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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措并举实施垃圾分类

周锐评
70 亩小麦须手割，别为数据好看为难民众

□李文增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垃圾分类处理工
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
施垃圾分类，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环境，
关系节约使用资源，也是社会文明水平的
一个重要体现。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推
进垃圾分类，关键是要加强科学管理、形成
长效机制、推动习惯养成。
笔者认为，借鉴国内外经验，利用智能
和非智能两种手段实施垃圾分类管理，是
推动人们习惯养成，有效实施垃圾分类的
重要途径。
一是政府部门针对垃圾分类设置专项
开支。这类专项开支，将给非营利或营利

为有温度的处罚点赞
□周信

近日，一则大学生上海地铁车厢内涂
鸦被处理的消息引发关注。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事后两名大学
生陈某和冯某被分别处以罚款 50元，另
外经核算，清理涂鸦的人工成本和材料成
本等共计 7000余元，也需要二人进行赔
偿。但考虑到两名大学生经济比较拮据，
在民警调解过程中，地铁公司提出了人性
化处理方案：以志愿服务来代替经济赔
偿，将 7000余元折算成 80小时的志愿服
务，陈某和冯某各需服务 40小时。地铁
运营公司介绍，这一处罚方案在全国地铁
系统系首例。
在地铁随意涂鸦的行为固然令人气
愤，但事件处理结果却让人欣慰。我们要
为这一有力度，同样也有温度的处罚结果
点赞。
试想，如果地铁部门强制要求经济赔
偿，那么这笔罚款很有可能落到学生家长
的头上。这样的处理不仅很难让涉事者感
受到“教训”的深刻，而且很可能会起到负
面效果。而志愿服务则需亲力亲为，通过
自己的努力来弥补过失，让他们明白自己
犯的错误就要由自己来承担后果——也
许，没有比这更好的“教训”方式了。何况，
其中“教”的成分远多于“训”，既能为自己
的错误受到惩戒，又能在公益服务中有所
收获。
对于那些违反规则者，我们常常说“罚
款不是目的”。也许，
“将7000余元折算成80
小时的志愿服务”是对这句话有力的解读。

的垃圾处理机构或企业提供拨款或贷款。
拨款对象为非营利的城市社区和乡镇组
织，目的是提供技术援助和训练；而贷款对
象主要是在城市社区和乡镇农村从事垃圾
处理的企业，目的是改善和建设这类企业
的运行设施。
二是建立和完善垃圾分类管理制度、
法律法规、政策措施和管理办法。诸如垃
圾袋（筒）使用制度，垃圾回收的产业链构
建，健全垃圾分类的法律法规，以及政策引
导、政府调控等等。
三是逐步淘汰城市社区和乡镇农村的
混装垃圾箱，设置分类垃圾箱。借以逐步培

养城市社区和乡镇农村群众实施垃圾分类
的习惯，与之相适应通过城市社区和乡镇农
村居委会向居民和村民发放相关的垃圾袋。
四是在初步设置分类垃圾箱的社区和
乡镇农村采取监管措施。一是向群众发放
垃圾分类的清单指南，二是要对分类垃圾
箱实施定点定时开放和收集，并有相关保
洁员现场监管。
五是针对有回收价值的废旧物品，例如
旧衣物、废旧纸张、塑料、玻璃、金属等，逐步
设置相关的智能垃圾箱，以建立资源回收利
用的激励机制。凡是按照物品分类向智能
垃圾箱投放的市民，可给予一定的奖励。

由“为一名考生调度列车”说开去
□易嘉严

刚刚过去的端午小长假，对于很多人
来说并不普通，因为这期间恰逢高考。
以往每到高考，各种高考“暖新闻”就
会充斥着各个媒体，比如考生忘带准考证
交警开路送达、各地爱心出租车司机免费
接送考生等等——很多网友对这些内容早
已司空见惯。然而，今年的一则新闻却再
次刷新了网友们的认知——高考考生小泮
（化名）从浙江义乌到湖北孝感千里赴考，
但途中遭遇暴雨，列车受阻滞留在衢州江
山火车站，在接到小泮的求助信息后，铁路
部门临时调来列车，临时就近停靠并联系
出租车助她换乘。最终，经历了近15个小
时旅途的小泮如愿按时赶上了考试。
为一名考生调度一列火车，消息一出
立即引来了网友们的热议。报道中说，接

上小泮的这趟列车本不经停衢州江山火
车站，在铁路工作人员“做进一步调度安
排”的情况下才实现了列车停靠。众所周
知，我国铁路线路已呈网络化运行，车次
变化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从报道中不
难看出，铁路部门的这次调整，其实并非
仅仅“调度一列火车”那么简单。正因如
此，网友们在为铁路部门的人性化操作点
赞的同时，也提出了这样一个疑问：如此
大动干戈、动用大量社会资源去帮助一名
考生赶考，究竟“值不值”？
简单来看，为了一个人的利益而动用
如此之多的公共资源，的确“不值”，但是
铁路部门在职责允许的范围内给予考生
最大的帮助，不仅没有让考生留下人生遗
憾，更传递着满满的正能量。而且我们相

是“真忽悠”还是“装糊涂”
□杨任

据澎湃新闻报道，日前，河南省驻马
店市教育局关工委下发了一份红头文件，
要求各县区教育局、市直中小学校，要指
定专人负责，积极参加青少年国学教育研
究开发工作委员会举办的弘扬中华传统
美德大讲堂活动。驻马店一些学校还给
家长发了告知书，要求家长填写听后感。
然而如期举行的大讲堂上，“导师”讲
着讲着开始卖起了1500元一台的听读机。
河南省驻马店市教育局关工委相关负责人

接受媒体采访时称，
“教育局搭台、推销员唱
戏”是该委审核不严，他已作出深刻检查。
目前该活动已被叫停，已购买听读机的家
长可退货，局纪检监察组也已介入调查。
打着公益、免费的旗号办讲座，然后
趁机推销商品，生活中这样的“营销手段”
屡见不鲜，主办者往往是一些“草台班子”
公司，参与者也以老人居多。谁能想到，
这样的戏码居然能让市一级教育局做背
书。有了教育局的“加持”、有了学校的

六是按照社会化和企业化的方式，鼓
励社会民间资本建立和发展垃圾分类处理
的相关社会组织和企业机构，进而促进垃
圾分类社会事业和产业的快速发展。
七是大力发展智能垃圾箱和垃圾分类
智能机械产业。这不仅适应垃圾分类发展
需要，而且可带动智能制造产业的发展。
（作者为天津市经济发展研究院研究
员，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
究中心研究员）

百姓思语
信，经历了这次赶考之后，小泮也会尽自
己所能去帮助他人，爱心是会传递的。从
这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未必“不值”。
其实，与其讨论“值不值”，倒不如想
想“为一名考生调度一列火车”为什么会
发生。铁路部门工作人员接受采访时表
示，“高考是一辈子的事，所以我们都全力
以赴帮她赶上大考”。尽管人生“条条大
路通罗马”，但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高考依
旧是改变人生最重要的一条，甚至有的孩
子一出生就被戏谑地算起了“高考倒计
时”。每逢高考，与之相关的话题也会频
频出现，考生焦虑了、家长焦虑了，甚至很
多与己无关的人也关注着高考。在这样
的“社会共识”中，“ 为一名考生调度一列
火车”的发生，自然不足为奇。
对于高考的关注、重视、期待都是正
常的，是可以被理解的。也许明年的高考
类似的新闻还会发生，只是希望大家可以
放缓心态、理智面对。
“告知”，学生家长自然会十分重视。
“骗子连我们教育局都敢忽悠。”这是
当地教育局相关负责人接受采访时说的
一句话。但对此我们不禁产生了疑问：为
了举办这次“公益讲座”，教育局关工委可
是下发了红头文件的。作为一级组织，下
发红头文件前，难道不对合作方进行调
查？对讲座内容不提前了解？这次活动，
究竟是“真忽悠”还是“装糊涂”？这需要
纪检监察部门介入调查，弄清事情真相。
下发红头文件，动用的是公权力；被商
家利用，损害的是公信力。这也警醒着那
些手握公权力者，要慎用手中之权，别让自
己成了那些居心不良商家的赚钱工具。

最近，河南驻马店市上蔡县的刘女士眼看着自家 70亩小麦
“躺”在地里，不被允许使用收割机。刘女士称，自家麦田附近有
个空气质量监测站，因担心机械麦收产生的扬尘会影响监测站
的数据，上蔡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要求他们只能用手割。
近年来，在一些基层，政策在具体执行中跑偏，以至于闹出
笑话的现象时有曝光。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基层管理者不是
以公众利益为工作出发点，而是以应对上级考核、完成漂亮的政
绩数据为出发点。出发点跑偏了，工作内容和手段也就难免跑
偏，甚至走向民众利益的对立面。

《新京报》6月8日社论
点评：这是一种弄虚作假、本末倒置的做法。如果漂亮的数
据不能真实反映百姓生活环境的改善，那也只能拿来打扮“政
绩”了。

围观 Papi 酱的婚恋观，就事论事少点“大词”

“ 集 美 貌 与 才 华 于 一 身 ”的 Pa
pi
酱 ，又 成 了 网 络 热 议 的 焦
点。近日，她在一档综艺节目中自爆婚恋观：自己和丈夫恋爱
10年，结婚 5年，双方父母还没见过面，过年也是各回各家。
应该尊重每个家庭的活法。不过，尊重 Pa
pi
酱夫妻及其双
方 父 母 的 选 择 ，也 并 不 意 味 着 这 种“神 仙 婚 姻 ”就 一 定 值 得 提
倡。虽然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观念的变化，传统婚恋观正在松动，
个体的选择可以多元化，社会也可以更宽容，但既然选择了婚
姻，必然就有区别于个体生存所对应的责任和相处模式。

朱昌俊（《中国青年报》6月6日）
点评：传统婚恋观也好，反传统婚恋观也罢，哪有什么放之
四海而皆准的“神仙婚姻”模式，无非“合适”二字而已。
让传统节日成为文化传承的有力载体

我国从 2008年起，把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三大传统节
日列为法定节假日，实际上是从制度层面上确立了传统节日在
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地位。
过好传统节日，首先要让人们了解传统习俗。与此同时，还
要把传统节日文化置于现代社会的语境中，多一些生动有趣的
文化创新，多一些贴近人心的营销策划，采用现代人尤其是年轻
人喜闻乐见的方式，赋予传统节日文化新的生命力，让传统节日
文化和时代因子有机结合，充分满足现代人的精神文化诉求，让
传统节日焕发时代活力，既有文化内涵，也拥有高颜值。

刘颖余（《工人日报》6月7日）
点评：文化才是传统节日的魂，抛开文化谈过节，只能把过
节过成笑话。
商品可以稀缺，文明不能缺席

又见疯抢，这次是优衣库的 T恤。
对一件物品非常喜欢，以至于到了疯狂的地步，想尽办法也
想得到，这样的心情我们理解。不管你采用什么手段去获得，高
价购买也好，通宵排队购买也罢，这都是个人的权利，但前提是
不损害他人的利益，不违背公序良俗和法律法规。按理说，类似
这类促销活动，一般都采取先到先得的规则。只要大家都遵照
这 个 规 则 ，肯 定 不 会 出 现 混 乱 的 场 面 。 如 今 ，频 繁 上 演“全 武
行”，一方面固然有商家维持不力的责任，但更重要的一点，则是
一些人丢了文明的底线。

张炳剑（《钱江晚报》6月5日）
点评：商家搞饥饿营销已司空见惯，主要是因为这招屡试不
爽。可是，能不能成为好产品，不在于有没有人疯抢；能不能成
为时尚达人，也不在于是否穿上“抢”来的衣服。
本组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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