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底线”之上，不断探求“更优解”
杜晨薇

昨天，《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
式实施，标志着垃圾分类进入“有法可依”

的时代，对于“新时尚”的推广而言，无疑
是一个新起点。

有了法律这条底线，再难推动的“老
爷车”也能行进起来。人的习惯养成时间
自然缩短、反弹的几率减小，整套垃圾分
类的运作体系也将更快得到完善。

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实现垃圾分
类减量，是一件需要久久为功、“慢工出细
活”的事情，不可能一蹴而就。对我们这座
城市的居民来说，环保共识的形成、良好
习惯的养成都需要一个长期过程；对我们
这座城市来说， 无论是前端的分类收运，

还是中末端的回收再利用，抑或小到一个
社区、大到整个城市的精细化管理，都需
要方方面面人力、物力、硬件设施的投入，

这些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做到的。

早在六七年前，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
总队公布的 “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减量状
况调查报告”就显示，98.9％的市民表示愿

意参与垃圾分类。 但时
至今日， 基层干部和老
百姓们依旧在奋力而艰
难地推动实践。为什么会这样？从社会学角度
理解，这是客观存在的“集体行动困境”现象，

即人人都知道做某件事情是好的， 但理性的
个人依然可能作出背道而驰的选择， 从而导
致人人都无法享受行动带来的好处。

就拿定时定点投放来说，今年上海各小
区实施垃圾桶“撤桶”后，就有居民表示反对，

甚至在背人的地方， 以随意丢弃垃圾的形式
无声对抗。尽管“撤桶”的制度安排是倒逼垃
圾分类有效实施的必要手段， 符合社会各方
利益诉求的“最大公约数”，但当执法者无法
监管到私人生活领域， 法律的触角也难以伸
进千家万户的垃圾桶时，底线会变得脆弱。

垃圾分类嵌在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要
破解集体行动困境，进而促成合力，每个个
体身上具有真正值得激发的力量。处理复杂
公共事务往往如此：“底线” 只是一条基本
线，底线之上还有太多事可以做———

某公寓楼下的一
座开放式垃圾箱房里，

依次排开 8 个功能不
同的垃圾桶。在这里，干、湿、有害、可回收纸
板箱、玻璃瓶、塑料瓶等均可分开投放，垃圾
仿佛得到了“最高礼遇”，而扔垃圾的人也可
以选择优雅的姿势：垃圾投放后，一旁提供热
水的水龙头，可以将手冲洗得干干净净。这是
居民协商的结果———我们可以做好垃圾分
类，我们也要按需人性化布置配套设施。

某老旧小区里，垃圾箱房给夜班和加班
的青年人设置了特定的垃圾投放时间，什么
时候方便，就什么时候扔，代际差异背后的
垃圾投放矛盾，依靠社区内的自主调节就能
得到化解。充分互动后，网上热议的“扔垃圾
自由”根本不成问题。

还有许多人，自愿在垃圾分类的实践中
付出“职责以外”的力量。有的小区志愿者，

为了有针对性地劝导外卖垃圾合理投放，宁
肯脏了一双手，也要把外卖单找出来确认其
“主人”身份；有的小区居民，“自找麻烦”地

帮着环卫工分拣垃圾， 甚至半夜出动，“抓
包”偷倒垃圾者，以一己之力辛勤付出，博取
他人主动分类的共识……

到今天，垃圾分类这件事，不只是处理
垃圾的事，也是培育公共意识、推动社会治
理的一个典型样板。复杂事务，要靠多元共
治求解，最重要的治理主体，就是每一个人。

在立法开启一个全新时期之后，关于垃圾分
类， 我们一边需要将法律的精神落到实处，

一边也需要开启更多的思考：能不能在统一
认识的基础上，经过充分的协商，逐步找到
符合各个社区自身特性的、 行之有效的规
则？能不能在个别热心居民的带动下，触动
或引导更大范围的群众参与？政府能不能变
主导为引导，充分尊重垃圾分类议题的社会
性，鼓励基层符合实际的探索，有效调动居
民参与、营造社区氛围？……

在实践中答好这些问题，我们在法律底
线之上， 就会再拥有一道道坚实的防护网。

垃圾分类这项曾被视作“老大难”的考题，就
会不断找到“更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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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突破：上海向浦东下放户籍审批权
市人社局与浦东签约，人才落户审批权首次下放，打造更具竞争力人才综合服务环境

本报讯 （记者 王志彦）上海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昨天与浦东新区人民政府
签约，支持浦东打造更具竞争力的人才综合
服务环境。这是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支持
浦东新区改革开放再出发实现新时代高质
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后，率先在浦东落地的
改革事项，标志着浦东打造更具竞争力的人
才综合服务环境，踏出关键性的一步。

据悉，市人社局此次将向浦东新区下放
国内人才引进直接落户和留学回国人员落户
审批权， 在市级权限内对浦东加快发展的实
际需要，给予最大限度的支持和赋权。这使得

上海成为国内唯一一个向部分城区下放户籍
审批权的直辖市和超大城市， 将有助于提升
浦东新区的引才自主性， 提高引进人才与区
域发展契合度，帮助浦东新区实现“聚天下英
才而用之”，也将便于浦东缩短引进人才的办
事周期、减少办事环节、加快办事流程、提高
办事效率，在更高水平上优化上海营商环境。

市人社局表示，今后将充分发挥人社部
门在海外人才引进管理服务中的职能作用，

支持浦东加大力度引进紧缺急需、高精尖缺
海外人才。实施更积极、更开放、更有效的海
外人才政策和举措，构建对海外人才更具吸

引力、竞争力、凝聚力的全新机制，努力把浦
东打造成海外人才集聚高地，让各国英才在
浦东各尽其用、各展其才，创造新时代浦东
发展新传奇。

市人社局还将积极支持浦东国际人才港
建设，将其打造成高能级的人才服务综合体和
人力资源配置枢纽，推动浦东国际人才港人力
资源服务产业集聚发展，支持浦东探索将浦
东国际人才港建设成为人力资源与实体经
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协同发展的示范区。

签约仪式上， 同时举行了上海市人社局
所属的市人才服务中心科创人才分中心揭牌

仪式。 上海国际科创人才服务中心是市人社局
联手上海科创办共同打造综合性公共人才服务
平台， 是支持浦东新区乃至全市打造更具竞争
力的人才综合服务环境的又一重要举措。 科创
人才服务中心位于张江科学城企业服务中心
内，将以“为专业对象提供精准化服务”为宗旨，

打造符合科创人才引进需求的一门式受理全通
专窗。聚焦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三大
核心产业，创新科创人才服务机制，探索制定科
创人才认定标准，中心将全力支持“中国芯”“创
新药”“智能造”“蓝天梦”“未来车”“数据港”等
重点产业在浦东新区集聚发展。

虹口区宇泰景苑小区垃圾分类保洁员从刚开始的全程包办，到现在无需手把手帮助居民分类

只要讲“你好，谢谢，再见”，全程不用动手
■本报记者 李成东 实习生 潘敏榆

在虹口区的嘉兴路街道宇泰景苑小
区，今年 3 月新建的“堆肥花园”“一米菜
园”成为了附近最热门的场所。这里不仅
花草娇艳欲滴，风景雅致，还专门放置着
用来发酵处理小区湿垃圾的堆肥桶和酵
素桶。不少居民已习惯每天来打理一番果
蔬，再带点酵素回家养花。

“这个肥料相当好，特别适合种花，只
要填在花盆土壤里就行，很多其它小区的

人还专程来拿。” 宇泰景苑小区 3号楼的陈
夏丽居民指着堆肥桶告诉记者，一桶肥料只
要发酵 25天就能用了。

“通过近半年努力，如今小区垃圾分类
意识已深入人心。 垃圾分类保洁员从刚开
始的全程包办，到现在几乎成了迎宾小姐，

只要讲‘你好，谢谢，再见’，全程不用动
手。”宇泰景苑小区居委书记王静华告诉记
者， 目前小区的居民分类投放参与率达
100%，分类准确率达 98%，资源回收利用率
达到 60%。

垃圾分类带来小区品质提升
如今垃圾分类情况颇为良好的宇泰景苑

小区，开始推进工作时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宇泰景苑小区是典型的 “小巧玲珑”型
小区。 它位于虹口区嘉兴路街道虹叶居民
区，2003年建成，共有居民楼 11幢、建筑面
积 5.71万平方米， 居民 371 户、 常住人口
1228人。因为小区占地面积小、人口密度高，

基础设施相对薄弱，添置大型垃圾分类减量
装置几乎不可能。

“3月 1日刚开始在小区推行‘撤桶’时，

遭到不少居民反对，甚至直接在垃圾箱房旁
边、居委办公室里大发脾气。”王静华告诉记
者，为了做通居民的思想工作、了解居民起
居习惯， 居委干部 15天内共走访居民家庭
1513户次、并开展问卷座谈 30余场，保证每
户家庭至少上门 3次。

在居委会牵头下， 通过居民议事平台，小
区的党小组长、楼组长、业委会、物业经理、保洁
员等多次协商讨论， 形成了最终版的生活垃圾
分类方案。随后，小区有了新变化。下转荩10版

市级机关主题党日示范活动举行
本报讯 （记者 彭薇）昨天上午，市级机关“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党日示范活动暨主题教育档案
文献展开展、组织生活基地发布仪式在市档案馆外滩
馆举行。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市市级机关工作党委
书记诸葛宇杰出席。

主题教育档案文献展展出了 260余件珍贵档案，

生动反映我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不断奋进的光辉历
程。市市级机关工作党委结合机关党建工作创新实践
和基层党组织实际需求， 首批发布 30家组织生活基
地，为提高组织生活质量，打造充满激情、富于创造、

勇于担当的党员干部队伍提供有力支撑。

既是光荣也是警醒
不忘初心永远奋斗
本市举行“七一”重温入党誓词仪式

本报讯 （记者 张骏）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8

周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
精神，引导全市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
斗，昨天上午，本市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举办“信
仰、奋斗、忠诚———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七一”重
温入党誓词仪式。

一大早，部分党的十九大代表、市十一次党代会
代表以及本市基层党员代表来到兴业路 76号一大会
址前。党员代表胸前佩戴着党徽，神情庄重，在党的十
九大代表、上海市实验小学校长杨荣带领下，举起右
拳，重温入党誓词：“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重温誓词前，党员代表一同观赏了原创主题诗朗
诵《我的志愿》，诗篇以新中国成立前入党的《红旗颂》

创作者吕其明、改革开放新时期入党的长宁区虹储居
民区原党总支书记朱国萍、党的十八大后入党的中科
院量子光学重点实验室博士董功勋为原型进行创作，

反映了在不同发展时代、不同历史背景下的共产党人
矢志不渝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不变追求。

吕其明最近还在为最新定稿的《红旗颂》奔忙。他
对记者说：“虽然已到耄耋之年，但我还要为党、为人民
工作，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作为领誓人，杨荣心情激
动：“在这样一个特殊时刻，重温入党誓词，既是一种光
荣，也是一种警醒，提醒党员要不忘初心，永远奋斗。”

对于赓续奋斗，朱国萍说，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
们社区干部要用“绣花功夫”做好各项工作，“我要努
力建言献策，为老百姓做好每一桩小事、讲好改革发
展的故事，让老百姓感恩党、感恩祖国，珍惜当下的美
好生活。”“90后”科研工作者董功勋说，要接过老一辈
手中的接力棒，站在前辈的肩上，不畏险峰、勇攀高
峰，为中华腾飞再续辉煌。

此次活动由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主办，黄浦
区委和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承办。党员代表还瞻仰了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60年党龄院士对话预备新党员，
跨越时光，对党员医生要求未曾改变

对技术需精益求精
对病人要极其负责

■本报记者 顾泳

昨天是中国共产党 98岁生日， 一场别开生面的
对话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纪念“七一”建党 98周
年大会上举行。60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汤钊猷院士，

与去年刚入党的预备党员病理科医生小倪，共话“党
员医生的责任与使命”。“跨越大半个世纪， 对技术精
益求精， 对病人极其负责， 党员医生的要求未曾改
变”，在场多位听者如是说。

年将九旬的我国知名肝癌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
汤钊猷教授深情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在他看来，共产
党员与白衣天使的光荣身份，成为不断鞭策自己成长
的源源动力，“白衣天使的使命是救死扶伤、 治病救
人；党员医生的要求则更高一层，需要我们对工作极
端负责、对技术精益求精，报效祖国为国争光。”正是
在信仰的指引下，汤院士从医路上攻关了一系列科研
临床重点难题， 他在肝癌早诊早治领域的卓越贡献，

为我国在国际肝癌领域争得宝贵的一席之地，他本人
多次荣膺国家科技进步奖，并担纲第 15、16届国际癌
症大会肝癌会议主席。

“作为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家医院，中山医院
具有优良传统和精神财富，其中，许多是党员专家与
医生缔造的生命奇迹。严谨求实、自力更生的精神，应
成为每位党员医生从医路上的灯塔，时时指引成长方
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动情地说。

来自中山医院临床病理基地的预备党员倪响，今
年 26岁，她用“初心”来形容自己的职业使命，“农民
的初心是收获沉甸甸果实，音乐家的初心是谱写美妙
乐章，共产党员的初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党
员医生的初心，便是尽力服务广大患者。”

“从大学毕业后到临床，我真切感受到病理对患
者的重要性。但时间久了，每日机械重复着熟悉的日
常工作，容易变得焦躁。当取材、阅片成为一项项任
务， 我失去了对病例的乐趣， 也在重复中迷失了方
向。”是党员医生的身影，像一炬光芒，照耀了倪响的
梦想。“我看到他们专心致志看片子的身影， 看到他
们耐心接受患者询问的身影， 看到他们数十年如一
日兢兢业业、 本本分分做好自己工作的身影……我
看到了前辈不骄不躁、无私奉献的精神，更看到了我
与他们之间的差距。”去年 12月，倪响光荣地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 预备党员的身份更提醒和激励她不断
见贤思齐，在学术研究、思想道德修养、待人接物等
多方面提高自身要求。她最后总结，“人的一生始终有
两种力量，一种力量向远方，一种力量回原乡。身为党
员医生，我会时刻牢记为什么出发、又该如何面向未
来奔跑。”

垃圾分类正式实施首日，各级人大代表走进社区、商场园区了解《条例》实施情况

好的开端之后是一场“持久战”

■本报记者 王海燕 茅冠隽
王志彦 唐 烨 黄勇娣

从昨天起，《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
例》正式实施。上海各级人大代表走进社
区，走进商场园区，了解《条例》实施情况，

宣传有关法规，听取市民建议，回应群众
关切。调研交流后，市人大代表许丽萍深
有感触，我们经过观察以及和居民、企业
交流，生活垃圾分类贯彻情况明显好于预
期，不过，好的开端之后是一场“持久战”。

各大居民区各有妙招
早上 8时多，黄浦区人大代表来到位

于半淞园街道的中南小区，此时正是定点
定时投放垃圾的时间。迎面走来居民韦阿

姨，只见她娴熟地将袋中的厨余悉数倒入湿
垃圾桶，随后走到洗手池前把手洗净。居民
区党总支书记胡锦艳介绍，小区目前每天产
出干垃圾 15桶，二次分拣出湿垃圾 1桶半，

居民整体垃圾分类投放情况良好。

不过仍有少数居民分类不彻底。志愿者
就利用垃圾箱房前的两个大盆，当面教居民
分垃圾。这时，一位居民被志愿者李留仙请
到了大盆前。她把这位居民袋子里的垃圾倒
入湿垃圾盆后，用手从一大堆小龙虾外壳中
捡出用过的餐巾纸，放入干垃圾盆中：“看得
出，你已经在做垃圾分类了，不过既然做了，

就干脆百分之一百做到位。用过的餐巾纸是
干垃圾，下次记得从湿垃圾中分出来哦。”

代表们发现， 为贯彻实施好垃圾分类，

各大居民区各有妙招。比如闵行区的夏朵园
小区在投放点安装门禁刷卡系统，通过门禁
卡刷卡“留痕”并积分。若后台显示有居民一

直无记录，就会有人上门送告知书，如果继
续乱扔，三次以上，就会被纳入征信系统。

过了定时投放时间，我晚上再来
代表们发现，这一路调研的社区，很多已

经条件成熟，成功实施了撤桶和定时定点。

昨天下午 3时许，市人大代表来到静安
区的城上城小区。 这是一个纯商品房小区，

共有 1522户居民、120户商铺。 居民区书记
告诉代表，小区仅用 7天时间完成了垃圾分
类撤桶并点， 整个小区成功地由原有的 37

个点位并成 5个点位，“为了实施撤桶，我们
提前一个月布点，一个月等下来，没有居民
反映点位不合理，大家都非常配合。”

在虬江路上的复元坊小区，市人大代表
们发现原有 5个点位、22个垃圾桶已全部撤
除， 此前的两个老式垃圾箱房升级换代，增
设了智能扫码投放设备。居民区书记顾艺玲

说，小区刚柔并济推行定时投放，在定时期
内扫码可以进行绿色账户卡积分，误时也可
投放，但是不能享受绿色账户卡积分。她表
示，小区在短短两周内就实现了干湿分类正
确率 99%以上。

在浦东锦绣苑小区，72岁的仇士英阿姨
带着装满纸张的塑料袋， 来到垃圾箱房前。

这里原来是一个破旧的垃圾房，如今已改造
成具备再生资源交投、分拣、存储等基本功
能的两网融合标准型回收服务点。仇阿姨用
绿色账号芯片卡扫一下垃圾厢房上的二维
码，一个储物格便自动打开，仇阿姨将纸张
全部倒入储物格，关上格门，一次可回收垃
圾的投递便算完成了。投完垃圾后，仇阿姨
还特意把塑料袋仔细地折叠起来。“这是干
垃圾，现在已经过了定时投放干湿垃圾的时
间，我要把这些塑料袋带回家，等晚上的时
候再来扔。” 下转荩10版

在上海城投环境集团徐浦基地里，有大型的码头吊运设施用于通过水路对集装箱装载的
分类垃圾进行转运。 均本报见习记者 董天晔 摄

上海市人大代表们来到徐汇枫林社区管辖的徐家汇花园小区，参观小区里的垃圾分类
设施。

垃圾分类新时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