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底，国家发改委、住建
部发布《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
施方案》，要求在全国46个城市
先行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
到2020年底，基本建立垃圾分
类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
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生活垃
圾分类模式。早在2000年，北
京、上海等地就被确定为“生
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
但17年过后，中国垃圾分类的
效果仍不尽如人意。

从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
类的任务表来看，时间还是很
紧张的，需要加快出台相关执
行细则，强化各级政府部门的
责任，在46个试点城市里探索
适宜的垃圾分类模式，实现政
府部门与居民联动机制，共同
落实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措施。

相关数据表明，我国每年

的垃圾增长速度明显，但垃圾
处理能力并未跟上，北京的垃
圾在未来四五年内将无地可
埋，上海有的垃圾场已与居民
区为邻。由此可见，在垃圾处理
问题上，已经到了燃眉之急的时
刻，容不得再继续拖延下去，必
须找到合适的办法，避免陷入

“垃圾围城”的困境。从各国经验
来看，采取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措
施，可以有效减少垃圾排放量，
促进可利用资源回收率提升，降
低垃圾对环境的破坏影响。

2016年我国城市生活垃圾
清运量达2亿吨，全国有1900多
座垃圾填埋场，垃圾填埋处理比
例约占垃圾总量的60%。填埋方
式方便易行、处理量大，但易造
成二次污染，诸如诱发水质污
染、土壤污染、空气污染、占用土
地资源等后果。《“十三五”全国

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
建设规划》提出，到2020年底，具
备条件的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和
省会城市(建成区)实现原生垃圾

“零填埋”，设市城市生活垃圾焚
烧处理能力占无害化处理总能
力的50%以上，其中东部地区达
到60%以上。

要达到这些目标，首先就
要从源头抓好，采取生活垃圾
强制分类制度，将可利用资源
充分回收，将生活垃圾细化分
类，干湿垃圾分开处理，尽可
能压缩垃圾排放量。从此前试
点城市的经验来看，往往是宣
传口号过多、形象工程太多，
实际操作起来却困难重重，并
未真正获得民众的支持和认
同，也没有认真坚持下去。少
数较为成功的社区，则是因采
取了奖惩机制，鼓励居民主动

进行垃圾分类，建立积分换礼
物制度，对违规居民则予以惩
罚，让居民亲身感受到垃圾分
类的益处。

现在各地政府部门很积
极，经常出台相关推广政策，
但部门之间缺乏统一协调，工
作衔接不足，垃圾分类往往半
途而废。而且，居民也不够热
情，对垃圾分类知晓有限，动
力匮乏，反而觉得是一种麻
烦。可见，要想全面实施生活
垃圾强制分类，就需采取软硬
兼施的措施，一方面加强宣传
普及垃圾分类知识，逐步树立
环保意识，建立部门责任制
度，层层落实垃圾分类执行任
务，另一方面建立强制分类奖
惩制度，做到有奖有罚，将违
规行为与个人信用挂钩，引导
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

生活垃圾强制分类需软硬兼施

一方面要加强宣传普及垃
圾分类知识，逐步树立环保意
识，建立部门责任制度，层层落
实垃圾分类执行任务，另一方
面要建立强制分类奖惩制度，
做到有奖有罚，将违规行为与
个人信用挂钩，引导居民主动
参与垃圾分类。

鼓励寒门子弟奋斗何错之有

雄安新区满月，何以“一锹土未动”

葛媒体视点

闯红灯“抓拍神器”

值得推广

□舒爱民

5月3日 ,济南交警发布消
息,为整治行人、非机动车闯红
灯 ,研发设计了一套人像自动
抓拍设备 ,已在市区路口安装
试行。该系统能够自动进行人
脸识别,专门抓拍行人、非机动
车闯红灯的违法行为。

交通信号灯本身就是为了
每一个交通参与者的安全而设
置，遵守交通信号灯不光是机动
车的“专利”，行人、非机动车同
样应该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十九条明
确规定：“行人、乘车人、非机动
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
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
处警告或者五元以上五十元以
下罚款；非机动车驾驶人拒绝接
受罚款处罚的，可以扣留其非机
动车。”尽管有如此严苛的交规，
但又有多少行人和非机动车驾
驶人因闯红灯被罚被扣？大多数
只是被安全教育一番，这种不痛
不痒的处罚显然缺乏力度，起不
到惩戒和警示作用。

行人和非机动车闯红灯
之所以很少受到处罚，执法取
证难是重要的因素之一。传统
的电子眼设备只是针对机动
车而设置，让那些违法闯红灯
的行人和非机动车成了“漏网
之鱼”。如今采用人像抓拍技
术，既有照片又有录像，可谓
证据确凿，为依法打击处理行
人、非机动车违法提供了准确
真实的现场依据，让违法者无
法狡辩和抵赖，也让执法者有
章可循，便于操作和执行。

尤其是，交警部门还可以
将闯红灯“抓拍神器”抓拍的
图片、视频适当曝光，对违法
行为“广而告之”。而且，这一
信息还会进入交通管理诚信
信息平台，与各种征信系统形
成互动对接，实现信息的全方
位互通共享 ,这样对违法者就
会构成强大的精神压力，大大
增加闯红灯者的违法成本，

“迫使”他们自觉遵守交法、不
闯红灯。

因此，对闯红灯“抓拍神
器”应该一路“绿灯”放行。可
以想见，“抓拍神器”推广得越
快越广，行人和非机动车闯红
灯现象就会越来越少，交通秩
序和安全状况就会越来越好。

雄安新区设立满月了。让
外界略感意外的是，迄今为
止，雄安还“一锹土都没动”。
虽然当地已经“忙”起来、“动”
起来了，但忙的是严格守护好
这张珍贵的“白纸”，而不是急
于“挥锹动土”。

一个以“千年大计”为目
标的新区，究竟应该怎么规
划，外界议论纷纷。而今，雄安
新区的领导干部最重要的工
作，完全不是一向习见的开发
区“套路”，诸如修路造桥、招
商引资、广揽天下客。恰恰相
反，他们正在使尽浑身解数阻
止炒房、严控污染、防止落后
产能项目入侵，郑重其事为未
来的千年大计“留白”，这样以
静制动的姿态，体现的是严谨
科学、志在长远，倒是让人踏
实不少。

设立雄安新区，原本就不
是为了拉动一地一时的经济
增长，着眼的是北中国的思想
解放与全面开放，是燕赵大地
整体格局的科学调控，更是落
子重要枢机，激活相对内敛自
守的北中国，以破解走了数十
年而起色不大的京津冀区域
发展困局——— 跳出三界外，不
在既有利益格局中修修补补、
牵牵绊绊，而是跃马新的原
野，在历史形成的大片留白中
纵横驰骋，以国家战略的胸
怀，从雄安淋漓起笔，重塑环
首都经济圈，更重塑北中国的
恢宏气度。

观察一个月来的雄安新
区，静水流深，大音希声，并未
给出什么“激动人心”“热火朝
天”的具体项目或是规划。那
么，怎样才能落一子而满盘
活？“千年大计”当然不可能在
朝夕之间匆匆拟就。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

的雄县、容城、安新三县及周
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
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显著、交
通便捷、生态优良、有较强的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对于近
邻北京、天津，雄安新区最为
宝贵的，恰恰是它在强邻环视
中，目前还近乎一张未曾开墨
的白纸——— 换一个思路来看，
原来的“短板”反而成了最大
的优势：开发程度较低，意味
着拥有更加充分的发展空间
和更高的发展起点。所谓“一
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
画”——— 高起点高标准开发建
设的前提，就是坚决拒绝对这
张白纸的随意涂抹。

从目前已经透露的雄安
新区规划建设步骤看，并不以
快取胜。起步区的面积约100
平方公里，到了中期发展区
面积也只有200平方公里。现
在，雄安新区筹备工作委员
会公开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计

划——— 将30平方公里启动区的
控制性详规和城市设计面向
全球招标，开展设计竞赛和方
案征集。

作为一项探索人口最多
的发展中国家首都治理的新
路径、带动北方腹地发展的重
大国家战略，雄安新区的规划
起步便摆明了集全球智慧、
取法乎上的开放胸襟。改革
开放毕竟近40年了，曾经“摸
着石头过河”的中国，已经拥
有在全球范围广纳洞见为我
所用的底气，雄安的规划建
设，也有能力避免我们曾经的
开发弯路。

未动一锹土，筹划有序。
遍发英雄帖，着眼未来。雄安
果然出手不凡。

（转自人民网，作者李泓
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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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川

近几年来，“寒门再难出
贵子”的说法时常见诸舆论。5
月4日，人民日报刊发题为《寒
门贵子，贵在“奋斗”》的文章
称，在今天这样一个充满无限
可能的时代，寒门能否出贵
子，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一个关
于“命运”的话题，而是一个关
于“奋斗”的故事。

该文一经网络转载就受
到了质疑。一种典型的观点认
为这是味道不咋样的鸡汤，还
有网友称“又在给人家吃迷魂
汤”。种种情绪化的怨言，让人
感同身受。怨气归怨气，需要
思考的是，鼓励寒门子弟奋斗
难道错了吗？

幸福不会从天而降，梦想
不会自动成真。对于寒门子弟
来说，奋斗了未必改变命运，
但是不奋斗就不可能改变命
运，为了开启无限可能的人

生，不妨从奋斗开始。与官二
代、富二代相比，寒门子弟掌
握的资源很少，可依仗的外力
几乎为零，这就意味着惟有奋
斗才有可能实现逆袭。

谁都想当“贵子”，但是一
个人究竟贵不贵，与自身是否
努力分不开。正如《寒门贵子，
贵在“奋斗”》一文所称，富二
代、官二代如果没有一技之
长，不能凭借自身本领干事创
业，所谓“贵”也不过停留在人
生的浅表。白手起家的寒门青
年，凭借自身努力打拼出一片
天地，创造了属于自己乃至整
个社会的价值，“贵子”的称谓
自然当之无愧。道理很浅显，
富二代、官二代也需努力，否
则不仅无法赢得世人尊重，也
有可能坐吃山空。如果连富二
代、官二代都充满拼搏精神，
你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

再说，富二代、官二代享
受着他们父辈的荫庇，这确实
是事实。而富一代、官一代拥
有他们的一片天，不也是靠努
力才实现的吗？寒门子弟不是

富二代，为什么不能让子女成
为富二代？做个拼一代，打造
出属于自己的世界，自己的孩
子是不是也有机会“拼爹”？如
果整天怨天尤人，恐怕不仅改
变了子女的命运，连自己的命
运也改变不了。

其实，透过一些网友的情
绪化表达，也许可以窥见值得
关注的社会价值取向，即为何
那么多人厌烦鸡汤，特别讨厌
劝人奋斗的文章？这种割裂也
许折射出他们对阶层固化的
担忧和不满，以及自己无法更
好更快改变命运的烦躁与焦
虑。故此，不能止于简单地劝
人奋斗，更应该为寒门子弟改
变命运提供优良环境。

一方面，让每个中国人享
有人生出彩的机会。社会不断
进步，国家日益强盛，经济发展
更加健康，国民享有人生出彩的
机会就会多一些，实现美好理想
的可能性就会大一些，就可能与
时代一同成长与前行。相反，如
果民生凋敝、社会不稳，恐怕谁
都不会看到明媚的未来，也不

可能对未来充满信心，在这种
情况下谈何出彩人生？

另一方面，最大程度捍卫
社会公平，打造公平社会。公
平体现在方方面面，对于寒门
子弟来说，他们不怕苦，也不
怕奋斗，怕的是没有公平机
会。举个例子，在一些基层，机
关事业单位招聘有时成了萝
卜招聘，但凡有机会获得录取
机会的多是官二代，那些有才
华的寒门子弟往往被不合理
的游戏规则“做掉”，试问，他
们会心甘吗？

鼓励寒门子弟奋斗没有
错，错在只鼓励而不建构更公
平的游戏规则，不剔除有违公
平竞争的潜规则。谁都想出人
头地，问题是，如果靠努力却
实现不了梦想，乃至于劣币驱
逐良币，寒门子弟只会更加心
寒，他们的信仰就会动摇，怨
气就会沸腾。故此，既要为寒
门子弟奋斗加油，更应该打造
公平合理的社会，让充满奋斗
精神的寒门子弟多一些凭本
事改变命运的公平机会。

江德斌

葛公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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