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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垃圾清运司机，他们把“变化”看在眼里，也把“分类”盯到最后

居民信任“专车”，就有了分类的动力

上海正在全力建设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体
系，其中就包括对垃圾实现“专车专运”。为此，

上海将大幅增加分类运输专用车辆的保有量，

司机们要开的“专车”更多了，往返垃圾箱房和
中转站的次数也增多了，同时，他们还要兼任
垃圾分类质量的监督员。

尽管工作量增加了不少， 但 56岁的费品
才和 53 岁的施安成却感觉更“轻松”，因为曾
经那些闹心的事情， 都随着全程分类而去。心
情好了，干什么都铆足了劲。

信任让垃圾分类“铁杵磨成针”

3月 6日 8时， 崇明区长兴镇创建村的小
路上，一辆电动短驳车缓缓驶来，每经过一户村
民家门口的组合式干湿垃圾桶，便会停一停。

费品才从车上跳下来， 翻开垃圾桶盖，仔
细查看一番，确认没有异物，便熟练地拎起垃
圾桶，把里面的湿垃圾和干垃圾分别倒进车上
对应种类的收集桶。这样看似机械性的连环动
作，费品才平均每天要做 200多次。

2007年前进单位时， 费品才就和垃圾清运
这项工作结缘，一干就是 12年。以前每家每户都
带着自家垃圾桶， 把垃圾倒进村里的集中投放
点。那时，费品才只需骑着三轮车，把集中投放点

的垃圾桶送到收运点就行。现在一天要倒 400多
个垃圾桶，工作量翻了这么多倍，不累吗？

“反而轻松多了！”费品才回忆十几年前，

由于家家户户都只有一个垃圾桶，里面都是混
合垃圾，搞得集中投放点臭气熏天、污水横流，

要把投放点里的垃圾桶搬到三轮车上，刚开始
的那段日子，简直是对身心的煎熬。

让费品才记忆犹新的是三轮车后面的平
板，长期与各色垃圾接触，每隔一两年就因为
腐蚀严重要大修甚至更换。 三轮车骑了一路，

臭水就淅淅沥沥地洒了一路。

2017年开始，崇明开始推行一家一户设一
组干湿垃圾桶，费品才的职责逐渐变为上门收
集，为此，街镇特地给配备了电动短驳车。

可当老费兴冲冲地开着新车到村民家门口
时，各种难听的话便钻入耳朵：“给我们两个桶，

要干湿分离，你们收运还不是混到一起？”“我肯
定不分，要分你帮我分，又不是我领工资！”……

老费心里不好受，和其他司机一说，发现大家都
碰了壁，分析原因，还是因为过去一个桶扔垃圾
的习惯根深蒂固，要短时间内改变，谁都会有怨
言；收运单位虽然已经配备了干湿两个收集桶，

和家家户户的干湿分离对应，但过去几十年“混
装混运”的情况从没彻底改变，要让村民短时间
内相信“专车专运”，也不太实际。

身体力行胜过千言万语，老费决定坚持下
去。村民不肯分，他就当着大家的面默默分掉；

村民不信垃圾专车专运，他就打开车载的收集

桶，让他们检查，还有不信的，就带去集中收运
点，有没有“混装混运”，眼见为实。

大概经过了七八个月，有一天，老费突然
感觉要抓出一个分类不合格的垃圾桶，竟成了
难事；以前常挂在车头的不合格记录表，也被
藏到了屁股下的箱子里，再难见光。

“人心都是肉长的，时间一长，谁好意思为
难我这个老乡？” 老费感慨，“铁杵磨成针”，这
当中固然有农村邻里讲感情的作用，但根本在
于政府部门彻底重视了“混装混运”问题，重塑
了居民对垃圾收运体系的信任，他们也就有了
认真分类投放垃圾的动力。

现在，老费感觉自己的社会地位似乎还提
高了一大截，其他村民看到他，都会客气地说
一声：“来啦？要是挑出问题，立马改正！”

身在其职，更有做好分类的使命
和老费点了点头，施安成从创建村的垃圾

箱房里拖出 3桶湿垃圾，放到垃圾车尾部的遥
控升降台上，升高后拖入车内，随后发车开往
长兴镇的湿垃圾末端处置厂。

两年前，施安成完全不会想到，他会成为
一名专职湿垃圾车司机。2017年 10月开始，随
着崇明推进全程“干湿分离”，新增的大批干湿
垃圾车需要司机，施安成便转职来到这一岗位。

说起近两年最大的感触，施安成觉得是从
“折腾”变成了“不折腾”。

施安成登上湿垃圾车的那年，正好是上海

全面推进单位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一年，全市
公共机构及企事业单位逐步实现“不分类不收
运”，施安成口中的“折腾”就和此有关。

“收运合同都是签好的，怎么可能说不收
就不收了？”施安成坦言，刚开始，许多单位对
“不分类不收运” 嗤之以鼻， 以为只是 “喊口
号”，要是施安成较一回真，不收运了，对方还
会出口威胁，甚至打电话投诉。

和居民面对“定时定点”“门前撤桶”等新
措施难以适应一样，单位短时间内也很难接受
“不分类不收运”。 可放眼全球的先进经验，垃
圾分类本就是一场改变投放者生活陋习的改
革，只有坚持推行各种约束举措，让投放者不
习惯、不舒服了，才能逐渐让他们意识到这件
事情的必要性和不可逆。

开了湿垃圾车，老施自家的垃圾分类也越
做越好。“以前都是一个垃圾桶，现在至少一个
干垃圾桶，一个湿垃圾桶，可回收物和有害垃
圾囤起来，送到指定收运点。”老施对家里的分
类体系了如指掌。 他笑称：“我是开垃圾车的，

要是再分不好， 岂不是有损垃圾车司机的形
象，影响周围人对分类的积极性？”

老施说，除了身在其职的使命感，督促他
自己做好垃圾分类，更重要的是，他时常把湿
垃圾运到末端处置厂，能够看到这些湿垃圾变
为滋养林地和花草的肥料，“湿垃圾有专车接
送，还能变废为宝，知道了这些，就没有道理不
去分类！”

李克强作出重要批示
抓好春季田管和春耕备耕
加快农业机械化转型升级

据新华社武汉 3 月 16 日电 全国春季农业生
产暨农业机械化转型升级工作会议 3月 16日在湖
北省襄阳市召开。会议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做好“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李克强
总理重要批示要求，深入分析农业生产形势，全面
部署加强农业生产、发展乡村产业、创新农业经营
方式、促进农业机械化转型升级等重点工作。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对
会议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深入做好“三农”

工作特别是春季农业生产工作，对今年应对复杂
形势、 保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稳定具有重要意
义。各地区各部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部署，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
展，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农业转型
升级和高质量发展。要毫不放松抓好春季田管和
春耕备耕，稳定粮食播种面积，落实好粮食生产
各项扶持政策。加快农业机械化和农机装备产业
转型升级，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着力提升
粮食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生产稳定发
展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深入实施“互联网+农
业”， 支持返乡入乡创业创新， 扎实做好农村改
革、脱贫攻坚、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重点工作，为
推进乡村振兴、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坚实
基础。

栗战书看望新闻工作者
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16 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 14日上午在
人民大会堂看望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新
闻报道的中央主要媒体负责人和工作人员，代表大
会主席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向参加大会新闻报道
的全体新闻工作者表示诚挚问候和衷心感谢。他指
出，今年大会新闻报道组织有力、守正创新，精彩纷
呈、重点突出，主题鲜明、凝心聚力，为大会顺利进
行、圆满成功作出重要贡献。

栗战书希望大家再接再厉，进一步宣传好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传好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党和国家事业取
得的巨大成就， 宣传好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时代的
伟大实践和伟大创造， 宣传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
人大故事，展现国家根本政治制度的优势、特点和
功效。

国家能源局原党组书记、局长
努尔·白克力严重违纪违法被双开

新华社北京 3月 16日电 日前，经中共中
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党
组书记、 局长努尔·白克力严重违纪违法问题
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努尔·白克力对抗组织审查，在组织
谈话时不如实说明问题；贪婪腐化，大搞家族
式腐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职权、地位形成
的便利条件，为他人在职务提拔、工作调动、企
业经营、矿产资源开发等方面提供帮助，直接
或通过其亲属非法收受他人巨额财物；违反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长期要求他人无偿为其家人
提供高级轿车、专用司机等服务，顶风违纪，多
次违规接受高档宴请，收受巨额礼品、礼金；生
活奢靡，贪图享乐，道德败坏，搞权色交易。

努尔·白克力理想信念丧失，毫无“四个意
识”，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
纪律、生活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
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毫无顾
忌、不知敬畏，性质极其恶劣，后果特别严重，

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等有关规定，经
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

决定给予努尔·白克力开除党籍处分； 国家监
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 收缴其违纪违法所
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
起诉，所涉财物随案移送。

上交所发布两份文件
细化科创板配套规则

新华社上海 3月 16日电 （记者 潘清）上
海证券交易所 15日发布 《科创板创新试点红
筹企业财务报告信息披露指引》和《保荐人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
系统办理业务指南》， 科创板配套规则进一步
细化。

《指引》旨在规范在科创板公开发行证券
并上市的创新试点红筹企业（以下简称“红筹
企业”）的财务信息披露行为，保护红筹企业和
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在境内公开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并上市
的红筹企业，采用等效会计准则或境外会计准
则编制首次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的申报财务
报告，披露年度财务报告及按照相关规定需要
参照年度财务报告披露有关财务信息时，适用
《指引》。

根据《指引》，采用等效会计准则编制财务
报告的红筹企业，应当披露按照中国企业会计
准则调节的关键财务指标；采用境外会计准则
编制财务报告的红筹企业，应当披露按照中国
企业会计准则调节的重述财务报表（合并资产
负债表、合并利润表、合并现金流量表和合并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采用等效会计准则或者境外会计准则编
制财务报告的红筹企业，应当以表格形式披露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和归属于母公司净
利润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调节的情况。红筹
企业应当披露因抵押、质押或冻结等导致权利
受到限制，以及存放在境外且资金汇回境内受
限的资产情况。

红筹企业应当披露重要子公司的基本信
息， 子公司的持股比例不同于表决权比例的，

应当说明表决权比例及存在差异的原因；子公
司的少数股东权益对红筹企业影响重大的，应
当披露相关子公司的主要财务信息，包括净利
润、净资产、资产总额和营业收入等。

《业务指南》是指导保荐人如何通过审核
系统办理发行上市申请业务的规范性文件，主
要明确了在发行上市审核流程保荐人办理相
关事项的具体业务要求和系统操作要求。

《业务指南》以保荐人通过审核系统办理
业务的流程为主线，主要内容包括审核系统数
字证书的申请和管理、项目信息填报与申请文
件报送、审核问询回复、上市委员会会议相关
事项、中止、终止和复审、回复时限计算等。

写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优秀作品
上海启动“礼赞新中国，讴歌新时代”原创诗歌征集活动

本报讯 （记者 施晨露）“一个城市只要
有诗意的人在就有诗意，上海丰富多彩的生
活为诗人提供了太多创作的灵感。”3 月 15

日上午，上海作协副主席赵丽宏在爱神花园
的一席话得到在场者共鸣。“礼赞新中国，讴
歌新时代———庆祝新中国 70 周年华诞”原
创诗歌征集活动当天宣布启动。

来自民间的文学诗歌爱好者们将成为
这次原创诗歌征集活动的主力。“感情深，热
情高，诗情浓。”城市诗社常务副社长曹剑龙
总结民间诗人们的创作心得，“要写出经得
起历史检验的优秀作品， 与上海的经济、文
化发展同步。一首诗、一朵花，精心扎成一个
大花环，献给七十华诞的新中国。”

“70年来，祖国发生了太多深刻变化，我
们感受着时代鲜活的脉动。作为诗人，必须
思考如何在自我个性的创作表达中，进行创

新，用诗的形式把对生活和时代的感悟抒发
出来，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和在此
进程中艰苦奋斗的人民的精神。” 上海作协
诗歌委员会副主任杨绣丽说。

征集活动以庆祝新中国 70周年华诞为
主旨，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
雄，书写新时代波澜壮阔的画卷，谱写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篇章。应征作品要求主题鲜
明，内容健康向上，有一定的思想性、艺术
性，体裁以自由诗和格律诗词为主，为原创
且未曾在公开出版物上发表过。

市民应征诗歌可登录中国诗歌网（www.

zgshige.com）发布作品，勾选“参加征文活动”

和“2019第五届上海市民诗歌节原创诗歌征
集”，即可投稿；还可登录上海市民文化节网
站（www.smwhj.org.cn），下载报名表，并将报
名表和作品电子稿发送至指定邮箱；纸质稿

件邮寄至上海市中山南二路 151 号东方教
育时报“上海市民诗歌节组委会办公室”（邮
编：200032），截止日期为 2019年 8月 1日。

征集活动期间，各主办方将推出形式多
样的诗歌活动，包括邀请知名教授、作家、诗
人、朗诵艺术家为市民举办“诗歌讲坛”，组
织“70首诗歌礼赞新中国”系列朗诵，通过媒
体公众号等微信平台开设“我来读诗”专栏，

并举办诗歌集训营培训诗歌新人和歌词作
者，让诗歌征集活动成为推动市民美育的重
要途径。

本次活动由上海市作家协会、上海市学
习型社会建设与终身教育促进委员会办公
室、 上海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上
海市振兴中华读书指导委员会办公室、解放
日报社、文汇报社、新民晚报社、上海群众艺
术馆共同主办。

“府院之争”再次激化
美参议院推翻紧急状态令
特朗普首次动用“否决权”

■郑昊宁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15 日首次动用总统
否决权，扼杀旨在叫停他所宣布南部边境出现“国
家紧急状态”的一份国会参议院决议。

分歧难解 再推翻须 2/3多数票
特朗普重申，美墨边境出现非法移民“危机”，

参议院的决议“欠考虑”，他为否决决议而“自豪”。

“昨天，国会通过一项危险的决议，如果经签署
后成为法律，将置无数美国人于危险中，”他说，“国
会有通过决议的自由，而我有否决它的责任。”

这是特朗普就任总统以来首次行使否决权。

众议院议长、民主党领导人南希·佩洛西 15日
声明，众议院定于 26日表决，以推翻特朗普对决议
的否决。 美国参众两院有权推翻总统对决议的否
决， 但分别需要至少三分之二议员投下赞成票。多
家媒体预期，国会难以获得足以推翻总统否决所需
赞成票数量。

裂痕加深 否决权可能再次动用
参议院 13日通过另外一份决议，要求把美国军

事力量撤出也门战争。 这是国会首次依据 1973年
《战争权力法》要求白宫停止参与海外战事。7名共和
党籍议员站在民主党一边，支持决议。一旦决议在众
议院获得通过，特朗普可能会再次动用总统否决权。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达雷尔·韦斯特
认为，此番较量折射出国会制衡白宫的意愿，预计国
会将对白宫施加更多监管和审查， 府院之争未来会
更加激烈，或给特朗普实现政治目标带来更多障碍。

（综合新华社电）

1980年 3月 17日，中共中央军委授予吕士
才同志“模范军医”荣誉称号命名大会在北京隆
重举行。中共中央军委当年 2月 13日发出授予
吕士才同志“模范军医”荣誉称号的命令。

《人民日报》当年 3 月 5 日发表评论员文
章《学习吕士才同志的崇高品德》指出，吕士才
同志是新时期共产党员的光辉榜样。吕士才同
志的实践，表明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
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不愧为一个
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和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优
秀共产党员。

吕士才同志是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
院骨科主治军医， 浙江绍兴
人 ，1951 年入伍 ，1953 年入
党，1979年 10月 30日因病不
幸逝世，终年 51岁。他入伍 28

年来，兢兢业业，埋头苦干，对
工作极端负责，对同志满腔热
忱，为人民的医疗事业倾注了
全部心血。

（本报记者 吴宏浩 整理）

垃圾分类新时尚
■本报记者 陈玺撼

恐袭事件给向来以安全著称的新西兰带来一系列影响

新西兰总理发誓要改变枪支法
■新华社记者 郭磊 卢怀谦

新西兰南岛克赖斯特彻奇恐袭案主要
嫌犯、 澳大利亚人塔兰特 16日在克赖斯特
彻奇地方法院首次出庭受审。他将面临谋杀
罪等多项指控。分析人士认为，此次枪击案
暴露出诸多值得思索的深层问题，包括枪支
管制问题、白人至上主义等极端思想通过社
交媒体传播问题等。

枪支管理显现漏洞
新西兰总理阿德恩在枪击案发生后表

示，这是新西兰史上“最黑暗的一天”，枪击
案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恐怖袭击”。

新西兰是持枪合法国家，16岁以上的公
民在完成相关安全科目和背景审查后， 即可
申请有效期 10年的持枪证。 据当地媒体报
道，新西兰民间约有 150万支枪械，差不多平
均每三人就拥有一支枪。 据报道， 塔兰特从
2017年 11月起就拿到了持枪许可。 阿德恩

对嫌犯“合法”入手半自动步枪、手枪等多种枪
械表示震惊，并发誓要改变枪支管理相关法规。

克赖斯特彻奇就有一处新西兰最大的“枪
城”，里面琳琅满目的商品都是真枪实弹。这家
“枪城”还进行连锁经营，在南岛另一座城市达
尼丁的场地的规模同样不小。

分析人士指出， 尽管目前没有证据表明，

犯罪分子的用枪跟“枪城”有直接关联，但这无
疑为潜在犯罪分子提供了犯罪温床。

社交媒体角色引反思
社交媒体平台在这起惨案发酵过程中暴露

出的问题也引发各界反思。 主要嫌犯塔兰特通
过脸书账号直播行凶过程。 在脸书接获警方要
求删除其账号和视频之前， 直播已进行了十几
分钟。而在行凶当天，塔兰特还通过推特账号发
布一篇长文，宣扬白人至上主义的极端思想。

《新西兰先驱报》 指出，“这是首次着眼于
社交媒体（传播）的袭击”，并认为人们对社交
媒体在此类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已“忍无可忍”。

新西兰前总理海伦·克拉克告诉当地电视
台， 社交媒体平台在移除仇恨言论等内容方面
反应迟缓，居然能让枪手直播了 17分钟。她认
为此事将在全球激发更多要求有效监管社交媒
体平台的呼声。 英国内政大臣贾维德则在个人
推特上提到脸书、推特、优兔等，呼吁社交媒体
平台采取更多行动，阻止暴力极端思想扩散。

事件带来多重影响
分析人士认为，这起恐袭事件给向来以安

全著称的新西兰带来一系列影响。

首先，新西兰提高了国家安全警戒级别，主
要城市惠灵顿、奥克兰均大幅增强警力，安保不
断加强。其次，一段时间内，南岛克赖斯特彻奇
地区乃至整个新西兰旅游业可能受到冲击，如
何重新吸引游客也是一项新任务。再者，新西兰
政府此前刚刚承诺提高战争和贫穷地区难民移
民配额。此次事件对新西兰社会的冲击，将可能
使今后相关政策讨论更具敏感性和复杂性。

（据新华社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 3月 16日电）

1980年 3月 17日

学习吕士才
致敬“模范军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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