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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赞·新作为

鉴言

□毛锴彦

在呼和浩特的部分智能垃圾回收小区，只要将可
回收的生活垃圾称重兑换积分，每月可用积分缴纳水
电费或线上购买日用品。然后，每天由专人收运，将
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通过分拣后送往回收站；织
物类则经过分拣，破旧一点的进行再生还原成原料，
好一点的进行清洗、擦拭、消毒等处理后，捐赠给公益
组织或者贫困地区的孩子们，市民的举手之劳不但能

小有收益，还可以让社会资源循环利用。
垃圾分类是普通民众最能直接参与的环保方式

之一。分类投放是生活垃圾分类的源头，让居民在日
常生活中养成垃圾分类投放的习惯至关重要。然而，
实践中，尽管经过了多年的试点、宣传和引导，但是居
民自觉、长期参与垃圾分类、精准投放的意识还比较
弱。究其原因，一是在垃圾处理上先分后混的收集方
式让人们的参与热情大大降低，二是缺乏相关知识，
三是习惯问题。

加快推广垃圾分类，离不开居民的广泛参与。垃

圾分类虽然只是举手之劳，但要形成良好的行为习
惯，就不能再让垃圾分类只停留在说教和试点上，而
应通过制度规范以推而行之。在日本，垃圾分类精细
化程度高，如不同材质的纸张就分为好几类分别进行
回收。分类虽然复杂，但日本从幼儿开始便普及垃圾
分类知识，从小培养公民的垃圾分类意识。我们只有
取长补短，吸收有益经验，通过有效的方式向居民普
及垃圾分类知识，培育公民精细的生活方式，才能尽
快完善我们自己的垃圾分类制度。

加快推广垃圾分类，离不开垃圾分类处理系统的

加速建成。投放只是垃圾分类的第一步，真正实现垃
圾分类，还必须有相对应的垃圾分类收集、运输、处理
等一系列处理系统，任何一个环节的缺失都将造成整
个系统失灵。

与此同时，各地政府和相关部门还应推进垃圾分
类投放等环节的法治化、制度化，建立相应的法律制
度，及时对涉及生活垃圾处理的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修
订。习惯的养成非一日之功，这个过程可能需要一代
人甚至几代人的努力，因此，垃圾分类必须坚持不懈、
久久为功。

垃圾分类检验城市文明

□本报记者 毛锴彦

呼和浩特市作为全国首批实施生
活垃圾强制分类的46个重点城市之
一，从今年开始在城区建立生活垃圾
分类制度，全面实施以试点引路、分步
实施、分类投放、收运处置为目标的垃
圾分类工作，垃圾分类渐渐进入到居
民的生活当中。如今，该市的垃圾分
类实施情况如何？相关部门采取了哪
些措施来推进垃圾分类？就此问题，
记者进行了走访调查。

目前，呼和浩特市在45个小区试
点推行，18个小区的垃圾分类工作实
现了智能化。记者近日在新城区丽苑
小区内的一个智能垃圾回收箱前看
到，居民只要点击屏幕上的“纸张”，标

着“纸张”的垃圾箱口就会打开，把纸
张打包捆绑好放进垃圾箱，位于垃圾
箱底部的秤就会量好重量并显示在屏
幕上，按照一斤五角钱计算，此次投放
的纸张会折算成现金，居民只要扫描
二维码，就能收到红包。如果居民投
放的是饮料瓶，那么，居民点击屏幕上
的“饮料瓶”后，只要把饮料瓶上的条
形码对准投放头进行扫描后，按照小
瓶五分钱、大瓶一角钱计算，同样以红
包的形式领取现金。

“过去我们把废纸、饮料瓶和垃圾
混在一起扔掉了，白白浪费资源多可
惜呀！现在我分类投放到垃圾箱里，
既环保还能换钱，很有意义。”居民王
巧云高兴地说。

北京绿博公司呼市地区负责人王
星介绍，那些不擅长使用智能手机的

老年人，可以绑定儿女的手机号，投放
可回收垃圾时，折算成的现金可发送
到老年人儿女的手机上。目前，绿博
公司已经在首府16个小区投放了智
能垃圾分类箱，其中新城区有14个、
玉泉区回民区各1个。另外，赛罕区
还有 2个小区投放了智能垃圾分类
箱，全市共有18个小区实现垃圾分类
智能化。

“去年，新城区在丽苑小区第一
个试点垃圾分类，该小区住户 2499
户，日产生活垃圾五六吨。实行垃圾
分类后，每天减少生活垃圾1.5吨。”
新城区环卫局副局长樊树说。除了
智能化垃圾分类装置，呼和浩特市在
老旧小区投放了普通的四类垃圾分
类箱。

据呼和浩特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领导办公室负责人于凤鹏介绍，目前
环卫系统生活垃圾年清运量约为56
万吨，有3座生活垃圾处理设施，总设
计日处理量为3000多吨。为缓解生
活垃圾快速增长的趋势，开展生活垃
圾分类试点就是做好垃圾减量的有效
途径。按照要求，今年年底前，呼和浩
特市要在45个居民小区进行生活垃
圾分类试点，现在这项推广工作已经
完成。明年，垃圾分类工作将全面展
开，到明年年底前，呼和浩特市将再完
成 255 个垃圾分类试点小区。到
2020年底前，基本完成城区50%以上
的社区垃圾分类收集管理工作，并实
现分类户数占辖区总户数的 35%以
上。

当日，记者走访了多个小区及公
共服务机构，随机翻看了分类垃圾桶

后发现，个别小区的分类垃圾投放并
不规范，存在“大杂烩”现象，其中有害
垃圾乱丢弃情况最为普遍。

王星告诉记者，他们会根据不同
的垃圾派用不同的车辆来清运处理。
公司设立的垃圾分类专管员本是负责
垃圾的二次分类工作，主要就是指导
监督居民把已经分好类的垃圾投入到
相应颜色的垃圾桶中，但他们往往还
要为居民做的不到位的第一次分类

“善后”。王星说：“在实际工作中就发
现有害垃圾与其他垃圾混投的现象，
这与人们的意识没有提高有一定的关
系，为此我们设有专管员，专门去进行
引导，实在不行只能专管员自己打开
垃圾袋进行分类，以方便垃圾运输车
辆前来收集运输。”

对于这一现象，王星十分无奈：

“市民其实已经对垃圾分类有了初步
的概念，混装问题中可回收物基本已
经能够排除，就只剩下有害垃圾、厨余
垃圾和其他垃圾，对此我们也会安排
工作人员进行再次分类。”

内蒙古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博士
生徐昊认为，加快推广垃圾分类，离不
开垃圾分类处理系统的加速建成。投
放只是垃圾分类的第一步，真正实现
垃圾分类，还必须有相对应的垃圾分
类收集、运输、处理等一系列处理系
统，任何一个环节的缺失都会造成整
个系统失灵。长期以来，垃圾先分后
混就是广受人们诟病的问题。因此，
要建成完善的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就
必须要抓住重点环节，做到分类精准
投放、杜绝先分后混、分类运输系统健
全、分类处理设施完善。

民声快线

观点

□刘效仁

日前，经江苏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
六次会议表决通过，《江苏省奖励和保护见
义勇为人员条例》将于明年 1 月 1 日起施
行。据了解，条例对见义勇为人员重新进行
科学界定。将“不顾个人安危”表述删除，强
调对生命的敬畏和尊重，既肯定大义凛然、
不怕流血牺牲的见义勇为，更鼓励、倡导科
学、合法、正当的见义智为。同时，进一步强
化对见义勇为人员的保护和优抚。

笔者以为，删除“不顾个人安危”表述，
将“见义智为”加入法条，不仅彰显了生命
的至上价值，同时也让高大上的“见义勇
为”人人可为，更接地气。

（2018-11-26中青报、扬子晚报）

见义勇为，堪称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
在英雄谱系中，既有勇拦烈马的欧阳海，勇
斗歹徒的徐洪刚，下粪池救老人牺牲的军
人大学生张华，也有为扑灭山火而献身的
小英雄，15岁赖宁……

这些用鲜血铸造的英雄雕像，可歌可
泣的义勇故事，以及日益健全和完善的见
义勇为褒奖优抚法规，无不激励着一代又
一代新人茁壮成长，英雄辈出。可随着时
代的文明进步，自然也引发了对“见义勇
为”本身的集体性反思。

比如，对于许多从小听着“赖宁”故事
长大的人来说，一提到见义勇为，脑子里出
现的必然是英勇壮烈的画面。这种牺牲，
显非未成年人所能承受。当一个人面对歹
徒们武力攻击之际，以肉相搏自然也是生
命不能承受之重。如何学会见义智为，保
护好自己，无疑就成了既合乎法理，也合乎
人伦的题中应有之义。

鲁迅先生也曾说过，“至于现在似的发
明了许多火器的时代，交兵就都用壕堑
战。这并非吝惜生命，乃是不肯虚掷生命，
因为战士的生命是宝贵的。在战士不多的
地方，这生命就愈宝贵。”（《华盖集·空谈》）

挟泰山以超北海，非不为也，实不能
也。面对持刀歹徒，能团结一致齐心对敌
固好，如若不能，理智的办法就是想法报
警，记住歹徒的相貌特征以便协助破案。
在歹徒丧心病狂之际，孤立的个体以肉相
搏正如投食豺虎。对歹徒而言，一条生命
与两条已没有了什么区别。在此危急下，
保护更多的生命，拒绝无谓的牺牲才是合
乎人性的选择。

删除“不顾个人安危”的表述，并非否
定大义凛然、不怕流血牺牲的见义勇为，而
是在尊重生命价值和个体权利的同时，提
倡量力而行，鼓励科学、合法、正当的见义
智为。中小学生守则中，已不再提倡“见义
勇为”，正是量力而行，是对生命的敬畏和
珍贵。当下已被普遍认同的见义智为，即
充满了科学与理性。因为这样才能更好的
帮助别人，同时保全自己，而不是为了救助
别人，就不顾惜乃至牺牲自己。

立法重新界定
让见义勇为人人可为

□本报记者 陈春艳

刘汉生妻子双耳失聪，王忠声
为她办理了残疾证；刘景利生活困
难，王忠声协调他到苗圃打工；夏桂
英浇地后疏忽未关闭电闸，连续浇
地三天三夜，王忠声做工作调解减
免电费……“老百姓最朴实，你把
老百姓当家人，老百姓就把你当亲
人。在帮扶贫困户过程中经历了不
少周折，费了很大功夫，但当我看到
他们把牛羊拉到家里，搬入新居，心
里由衷的高兴。”王忠声说。

42岁的王忠声是敖汉旗森林公
安局副局长，自2015年10月担任白
庙子村第一书记以来，便奔走在精准
扶贫第一线。积极走访村里的老党
员、村民代表、致富带头人、贫困家
庭，盘腿上炕唠家常，掌握了民情，吃

透了村情，也赢得了老百姓的赞誉。
“可谢谢你了，没有你撺掇，这

房子修不了。”前几天，焦玉坤的妻
子碰见王忠声老远就搭话，“老焦说
了，哪天杀小鸡请你喝酒。”当初，为
了给焦玉坤家改建危房，王忠声和
党支部书记池晓臣费了许多口舌，
焦玉坤就是不同意。王忠声看实在
无法改建，便劝说焦玉坤修缮，C级
危房，国家给免费更换门窗等，住得
敞亮，舒服……一番劝解，焦玉坤最
终同意修缮。

王忠声深知扶贫工作最难的就
是沟通与协调，部分贫困户“等、靠、
要”思想严重，必须坚持扶贫与扶志
相结合，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才能
实现脱贫致富。2017年，他培训贫
困户190人次，2018年，他又培训贫
困户160人次，宣讲医疗保障、扶贫
政策措施，使贫困户摆正心态，自立

自强。他还经常深入田间地头，利
用村民微信群开展宣传教育，让村
民了解党和政府的惠民政策。2017
年，通过租赁养殖毛驴等形式，64户
122名贫困人口稳定脱贫。

今年，王忠声到贫困户郑国柱
家调查产业需求时，他妻子不愿意
养驴，问他：“要钱行吗？”王忠声耐
心解释道：“扶贫政策不允许这样
做，这 9000 元钱是养殖的到户资
金，这些钱足可以买一头驴啦！不
养驴的话只能享受资产收益，每人
每年300元，3口人累计发放10年也
是 9000元，还不如养一头驴，几年
就有收益。”听了他的话，郑国柱的
妻子欣然同意养驴。

3年来，王忠声把家也安在了白
庙子，也把自己当成了白庙子人，从
群众最关心、最现实的问题入手，帮
助解决生产生活困难。坚持做到

“有家国情怀，有担当精神，有远见
思维，有虔诚敬畏”，是王忠声对自
己的要求。扶贫工作中，他发现一
些贫困户识别不精准的问题，便积
极与四道湾子镇政府协商如何解
决。2017年清退6户15人，2018年
清退7户10人。

支部强不强全靠领头羊。为充分
发挥领头羊的作用，王忠声协助村党
支部抓好日常组织建设和管理工作，
完善村级党组织档案建设，督促指导
村“两委”班子开展好“三会一课”、组
织生活会等，并协助村“两委”班子培
养入党积极分子和村级后备干部。
2016年和2018年，敖汉旗林业局向
白庙子村拨付发展资金共计4万元用
于扶贫工作，并为白庙子村配备两台
灭火机。村党支部书记池晓臣说：“王
书记为我们村做了太多的工作，这些
我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看到群众住上新房我就高兴”

阿拉善右旗：
“金牌交警”调解室挂牌

近日，阿拉善右旗公安分局交警大队民
警许君成获得了“内蒙古自治区金牌调解
员”称号，同时以他姓名命名的调解工作室
正式挂牌成立。

16年来，许君成一直在交通指挥的基
层一线工作，2012年9月，他成为阿拉善右
旗交通事故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第一批
调解员，累计主持调解重大疑难交通事件
300余件，涉赔金额1800余万，调解成功率
达到98%以上。2013年1月5日，许君成受
理了第一起交通事故纠纷调解事件，前前后
后 200多个电话，在他耐心的“软磨硬泡”
下，双方终于达成协议，也给他上了难忘的

“交通事故纠纷调解人生第一课”。调解工
作中，许君成注重充分发挥和运用新时代

“枫桥经验”，坚持预防为基点，对于有可能
激化和升级的道路交通事故矛盾，在他的倡
导下，交调委加强和交警队经常性联系，不
待交通管理大队的事故责任认定作出就提
前介入，调查了解纠纷事实经过，促进纠纷
的化解，坚决做到源头预防。

2015年5月，在许君成的协调努力下，
阿拉善右旗司法、公安交警部门联合成立了
法律援助工作站。2018年6月，阿右旗交警
大队又与旗人民法院成立了道路交通事故
诉前联调工作站，通过整合资源增强解决矛
盾纠纷的能力，降低和节约纠纷解决成本，
提高纠纷化解的及时性和实效性，将工作重
点向诉前延伸，极大地减少了进入诉讼渠道
的案件数量，有力维护了交通事故当事人的
权益，形成了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
求表达机制和权益保障机制。 （石斌）

奈曼旗法律援助工作
成效显著

近三年来，通辽市奈曼旗法律援助中心
办理法律援助案件825件，其中刑事法律援
助案件 54件，民事法律援助案件 771件。
该旗法律援助中心本着为当事人提供最优
质的法律服务的原则，除诉讼代理的案件
外，为当事人免费代写法律文书204份。

为了方便、惠及群众，第一时间了解情
况、提供服务，该旗在残联、妇联、公安机关
看守所、武装部等单位和基层司法所建立了
23个法律援助站，配合旗法律援助中心开
展法律援助宣传，解答法律咨询、代写法律
文书，办理非诉讼法律援助案件等，在武装
部成立的军人军属法律援助站，2016年成
立以来，办理军人军属法律援助案件3件，
有效的维护和保障军人军属的合法权益。
旗法律援助中心通过送法下乡、法制培训、
法律咨询等形式，2015年以来，向群众宣讲
法律援助知识84场次，发放法律援助宣传
单1万余份，无偿提供法律咨询达2000余
人次。宣传工作和便民、惠民服务工作的加
强，社会影响力不断提升，前来咨询和申请
援助的群众逐年增加。

（徐文德）

呼和浩特呼和浩特：：生活垃圾强制分类试点渐次推开生活垃圾强制分类试点渐次推开
记者调查·关注民生

医疗人员正在为老年人提供健康咨询医疗人员正在为老年人提供健康咨询。。

乌兰牧骑演员在表演节目乌兰牧骑演员在表演节目。。

连日来，化德县“弘扬乌兰牧骑精神，到人民中间去”基层综合服务活动以
“乌兰牧骑+”的方式，将文艺演出、政策宣讲、医疗卫生、技能培训、法律援助等服
务项目整合，组建“草原综合服务轻骑兵”，利用3个月左右的时间，深入全县六个
乡镇、50多个村开展综合性惠民服务活动。截至目前，“化德县草原综合服务轻
骑兵”小分队已走进 21个村开展慰问演出，免费为群众义诊 650余人（次），发放
各类宣传资料 5000 多份，为群众解答法律、种养殖咨询 430余人（次），受到广大
群众的热烈欢迎。 李剑平 摄

到人民中间去

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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