等。對此，馬軍認為，相關方面
應該在觀念普及和能力培養方面做更多
細緻的工作。

他還表示，目前在中國，城市垃圾產
生量持續增加，但已沒有足夠的土地來
填埋，而焚燒垃圾造成的污染實際上更
加嚴重，垃圾分類回收符合中國的國
情。馬軍認為，在上海這樣的大都市來
嘗試垃圾分類，非常合適，「垃圾分類
的整個閉環系統，必須在一個大城市來
嘗試和推行，如果城市太小或者僅是一
個區域，成本會非常高，操作也會非常
困難。」 ■香港文匯報

記者 趙一存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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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垃圾分類迎

來史上最嚴管理措

施，今年7月1日

起，滬正式執行以「強制性」為

主導的垃圾分類制度。倒計時階

段，多個居民社區先行先試，正

是在試運行期間，問題接踵而

至，難以識別分揀、無法定時定

點投放等成為多數人的痛點，甚

至有白領因為錯過投放時段，不

得不用名牌包背着垃圾跑了一整

天。好在辦法總比問題多，試行

過程亦不乏巧點子閃現，催生新

興職業誕生，使得垃圾分類變有

趣和人性化。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

寵物糞便算哪類 App指引分不清

「強制」垃圾分類7月1日起實施
定時定點收運讓上班族感為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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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航新村居民區黨支部書記朱雪菊
與志願者一起討論如何進一步宣傳垃
圾分類。 受訪者供圖

■上海多地採用積分制鼓勵居民垃
圾分類。 受訪者供圖

■不懂分類，有居民索性將垃圾堆
放在垃圾桶外。 受訪者供圖

■上海市民在志願者幫助下進行垃
圾分類投放。

香港文匯報記者孔雯瓊 攝

■■上海市民定時定點進行垃圾分類投上海市民定時定點進行垃圾分類投
放放。。 香港文匯報記者孔雯瓊香港文匯報記者孔雯瓊攝攝

「我竟然用LV包裝着垃圾兜了一
整天，其間還拜訪了三個客

戶。」從事銷售的周小姐，談起垃圾分
類就哭笑不得，她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
示，所在的社區試運行的垃圾分類規定
必須定時投放，分別是早上7點至9
點，晚上18點至20點。

名牌包放垃圾待丟棄時間
周小姐作為銷售人員常要跑客戶，有

時約得早，6點需出門，根本來不及等
垃圾箱開放。那天就是早起帶着垃圾下
樓，發現垃圾房果真是鐵將軍把門，又
不敢隨便丟棄，只得一咬牙，將垃圾扎
嚴實後放進包裡，之後因為忙，竟一整
天沒機會丟掉垃圾。好在那天回家及
時，趕上晚間垃圾投放時間，不過眾目
睽睽之下從名牌包裡掏出一包垃圾，周
小姐也因此成為社區裡「堅決執行垃圾
分類」的熱議人物。
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類似周小姐
因誤時投放，不得不把垃圾背在身上的上
班族大有人在，有些是把垃圾帶到單位去
丟，有些則帶去地鐵站、公園等公共場所
垃圾桶去扔。很多人訴苦，平日裡本來就
是早出晚歸，現在定時投放，真的連回家
丟垃圾的資格都沒有了。

垃圾桶超負荷致蚊蠅滋生
因丟垃圾還要定點，亦造成很多小區
「垃圾多、桶少」的尷尬場面。靜安一大型
居民社區內有人給香港文匯報記者算了一
下，小區內共40棟樓，原本每棟樓前配備2
個垃圾桶，總計80個垃圾桶。實行垃圾分類
後，樓前的垃圾桶全部撤離，僅在小區的前
後兩個入口處各放4個。「80個垃圾桶變成8
個，其中4個是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桶，
鮮有人問津，等於只有4個可用。」該居民抱
怨，80個垃圾桶配備下，亦需保潔員每日兩
次傾倒垃圾桶，現在壓縮過猛，只餘4個，有
志願者看着還好，居民會大排長龍丟垃圾，桶
也能被及時清空。無人看管情形下，垃圾桶很
快超負荷，最終垃圾便被丟在了外面，導致蚊
蠅滋生，異味橫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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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點小區：初行收效甚微 潛移默化需時

滬上垃圾分類
諸多難題待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