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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电垃圾被称为“放错位置的
资源”。如何让这些资源重新归位？各国经验
表明，从源头分类处理垃圾，有助于最大限度
回收利用资源，解决垃圾“围城”的同时，促进
可持续发展。

美国：分类带来蜕变

提到美国纽约，人们很难将这座极具吸
引力的国际大都市同污水横流、臭气熏天的
垃圾城市联系起来。事实上，19世纪末以前，
纽约一直是世界上最肮脏的城市之一。那时
的纽约街头垃圾遍地、蚊蝇乱舞，扑鼻的恶臭
让许多住户从来不敢开窗，糟糕的卫生条件
成为各类疾病滋生的温床。

直到卫生工程师乔治·韦林的出现，纽
约人才看到了希望。1895 年，作为街道卫生
指挥官，韦林创建了纽约历史上第一个垃圾
回收和分类系统，提出利用食品垃圾生产肥
皂和农肥等系列规定和具体措施，还号召全
民拿起扫把清扫街道。

在全民共同努力下，纽约逐渐摆脱了脏
乱差的环境，建立了较为系统、完善的垃圾分
类回收办法。根据 1989 年的最新法律规定，
纽约居民必须在丢弃垃圾前进行分类处理。
可回收垃圾共分两大类，纸和硬纸板为一类，
金属、玻璃和塑料制品等为另一类，需分别放
入不同颜色的垃圾桶中。

近年来，纽约不断探索更细致的垃圾分
类方法，尝试单独回收食品垃圾，将其统一回
收用于沼气发电和堆肥。当地政府认为，加大
垃圾回收力度不仅有助净化环境，还能节省
大笔政府开支。

日本：接近极致的分类

作为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日本东京曾深
受垃圾围城和环境污染困扰。1970 年底，日
本国会全面修改《清扫法》，制定《废弃物处理
法》，以遏制废弃物排放，对废弃物进行适当
的分类、保管、收集、运输、再生和处理。

在社会各界长期努力下，东京城市环境大
幅改善，垃圾分类也越发细致复杂。可燃垃圾、
不可燃垃圾、厨余垃圾、金属垃圾、塑料垃
圾……分类之细让扔垃圾也变得没那么简单。

例如，一个香烟盒需要分三类丢弃：外包
塑料薄膜是塑料垃圾，盒子是可燃垃圾，封口
处的那圈铝箔则属于金属垃圾。

在东京街头和居民区可以看到众多垃圾

回收点，这些回收点上均贴有投放说明，以图
文并茂的形式介绍垃圾的分类方法和回收时
间，如一周 7 天什么时间丢弃什么垃圾。如果
错过了指定时间，就只能等到下个收集日再
去丢。如果要扔自行车、衣柜等大件垃圾，还
需提前电话申请，并且购买处理券，每件价格
在数百日元到上千日元不等。如果胡乱丢弃
垃圾将会受到罚款甚至监禁处罚。

德国：细节不断优化

德国将生活垃圾大致分为不可回收垃

圾、包装垃圾、纸质垃圾、生物垃圾、电子垃
圾、玻璃垃圾等几类，它们的归宿是不同颜色
的垃圾桶。

德国还通过设置押金的方式促进饮料瓶
回收。例如，一瓶 1 . 5 升装普通矿泉水售价
0 . 19 欧元，但需额外为装水的塑料瓶支付
0 . 25 欧元押金。在超市设有的收瓶机退瓶
后，才可拿回押金。

在家庭、学校等社会各界参与下，德国孩
子从小就学习垃圾分类方法，把它当作自然而
然的事。垃圾处理厂也会通过组织参观活动让
民众更加了解垃圾分类处理及其重要性。

垃圾分类回收还催生了新的商业模式，
如垃圾管理公司。不同种类的垃圾处理费用
不同，如果把塑料包装、纸制品等可回收垃圾
放入不可回收垃圾的桶中，则需支付更高的
处理费。垃圾管理公司可以帮助人们尽可能
减少垃圾处理费用。

例如，在小区管理者委托下，垃圾管理公
司人员会隔三岔五到小区给一些分错类的垃
圾重新分类，并定期提供咨询活动，帮助人们
更准确地分类垃圾。虽然住户需支付管理公
司部分费用，但随着垃圾处理费大幅降低，住
户既省了钱，又为环保作出了贡献。

垃圾被称为“放错位置的资源”，如何让其重新归位，全球有何高招？

日本：一个烟盒要分三类丢弃

▲这是柏林一个地铁站的垃圾桶。德国的生活垃圾可分为四类：日常生活类垃圾、塑料包装类垃圾、纸类垃圾、生物垃圾。但
实际操作中并不是一分为四那么简单。比如，玻璃瓶和电子类垃圾需要单独处理；纸巾属于生物类垃圾而非纸类；摔碎的镜子和红
酒瓶不属于同一种类；灯泡、酒杯、茶杯和玻璃瓶子不能扔到同一个垃圾桶里。 新华社记者张帆摄

新华社德国尼梅克电(记者张毅荣)德国
是猪肉生产和消费大国，去年生猪饲养量达
2715 万头。养猪虽多，但猪的粪便却没有造
成什么环境污染。他们是怎么做的？日前记者
走访东部勃兰登堡州尼梅克市的一家养猪
场，看德国企业如何为生猪“善后”。

与人们印象中的“脏臭”不同，德国养猪
场对卫生要求较高。为防止外界疫病影响生
猪健康，记者被要求沐浴更衣，才获准进入综
合性农业企业“霍尔·弗莱明合作社”旗下的
养猪场。

这家养猪场在全德范围内规模中等，有
350 头母猪，分 7 组，每组以 115 天为周期分
娩仔猪，每组一周期共产仔猪约 700 头。仔猪

和母猪共栏 7周后，会被转移到其他猪舍单
独饲养，长至 25 公斤即可出栏，销售至其他
企业进一步饲养。

在养猪场负责人弗洛里安·舒尔茨的引
导下，记者分别参观了猪场严格按德国《动物
保护及家畜(禽)饲养条例》搭建的三处猪舍。
猪舍内安装有自动喂食系统、新风设施和地
漏，看上去干燥清爽，但闻起来还是有一些刺
鼻的气味。

这让人有些好奇，生猪排泄的粪便由地
漏排出后又去哪儿了？弗洛里安告诉记者，猪
舍地漏以下和喂食系统一样，是由管道相互
连接的，最终集中通向一处化粪池，猪粪处理
后主要用作肥料和生物质能发电。

弗洛里安介绍说，合作社是一家综合性
农业企业，除饲养生猪外还饲养奶牛，并种植
黑麦、大麦、小麦等农作物。“理论上，干燥的
牛粪更适合进行沼气发电，猪粪则更适合用
作堆肥。”他说。

但根据德国现行的《肥料条例》，为防止
过度使用肥料影响环境、特别是对水体造成
富营养化污染，动物粪便用作堆肥的时段和
用量被严格限制。眼下冬末春初就禁止堆肥，
但天气寒冷，对电力需求量又大了，养猪场的
猪粪和养牛场的牛粪就一起用来发电。

驱车 8 公里，弗洛里安带记者来到安装
有生物质能发电设备的企业总部。只见操作
间内，一名工人正在实时监控设备运行的各

项数据。
公司负责人弗雷德·舒尔茨告诉记者，设

备于 2006 年引进，一次性投入超过 100 万欧
元。但其日均发电量达到 546 千瓦时，除满足
公司日常用电取暖外，剩余还可以出售给当
地公共电网，算上德国政府对可再生能源所
发“绿电”的奖励性补贴，预计再有 5 年便能
基本收回成本。

德国计划 2050 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比
例超过 80%，多年来一直对“绿电”入网发
放补贴。弗雷德说：“当时主要考虑的还是
如何尽快处理动物粪便，不让化粪池气味
影响周围环境。现在看，那确实是一项正确
的决定。”

看德国养猪场如何“善后”
猪粪通过管道集中到化粪池，处理后主要用作肥料和发电

新华社东京电(记者华义、胡俊凯)扔塑
料瓶需要分几步，丢垃圾也要看时间，处理旧
家电还得花钱……日本资源回收体系虽然复
杂，却尽可能地实现了资源利用的最大化。

记者 2 月 21 日应邀参观松下电器产业
公司一处废旧家电处理厂，目睹了冰箱、电视
机等废旧家电如何被日企“吃干榨尽”。

松下环保科技关东株式会社位于距东京
约 100 公里的茨城县，可处理空调、电视机、
洗衣机、冰箱等多种废旧家电。松下公司和三
菱材料公司 2005 年合资成立了这家公司，自
2011 年以来平均每年处理废旧家电约 55 万
台。拆解、粉碎、提炼后的各种塑料和金属资
源不仅可供松下公司和三菱材料公司使用，

还可对外出售。

松下环保科技关东株式会社社长安东浩
介绍说，日本每年产生 1800 万至 2000 万台
废旧家电，而这些总量巨大的废品中含有大
量铁、铜、铝等资源。由于废旧家电处理难度
大、要求技术水平高，日本 1998 年出台了《特
定家庭用机器再商品化法》，明确了家电厂商
进行资源回收再利用的义务。按照该法律规
定，2015 年冰箱循环利用率要达 70% 以
上，家用空调和洗衣机循环利用率要达 80%
和 82% 以上。

原则上，厂商要负责处理自家生产的家
电，但仅回收自家产品缺乏效率。因此，日本
将家电企业分为两组。A 组包括松下、东芝、
大金等 22 家企业，他们利用家电回收从业者
的既有设施开展回收，在不同地区分散处理
废旧家电；B 组包括日立、夏普、索尼等 18

家公司，他们主要依靠自己的设施回收，并与
物流公司合作运送废旧家电。两组企业可回
收本组内其他家电厂商的产品。

在安东浩社长简单介绍工厂情况后，记
者戴上防尘口罩和帽子等随他进入废旧家电
拆解回收厂区。拆解液晶电视内部螺丝的机
器人首先映入眼帘。拆去后盖的液晶电视在
传送带上缓缓前移，机器人对准传送带上的
液晶电视，将螺丝一一拆下。将分层摆放好并
拆去后盖的液晶电视运到传送带上的任务也
由机器人完成。

在废旧冰箱解体处理区，一些工人将冰
箱内的塑料取出用于单独粉碎，还有一些全
副武装的工人小心地回收制冷剂氟利昂。冰
箱随后被送入一个封闭空间，工人用激光对
其进行切割。

拆解后，旧家电中的塑料、铜管、铁皮
等被分类运至附近的厂房粉碎提炼。塑料
产品经初步粉碎后会通过空中架设的管
道直接转移至隔壁厂房，它们会在那里被
高精度分拣机分为 P P 树脂、P S 树脂、
ABS 树脂等几大类以再利用。空调里的铜
板等送进大型粉碎机后，机器可从中分离
出铁、铜、铝等各种金属，一粒粒铜块不断
落入机器下方的袋子中，分离后的铜纯度
可达 99%。

在日本，废旧家电不但不能卖钱，处理时
还要花钱购买“家电回收券”，并预约上门回
收。日本的精细回收成本较高，但能促使资源
利用最大化，不会出现回收业者“挑肥拣瘦”
的情况，因此也最大限度地保护了环境。

日企“吃干榨尽”废旧家电

▲在日本东京都港区资源垃圾处理中心，工作人员去除塑料瓶瓶盖、
包装纸，然后运进机器，压缩捆扎。初步处理成大小、重量基本相等的垃圾
包，再运送到相关制造工厂，生产出新产品。 新华社记者季春鹏摄

变废为宝

新华社巴黎电(记者张雪飞)同许
多其他西方国家一样，法国实行严格的
垃圾分类制度，为保护环境、促进资源
回收利用打下良好基础。在法国生活，

如何准确无误地将各种日常垃圾按要
求分门别类丢到相应的垃圾桶里，恐怕
是大多数“初来乍到”的中国人最为困
惑也急需掌握的一门生活技能。

纸质包装盒、报纸杂志以及清空
并压扁的塑料瓶和易拉罐要放入黄
盖垃圾桶里；玻璃罐头瓶、玻璃酒瓶
应丢进白盖垃圾桶里；剩饭、落叶杂
草等家庭日常垃圾则必须先装入垃
圾袋并封口再扔到绿盖垃圾桶里。在
超市等公共场所，人们还能找到灯泡、
电池、电子垃圾等特殊废弃物的专门
回收装置。

调查显示，如今近九成法国人表
示会将垃圾分类。

还记得第一次到法国朋友梅里尔
家做客时，出于好奇，记者专门跟随她
和她 4 岁的小儿子加潘一起去扔垃
圾。在公寓楼地下一层的拐角处，有一
间专门的“垃圾房”，里面整齐地摆放
着一圈规格统一、但盖子颜色不同的
垃圾桶，每个垃圾桶上方的墙上还贴
有带图示的说明，提醒人们不要在丢
垃圾时搞乱“属性”。

梅里尔解释说：“把家中日常垃圾
分类存放、丢弃，几乎是所有法国家庭
每天都要做的事情。垃圾桶由市政府
统一订制发放，市政府的垃圾车会在
固定时间前来收取垃圾。而一周内哪
天收取哪一类垃圾也有明确规定，公
寓管理员会提前把对应的垃圾桶推到
路边。”

当被问及每天这样是否觉得麻烦
时，这位年轻的母亲笑着说：“我们已
经养成习惯了。这并不花费什么精力，
还有利于垃圾的回收利用。我们会告
诉孩子，分类后的垃圾就不再是单纯
的废物，而能够变成资源。”

说到这里，“急于表现”的小加潘
便坚持让母亲抱着他，像模像样地亲
手把垃圾袋、饮料瓶、报纸和玻璃酸奶瓶放进不同的垃圾桶
内，还不忘转向记者自豪地一笑。

正是有了民众环保意识的不断增强和自觉参与，以及
成年人对下一代的言传身教，才能让垃圾分类这一看似平
常又十分有益的文明之举在法国越来越普及。

在落实推广垃圾分类制度的道路上，法国各级政府和
企业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巴黎等城市都有专门负责环保和
节约的副市长，经常举办宣传和演示推介活动，还负责不断
制定鼓励措施。自 1992 年法国正式推行垃圾分类制度以
来，5000 多家企业投入约 70 亿欧元，支持全国的垃圾分类
和回收工作。

垃圾里面究竟有什么“宝贝”让法国人如此认真对待？
废纸、塑料、金属、堆肥垃圾(落叶、杂草、残剩食物、瓜果皮
核等)又能有何大用？从事废弃包装回收的法国企业“绿色
包装”公司解释说，每回收利用 1 吨铝制易拉罐，可避免消
耗 2 吨铝土矿，而回收 1 吨塑料相当于节省 0 . 65 吨原油。

该公司提供的数据显示，从 1992 年至今，法国共有超
过 4000 万吨废弃包装垃圾得以回收，并经再处理后被制成
纸板、金属、玻璃瓶、塑料等初级材料，或转化成石油、热力
等能源。2013 年，法国共回收近 320 万吨包装垃圾，回收率
约 67%，相当于减少 210 万吨二氧化碳排放。

法国作为资源弱国，保护资源、节约资源、利用少量资源创
造最大利益无疑是支持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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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巴黎电(记者张雪飞)法国虽是欧洲老牌工业强
国，但在应对自然环境恶化和资源枯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方面也起步甚早，并取得显著成效。

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法国政府就曾推出一项国家环
境计划，拟定国家在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方面应开展的诸
多具体措施，并促成法国环境与能源控制署、环境研究所等
相关公共机构诞生。

此后，法国政府在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方面的主导地
位越来越得到强化。近十年来，法国总统都将生态环保、可
持续发展列为执政工作的重中之重，环境部长也在政府内
阁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法国政府不断推动相关立法和改革，致力于从气候、能
源、农业、交通等领域“多管齐下”，带动学界、企业、个人等
社会各领域成员积极投入绿色环保与低碳经济建设当中。

2009 年 7 月通过的新环保法案为法国未来的环保发
展明确了方向：在气候方面，法国将力争在 2050 年将温室
气体排放量在 1990 年的基础上减少 75%；在能源方面，目
标是到 2020 年，将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总消耗的比例提至
23% ；在农业领域，争取到 2020 年将种植生态农产品的农
田比重提高到 20%，并从税收方面为生态农业提供优惠；
而在占法国能源消耗总量约 40% 的建筑行业，政府亦采取
更为严格的标准、根据所建房屋的能耗发放建筑许可。

逐步停止销售耗电量大的白炽灯、禁止商家免费提供
一次性塑料袋、严格执行垃圾分类、严格保护地下水资源、

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鼓励生态农业种植……众多举措将
环境与生态保护带进法国人民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法国政府近年来在倡导低碳出行、推广清洁能源车辆
方面也取得显著成效。《绿色发展能源过渡法》中包含大量
诸如鼓励使用自行车、步行和拼车出行、加速推广低排放机
动车使用、增建电动汽车充电装置等具体措施。

为鼓励企业和民众积极响应低碳出行号召，法国政府
提供系列资金补贴。例如，从 2016 年 4 月起，个人将柴油轿
车报废并更换为电动汽车，可在购买电动汽车时享受政府
提供的最高可达 10000 欧元的补贴。根据法国环境部长去
年 12 月在一次部长会议上介绍的新政策，从 2017 年开始，
上述补贴的范围将扩充至轻型货运或客运车辆，以鼓励运
输行业人士使用电动汽车。同时，购买两轮或三轮电动摩托
车可享受 1000 欧元补贴，个人购买电动汽车充电装置也将
享受退税待遇。

从推广“零排放”车辆的效果上看，目前法国已有超过
10 万辆注册牌照的电动汽车，使法国成为欧洲电动汽车市
场的领军力量；在所有上牌的机动车中，污染排放较高的柴
油车比例已从 2012 年的 73% 降至 52%，而私家车中目前
仅有约 36% 的柴油车。

值得注意的是，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法国政府不仅是
决策者，还充当着示范者和服务者的角色，不少政策的制定
和实施都以向公民提供优惠、同时加强针对政府机关、国有
企业和公有部门的限制为原则。

法国总统视环保

为工作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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