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上海湿垃圾日均清运量比 6月增 15%，干垃圾降 11.7%

干垃圾少了湿垃圾多了，分类细致了
本报讯 （记者 陈玺撼）《上海市

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施行一个月，上海
垃圾分类成效如何？ 上海市绿化市容
局昨天发布的 7月 1日至 26日的统
计数据对比显示，一个月来，上海湿垃
圾日均清运量比 6月增加 15%，可回
收物增加 10%，干垃圾则下降 11.7%。

分类是否细致，从湿垃圾和干垃
圾的清运量可见一斑：如果垃圾经过
分类，原本混在干垃圾里的湿垃圾被
挑出来，投放进湿垃圾桶，就会出现
干垃圾清运量下降，湿垃圾清运量增
加的情况。

数据印证了这种情况：7 月 1 日

至 26日， 上海湿垃圾日均清运量 0.82

万余吨， 干垃圾日均清运量 1.71万吨，

可回收物日均清运量 0.44万吨，有害垃
圾（零星）日均清运量 291千克。再看今
年 6月的数据：上海湿垃圾日均清运量
0.695万吨，干垃圾日均清运量 1.937万
吨，可回收物日均清运量 0.4万吨，有害
垃圾（零星）日均清运量 265千克。

这说明，不仅一大批湿垃圾借由居
民的自觉分类离开了干垃圾桶，另外一
些有价值的可回收物也被分离出来，进
入可回收物垃圾桶。 这一结果显现了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在促进垃
圾分类方面强大的倒逼作用。

除了完善的法制氛围，完善的生活
垃圾投放、收运、处置等各个环节，也是
激励全上海做好垃圾分类的关键因素。

截至 6月底， 上海已改造 1.7万个分类
投放点，更新完善道路废物箱标识 4万
余只。上海生活垃圾分类收运体系已基
本形成，全市配置及涂装湿垃圾车 1090

余辆、干垃圾车近 3200辆、有害垃圾车
80辆以及可回收物回收车 154辆，建成
可回收物回收服务点 8778个、 可回收
物中转站 138 个、 可回收物集散场 8

个。上海生活垃圾处置利用能力稳步提
升，干垃圾焚烧及湿垃圾资源化利用能
力达到 2.4万余吨/日。

记者手记■本报记者 栾吟之

践行垃圾分类绿色环保理念
链家公益在行动

今年将举办 70场
垃圾分类公益定向赛

据上海链家市场中心总经
理陈敏介绍，上海链家联合新闻
晨报周到主办的 “寻找环保天
使”垃圾分类定向赛活动今年在
全市共将举办 70场， 目前已完
成 30场， 并且得到了市绿化和
市容管理局、共青团上海市委的
指导。

从 4月起链家就开始行动，

响应生活垃圾分类的号召，与全
市各街道进行了密切的合作，得
到了闵行区七宝镇人民政府、宝
山路街道办事处、延吉新村街道
社区党建服务中心、虹桥街道荣
华居委、新凯一村居委、北蔡镇
和平居委、合阳居委、宛六居委、

康巨居委、欧阳街道第五党建服
务站、汇城苑幼稚园、城管长桥
街道中队党支部等的大力支持。

垃圾分类定向赛游戏的特
色是寓教于乐，旨在通过游戏设
置以打卡任务方式学习、宣传垃
圾分类知识， 按照不同路线，边
走边捡拾垃圾，在欢声笑语中踏
上环保旅程，践行垃圾分类的绿
色环保理念。

链家公益
持续关注社会特殊群体

7月 26日，上海链家联合张
江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张江镇残疾人联合会为特殊群
体精心设置了一场洋溢着爱与
关怀的活动。 这些参与者的身

体虽然有着不同程度的缺陷，但
他们一遍遍熟悉和记忆垃圾分类
基础知识， 相较于常人完成比赛
也有一定的困难， 但他们凭着毅
力，在链家志愿者的陪同下，绝大
多数参与者都顶着烈日完成了定
向赛全程活动。

通过这个活动，张江镇阳光家
园的学员们熟练掌握了垃圾分类
相关条例， 帮助他们更好融入社
会。陈敏表示，链家是一家具有人
文关怀的企业，一直在举办公益活
动，持续关注社会特殊群体，帮助
他们更好实现自身价值。

让链家门店成为
一个个城市补给站

除了践行垃圾分类绿色环保
理念， 链家也一直在坚持社区公
益， 自 2014年提出做 “社区好邻
居”， 就致力于为社区提供便民服
务。 链家将 1000多家门店设定为
城市补给站， 为市民提供免费打
印、复印、电话、饮水等便民服务。

在 2017年积极响应上海市总工会
号召，将门店设立为“关爱环卫工
人爱心接力站”， 为附近的环卫工
人提供饮水、热饭、休息的地方。虽
说是小的善举，但点滴关爱汇聚在
一起，便成了大爱。

在链家看来，企业从事的不仅
仅是房地产经纪行业，更是社区服
务行业。 链家始终把自己当成社区
一员，当做“城市补给站”，和社区里
其他成员一起， 共同把社区建设得
更加美好、温馨。链家希望通过垃圾
分类公益定向赛， 让链家公益在社
区扎根，与社区共融合、同生长。

任依苒 松江区泗泾第四幼儿园
桂文轩 松江民乐学校
韩昊容 松江区四中初级中学
魏弋乔 七宝明强小学
魏钰馨 七宝外国语小学
杨允斐 七宝明强小学
朱心佑 哈弗士幼儿园
王以哲 伊顿慧智金汇豪庭幼儿园
韩润泽 七宝明强第二小学
田佳彧 闵行区航华第二幼儿园
童景安 松江区泗泾第八幼儿园
袁李阳 虹桥中心小学
黄玄源 七宝明强小学
黄楚源 七宝明强小学
张皓渊 伊丽莎白幼儿园
邹沁彤 新虹桥小学
陈启航 七宝二中
蔡子谦 七宝明强第二小学
蔡子琪 七宝明强第二小学
衡宇轩 七宝明强小学
王逸格 哈弗士幼儿园
郭子仪 建青实验学校
王恒睿 复旦中学
吴家乐 上外附小
应子颉 明珠 C小学
谢馨予 沪太新村第一小学
王若祺 上海同洲模范学校
殷资沈泷 上海同洲模范学校
童功伟 徐汇区东二小学
陈洛霏 徐汇区东二小学
朱育娴 上海市教科院实验小学
李惟捷 南洋中学
李熙临 南洋中学
刘 颖 日晖新村小学
奚傅胤 日晖新村小学
余滕悦 北京东路小学
楊溢益 幸福四平实验小学
徐皓天 向阳育才小学
黄馨懿 徐汇区教育学院附属实验中学
朱昱宁 徐汇区教育学院附属实验小学
付陶涛 汇城苑幼稚园
周义轩 水丰路小学

上海链家和新闻晨报周到主办
的“寻找环保天使”垃圾分类定向赛
系列活动前三名小天使名单：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7月 1日起，上海全面依法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截至今天正好一
个月。这一个月颇有成效，离不开每一位市民的积极配合，也离不开
企业的参与支持。链家作为一家有社会责任心的企业，更是积极参
与到这项环保行动中。

上海链家今年在全市范围内将举办 70场“寻找环保天使”垃圾
分类公益定向赛活动，目前已完成 30场。每场活动链家经纪人作为
“安全卫士”参与其中，为市民的安全保驾护航，是全场瞩目的绿色
亮丽风景线。 同时在 6月份就将垃圾分类写入上海链家租赁合同，

并以全市 1000多家门店为平台，积极宣传垃圾分类相关法律法规，

助力这项新时尚。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满一个月，有些意想不到的变化正在发生———

垃圾分类推进速度飞快，“大上海，真的不一样”
这个 7月， 上海如果有比气温更火热的，

那一定是垃圾分类！今天，《上海市生活垃圾管
理条例》正式实施“满月”。这一个月里，居民区
垃圾开始分类定点投放，马路上的垃圾桶日趋
规范并减少。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意想不到的
变化也在悄然发生。

“爷叔，侬垃圾分了伐？”“阿婆，侬今朝老
灵额”……清晨，桂杨园新村垃圾定点投放处，

张菊荣操着一口上海话向往来的居民问候。今
年 6月开始，她每天 7时就会出现在小区垃圾
分类定点投放的其中一个点位上。

50岁的张菊荣来自安徽宣城，在桂杨园小
区住了5年。她是个热心肠，常帮着打扫楼道，下
雨天排水口堵了， 甚至徒手疏通。 垃圾分类之
初，有人担心租客分类不到位，但张菊荣颠覆了
这种想法。她不光自己垃圾分类做得好，还主动
报名当上垃圾分类志愿者。作为一个靠“时间”

打工养家的外来务工者来说， 她每天雷打不动
花两个小时在志愿服务上，让不少居民感动。在
她的帮助下，小区居民垃圾分类意愿越来越强。

“垃圾分类正式实施一个月来，志愿者们
是越来越省心。”张菊荣说，一个月里，她只发现
过一次居民骑车“抛射”垃圾袋的不文明行为。

志愿服务时间到了，搭档笑着对张菊荣说：

“小张，这个月侬上海话也讲得越来越好了。”

“在社区花园嫁接垃圾分类理念，简直太
完美了。”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刘悦来从植物丛中抬起头，满脸兴奋。在创智
农园里， 刘悦来有另一个身份———公益组织
“四叶草堂青少年自然体验服务中心”创始人。

他在这个一度堆满建筑垃圾的城市 “边角料”

地块，建造“雨水生境”，规划“诗经花园”。

厨余垃圾和宠物粪便在这里化作肥沃土
壤。刘悦来的“厨余厚土栽培”中的“绿色材料”

就是家家户户的厨余垃圾———先把厨余垃圾
的水沥干，铺在泥土上，再覆盖厚厚一层土壤，

再铺设一层树叶或木屑、稻壳，再覆盖一层泥
土。夏天正是培育厨余厚土的好时机，在这样
的土壤上种植，一年都不需要施肥。

农园里还配备堆肥箱，用来收集落叶和宠
物粪便。容器制作方便，用铁丝网或竹条围编
成一个有一定高度的装置，把落叶和粪便一层
一层往上堆。到了一定程度，尤其是下雨过后，

堆积物会往下沉，最终底部先变熟，熟掉的部
分可以抽出来做肥料。“整个过程就是一个有
氧发酵的过程，一周就可降解。”

刘悦来带领团队建设的社区花园已超过
60个。垃圾分类的推进给他很多新启发。最近
他正鼓励社区居民自己动手， 把废弃的旧水槽
等物品改造成景观摆件，隐藏在花丛中。

垃圾分类以来，同普路中海紫御豪庭小区
虽增设了定时定点垃圾箱房和智能回收箱，但
每个楼层并没有撤桶。

午饭时间刚过，物业经理王朝林叫上志愿
者邓贵珍， 在每栋楼的楼道里开箱检查垃圾分
类。一圈走下来，几乎挑不出毛病。楼栋一梯一
户， 同一层楼两户中间的公共空间放着一干一
湿两个垃圾桶。 小区保洁人员会到每层楼收垃
圾。因户数少，谁家的垃圾没分好一目了然。

当初物业答应不撤桶，居民则承诺在家门
口做好垃圾分类。邓贵珍说，一个月来小区从没
有为垃圾分类的事情发生过争执。一开始，她发
现有邻居分得不够好， 会写小纸条贴在垃圾桶
上，第二天，纸条被拿走了，问题也不存在了。

垃圾箱房开放前 5分钟，退休居民任培雅就
来了。一身干净整洁的服装，还化了点淡妆，这天
她当班， 要在垃圾箱房旁守上两个小时。 她说：

“我们对自己的形象和生活品质有要求， 垃圾分
类事关上海生活品质，这件事一点都不能马虎。”

“阿拉小区实施垃圾分类比人家早了快一
年。”顺着任培雅指的方向，记者看到，保洁员正把
一干一湿两个 240升的大垃圾桶推到垃圾站前，

居民们陆续前来，打开湿垃圾袋倒出垃圾，再把袋
子扔进干垃圾桶，还有的居民把整理干净的空瓶、

纸板箱等单独交给保洁员，作为可回收垃圾处理。

半个小时里，没发现一例分类不当的。

借着定点投放垃圾的时间，小区里平时难见
面的居民们也聊聊家常。这是垃圾分类开启的社
交新模式，增进了邻里感情。

90后朱琪是真如镇街道新媒体宣传干事。最
近一段时间，她借着街道“官微”平台宣传垃圾分
类。她说，在垃圾分类这件事上，硬件设施升级换
代，居民们的分类技能也越来越有长进。

不久前， 街道设计了一种 “湿垃圾驳运神

器”，满满一桶重达 150公斤的湿垃圾，只需 1个
人就能轻而易举推着上路。这是街道工作人员几
乎看遍市面所有搬运车后，比对、试用并进行了
三次改装，设计出的“神器”。朱琪拍了视频、配了
文字，做了一期微信，成了“爆款”。

这个夏天，朱琪和同事坚持跑小区，也发现了
一些问题：过了投放时间，一名来扔垃圾的阿姨把
垃圾袋挂到垃圾房门把手上。“怎样让居民更好地
适应定时定点投放垃圾？”“如果确实难以定时投
放，是否有其他办法解决？”她把这些问题和思考
一一记下来，准备发动居民来一次大讨论。

温州人陈彦东十年前在浙江北路开了家印刷
店，如今把店搬迁至国庆路。生意做了十多年，他
怎么也想不到“垃圾分类”竟给自己带来新商机。

今年五六月开始，他的业务突然多了起来。不
少广告公司找他设计制作垃圾分类宣传品， 有分
类垃圾桶上的标识、活动用的宣传牌，还有各种环
保袋、小贴纸等。为了这些订单，陈彦东每天加班
加点，还在朋友圈里紧急招募印刷工、模切工等。

陈彦东坦言，过去从未关心过“垃圾分类”，

业务做得多了，自然成了内行。不同颜色的标识、

不同种类的区分方法他都搞得清清楚楚。不知不
觉， 这个外来小老板也融入上海垃圾分类的大
潮。在他眼里，垃圾分类推进速度飞快，“大上海，

真的不一样。”

大家在谈论垃圾分得对不对时，有人开始琢磨垃圾分得美不美

12岁女孩手绘“让垃圾变美了”
■本报记者 王海燕

“湿垃圾桶配知更鸟
蛋蓝好看，还是配莫兰迪
紫好看 ？”垃圾分类实施
一个月，不少居民不仅适
应了新的生活方式，更主
动升级到 2.0版本———开
始思考垃圾“美学”问题。

市民罗女士一度为
家里垃圾桶的 “颜值”苦
恼。尽管居委会贴心为每
户人家准备了免费的分
类垃圾桶， 并送上门，但
这只干湿两分、黑棕搭配
的“大众经典款”，只在罗
女士家摆了三天就遭嫌
弃。“我家的装修是浅色
调， 这只垃圾桶颜色太
深，不符合我的审美。”罗
女士决定把居委送的垃圾桶退还。几
经比较后，她在网上淘了两只浅色垃
圾桶，还自带电子感应，手轻轻一放，

盖子就能打开。

在以时尚著称的上海，和罗女士
一样的市民不少，宜家等家居品牌甚
至推出专供上海市场的分类垃圾桶。

“你们只是美了垃圾器具，我女
儿直接让垃圾变美了。”秦女士 12岁
的女儿把本来要扔掉的汽水瓶洗干
净，绘制成一只带有绚烂色彩的星空

花瓶。插上一束花，整个屋子活色生香。

秦女士在朋友圈一晒，引来无数点赞。

还有不少市民自己动手，创造出各
类垃圾分类物品。陈先生家已有两个分
别装干湿垃圾的垃圾桶，但家里的易拉
罐、矿泉水瓶不少，再摆一只可回收垃
圾桶太占地方，他就动手做了一只“机
器猫”可回收垃圾桶，带着下楼引来邻
居们围观，后来他干脆设计了一组“轰
炸机”复合型垃圾桶：易拉罐等插进去
就成了机翼，轰炸机与垃圾完美地拼接

成一件“待扔”的行为艺术品。有居民
说：“拿着这个下楼扔垃圾，好酷！”

在许多小区，居民对垃圾箱房也有
了“颜值”要求。浦东一小区用树根做
成洗水池， 居民破袋扔垃圾后在这里
洗个手，心情会更好。徐汇一个居民区
还邀请居民设计“美貌”的垃圾箱房来
匹配小区景观，“以后看一个小区好不
好，就看垃圾箱房美不美。如果垃圾箱
房干净美丽， 这个小区生活品质一定
不会差。”

一个月志愿者们越来越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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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似“不可能的任务”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 王海燕

垃圾分类立法讨论之初， 曾被许多人视
为“不可能的任务”。人们有太多理由去质疑
这项法规的推进效力： 垃圾分类改变几十年
生活习惯，难；厨余垃圾要单独处理，挑战生
活便利性，难；上海是一座拥有 2400万常住
人口的超大型城市，太难。上海能否再开风气
之先， 为困扰中国城市已久的垃圾处理问题
探寻一条解决之道，全国都在关注。

我们欣喜地看到， 上海垃圾分类工作正
稳步推进，取得初步成效。看似“不可能的任
务”，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日趋成熟的社区基层治理， 为上海垃圾
分类开展夯实了基础。不少小区提前行动，主
动试点， 在居民中开展对垃圾分类方式的讨
论。 从垃圾投放点的选择到垃圾桶款式的选
择，不少小区最终采取的垃圾分类方案，都是
居民反复商议的结果。 还有更多的社会组织
一起参与，让垃圾分类有更多种“玩”法。

一项改变几代人生活习惯的工程， 不可
能一蹴而就。遇到问题后的解决办法，更显现
上海为人称道的“精细”。上班族抱怨加班赶
不上定时定点投放， 大家就共同寻找合适地
点设“误时投放点”；小区太大居民实在不愿
撤桶，物业与居民签订协议，居民恪守严格分
类承诺……办法总比困难多。

在共同完成这项任务之时， 积极参与的
居民们也感受到乐趣：原本陌生的邻里关系，

竟因为讨论“倒垃圾”这件事变得熟络；垃圾
桶这件不起眼的物件， 也因层出不穷的创意
变得妙趣横生。从讨论“化妆棉是干垃圾还是
湿垃圾”到选择“哪种垃圾桶更美观”，不少居
民甚至把垃圾分类视为一次“大派对”。

与其他垃圾分类已实施数十年的城市相
比，上海的垃圾分类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社
会各界也给予了包容。 这不是一次短时间的
“比赛”，而是一次生活方式的彻底改革。

在浦东黎明循环产业园，垃圾分类后，湿
垃圾处置效率翻了一倍， 干垃圾焚烧的热值
提高 14.3%，发电量明显增加的同时，飞灰产
生量减少 26%……垃圾分类的成果正在显
现，这样“可感受”的变化也将成为垃圾分类
工作持续推进的根本动力。

“满月”只是新的开始。只要有信心有决
心，便没有“不可能的任务”。

垃圾分好了 心情也好了
前天 7时，静安区复元坊的垃圾分类志愿者

准时上岗，在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引导和督促居民
正确投放垃圾。当天又是一个高温天，志愿者杨
秀英说：“大热天早上，居民赶时间上班，我们就
多一点耐心，能帮就帮一把。”

杨秀英指的帮一把，不是帮居民扔垃圾，而是
看到拎着大包小包的上班族，主动帮忙提包，让他
们腾出手来破袋。与前段时间相比，志愿者们明显
感觉，居民垃圾分类投放的自觉性提高了，不配合
的人少了。暑假里孩子们投放有所增加，志愿者指
导一次，这些孩子比家长都做得好。

一个月来，志愿者们的付出得到居民积极反
馈，志愿者陈秀娥说：“现在，居民会主动和我们
打招呼，垃圾分好了，心情也好了。”

图为扔完垃圾，陈秀娥特意带孩子来洗手。

本报记者 蒋迪雯 实习生 杨煜珅 摄影报道

市民陈先生自制的可回收垃圾存放器，左为“机器猫”，右为“轰炸机”。 （均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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