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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上饶东阳乡，位于赣浙交界处。来到
这里，你会感觉跟其他地方的农村不一样。这
里有着绿树村边合的雅致，家家户户大门大
开，每户人家门旁都摆放着一黄一绿两个垃圾
桶，环境干净整洁。

垃圾桶上标注着可腐烂和不可腐烂两类，
村民介绍，每天村上的清运员会挨家挨户分类
收运。可腐烂垃圾运到堆肥处，等待奇妙的化
学反应后，成为土地最好的肥料。不可腐烂的
垃圾，则运到城里统一处理。

现在，所有人都习惯这样的分类，他们会
将垃圾桶洗得干干净净，然后在桶上大大方方
写上自己的名字。

从最初，将桶领回家，放在厨房里装大米
土豆，到如今，垃圾分类成为家家户户的习惯，
在东阳乡，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

“大家把桶当成自家东西，摆在大门口，太
脏了别人都要说这家人太懒。”清淤村支部书
记刘发海记得，最初乡上说要搞垃圾分类时，
连他都觉得是多此一举，“我们村就200多户
人，大家能把垃圾放到村里的大桶里，就已经
很不错了。”

在当时的东阳乡，有类似想法的村不少。
改变观念，这是垃圾分类推行中，需要解

决的第一个问题。
“我们国家之前一直把垃圾问题叫作环境

卫生，大家好像觉得，眼前没垃圾了，或公共场
所没有堆着垃圾，就是干净卫生。反正出了我
的生活圈，就和我没关系。”刘发海说。

“当然有关系。”为解答垃圾去哪儿了，东
阳乡党委书记王青海带着各个村的主要负责
人到上饶，参观垃圾填埋场。回来后，用刘发
海的话说，“一周都没吃下去饭。”

对此，需要建立的概念，就是要讲清楚为
什么搞垃圾分类。“乱扔垃圾，造成非常严重的
环境问题，最后受影响的还是我们自己。”陈立
雯告诉村民。

2018年12月15日，东阳乡龙溪村在祠堂
召开大会，村支书通知所有人，龙溪要开始搞
垃圾分类了。

“简单来说，猪可以吃的分到绿桶里，猪不
可以吃的分到黄桶里。除了分类，门前三包一
定要扫得干干净净。”陈立雯说，会后每家领到
两个桶，垃圾分类，就这样在东阳乡开始落地。

产业“新蓝海”
产业市场规模或达2000亿

当所有人都在告诉汪剑超“你的春天到
了”时，这位在领域内待了8年的创业者却
很平静。最近，几乎每天都有机构或者社
区找到他们，希望加强合作。汪剑超并不
着急赶上这一波风口。

“垃圾分类不是简单的把一个桶变成两
个桶、三个桶、四个桶。”汪剑超认为，垃圾
分类的本质目标，是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
化和无害化，促使末端处理不是粗放地直
接填埋或者焚烧，最终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这背后需要一整套处理体系。”
眼下，这一套体系上的每一个环节，似

乎都是充满机遇的“蓝海”。垃圾分类试点
下，新增需求涌现，包括前端分类投放、分
类收集、分类运输的环卫装备及服务需
求。东方证券研究所给出的数据显示，全
国范围内普及垃圾分类将孕育一个规模接
近2000亿元的巨大市场。

“全国的垃圾分类是一个每年上千亿的
市场，而整个产业链的规模达到每年万亿
的体量。”汪剑超说，今年，他为团队设定一
个自负盈亏的“小目标”，用5000吨可回收
垃圾支撑企业在人员、交通以及分拣场地
的成本。而实际上，这仅是一个城市一天
的可回收垃圾排放量，“所以你看，我们距

离规模化地解决城市垃圾回收问题，还有
很大的空间。”

行业上下游
呈现越往上游越分散趋势

事实上，在上海进入强制垃圾分类之
前，垃圾回收行业在国内已经有过两次风
口。第一次是2012年，出现一批专门从事
3C数码电子回收的企业，第二次则是2015
年，在O2O模式下，许多上门回收可再生资
源的公司涌现。

汪剑超的创业早于第二次风口，他的目
标就是对准可再生资源的回收利用。对
此，他们团队建立了一套14种可回收垃圾
的分类法，目前已经在成都布点了260个自
助投放点。参与者实名注册一个账号后，
将可回收垃圾分类后定期送到回收点，然
后根据垃圾重量折算成相应金额，返还到
居民的账户中；如果分类分错了，同时还会
生成一条记录反馈给居民。

最终，分类好的垃圾会作为原料被送往
不同的工厂，进行再加工，循环利用。

汪剑超的奥北环保处于链条上的中上
游环节，在他的感知中，这个行业越往上游
越分散，曾经走街串户的“收荒匠”承担废
品回收的工作，而到了处理环节，企业规模
越来越大，就集中在几家上市公司。

目前，奥北的客户主要集中在学校、商
场和住宅社区。社区居民可能一周才扔一
次可回收物，但学校和商场的产生量就比
较集中，这在业内而言，也是属于“跑得”比
较好的模式。

但另一方面，未来这个领域的竞争激烈
也是可以预见的。作为投资方，峰瑞资本
副总裁马睿曾在一场垃圾分类的主题沙龙
上谈到，垃圾回收是一门慢生意，最难做的
还是前端回收，因为需要改变居民习惯。

眼下，在成都，除了奥北，还有多家进
入社区从事同类型回收的企业。因此，垃
圾回收向市场化发展是大势所趋。

眼下，丢垃圾，这个曾经最
不起眼的动作，正全方位影响
着我们的生活。

因为懒得处理吃完外卖后
看似繁杂的垃圾分类，年轻人
开始自己简单做两个菜，这让
他们不在身边的父母大感安
慰。在小区里，热情又赋闲的
老人们，突然有了新的热情点，
他们不厌其烦地指正着分类中
的错误。而在乡村，每个村的
红黑榜上，会登出这段时间内，
分类做得好和坏的家庭，大家
都关注这个榜单，会揪着村支
书一个劲儿问是哪里没做对。

事实上，若以垃圾分类为
支点，可以撬动的领域有太多。

程序员们有了新任务，开
发出各种拍照帮助分类的软
件，每天上百万的点击量，吸引
着诸多广告商驻足。距离上海
280 公里的浙江台州，在众人
忙着学习分类的时候，这里却
因为占中国市场 70%的塑料产
业，成为这个夏天里，最忙着数
钱的实体产业之一。来自各省
份的垃圾桶订单，成百上千万，
需要工人们三班倒地去完成。
资本市场上，再度聚焦于垃圾
产业，从前端收集到末端处理，
整个流程中，似乎随便一处都
充满机遇。

所有人都越来越清楚地意
识到，垃圾和每个人的生活极
大相关，垃圾的处理，事关现在
所生活的环境、未来所给予的
生态。不管接受教育的程度如
何，生活在城市还是乡村，这一
次，似乎所有人都站在了同一
条起跑线上，从头去学习和适
应垃圾分类，并养成新的分类
习惯。

事实上，采访中，几乎所有
人都对这次改变有着最美好的
祝愿。希望多年来，存在于前
段丢弃后端处理之间的那些困
局，能够毕其功于一役。但实
际上，在从上至下规划，从下至
上实施的过程中，任重道远才
是最深刻的现实。

但不管如何，当所有人都
开始行动起来的时候，这场改
变中，最难的部分已经完成。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杜江茜

半个月，十个故事，沿着
祖国的南北纵贯线，一路风光
旖旎，而我们，试图拾捡起那
些刻在时间尺度上的守望。

在西北，腾格里沙漠南缘
最大的风沙口，在“一棵树，
一把草，压住沙子防风掏”的
沙地栽苗下，荒漠终被镶嵌出
一抹绿意。

在云南，曾经寸草不生
的喀斯特地貌上，8位老人用
31 年时间，为荒山披上绿绒

“外衣”。
在河北，成百上千的塞

罕坝务林人根植于 140 万亩
土地上，在极端困难的立地
条件下，成功营造 112 万亩
人工林。

……
当我们说起这些造林故

事时，看见的是葱郁的眼下，
感受到的是盎然的未来。从
新中国成立初期，沙漠、荒山
地和荒漠的面积占整个国土
面积的 1/4，到如今，中国是
全世界人工造林最多的国
家，荒漠化防治走在世界前
列。这些变化有目共睹。

这是一种跨越时间、突
破限制，近乎孤勇的付出，在
漫长的岁月中，这些个体的
人生故事，证明着人类和自
然之间所能抵达的平衡。

一直以来，相对于其他
物种，时间对于人类，似乎是
苛刻的。在同一维度内，守
护一棵独木终成林，至少需
要一代人；完成一类物种大
保护，或许是几代师徒相传；
完善一门新兴学科，更需要
一代代师生的实践和钻研。

于是，我们的故事，主角
好像都是“老人”。他们大多
已到耄耋之年，回顾一生，所
有的选择，都和祖国的需要
紧密相连。他们也曾年轻飞
扬，眼神明亮，如今，他们的
付出，正在让我们所处的世
界，变得更加美好。

在北京林业大学学生记
忆中，那位骑着二八式自行
车、穿梭在校园里的“尹老
师”已经退休了，他叫尹伟
伦，是我国造林学和森林生
物学学术带头人。他曾在祖
国东北的机修厂埋头十年，
最后重新回到校园继续钻
研，最终建起抵挡风沙的“绿
色长城”。

在 42 岁那年，原本担任
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放射化
学教研室副主任的唐孝炎，
决然从原本的放射化学领
域，一头扎进大气污染研究，
再也没有离开。此后，她一
手创建我国最初的环境化学
专业，跋涉在环境化学前沿
领域。而最初的动因，是周
恩来总理的一句话：“我们要
培养自己的环境专家”。

……
固守一个领域，深谙科

学之美，在漫长的时间里，他
们在如何让人类生活得更好
的宏大命题下，为了或许只
是些微的改变，穷尽一生。
在充斥着太多焦虑、怀疑、恐
慌的当下，他们早已获得精
神的自由与平和。

一树新栽益四邻，野夫
如到旧山春。

如今，我们将要接过传
承的，除了成林绿意、坚守之
美，还有那些对于自然的敬
畏，对于其他物种的尊重。

在丽江，东巴文化相信
“水是自然神的鲜血”。于
是，纳西少年在成人礼上，都
要围上一条红腰带，上面绣
着的图案寓意“头枕玉龙雪
山，腰系金沙江水”。其实，
我们每个人头枕的，是江河
湖海，腰系的，是日月山川。

——所以，我们都要认
真地，继续去寻找那些人和
自然之间的平衡。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杜江茜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杜江茜 柴枫桔
江西上饶摄影报道

陈立雯
资深公益实践者。2009年到2015年期间，调研和推动北京市垃圾分

类工作，其后分别在加拿大和美国攻读环境学研究生。2017年回国后，开
始到农村地区实践垃圾分类，先后在河北保定南峪村、沧州西蔡村、大邵寺
村，以及浙江金华马宅村等多个村庄开展垃圾分类工作。2018年12月开
始，在江西上饶市广丰区东阳乡探索区域垃圾分类治理常态化。

近，江西上饶市广丰区
东阳乡的杨立华觉得
有点“小骄傲”：这个夏
天，在他们家族的微信

群里，垃圾分类居然成为所有人
七嘴八舌讨论的话题。

在上海工作的四个侄女，讲
述着小区志愿者守在垃圾桶边仔
细检查分类的情况，还有自己定
好闹钟定时丢垃圾的体验。而他
在北京工作的儿子则很淡定，称
自己早就习惯用手机查找所要丢
的垃圾属于哪一类。“你们回家
来看看嘛，垃圾分类，我们乡早
就在搞了。”杨立华说，到今年6
月，上饶市广丰区东阳乡12个行
政村，全部实现垃圾分类，“这都
是陈老师来教我们的。”

杨立华所说的陈老师，指的
是“80后”海归硕士陈立雯。她
曾先后在加拿大纽芬兰纪念大
学、美国南加州大学研究中国垃
圾分类和回收史。2017年回国
后，全力投入到农村垃圾分类推
行中，东阳是她去年底开始试点
的一个乡。央视名嘴白岩松曾感
叹：“像小陈这样的志愿者再多
一些，帮助更多人把垃圾分类变
成自觉的行为。”

在陈立雯看来，垃圾分类的
推行，要先“破”现在的习惯，再
养成新习惯。城市已经拥有成熟
的垃圾收运体系，而农村，则是
一片空白，需要“立”。

“但可以肯定，中国垃圾分类
体系的建立还有一段漫长的路要
走，而打通农村和城市，将是大
势所趋。”走在乡间小道上，陈立
雯感叹道。

一切都还刚开始。
以往在乡村推行垃圾分类的经验

里，陈立雯最大的感受是，如果地方政
府的参与度和主动性强，那么推行的
进度就会快一些。

而在这种感受的背后，其实是对
垃圾分类考核指标体系的亟待完善。

“现在有的考核指标，是布了多少
桶、张贴了宣传画册没有，但不应该这
样。”在陈立雯看来，考核应该是根据
不同地区的主要垃圾分类情况设立，
比如有无相应的处理设施，源头上实
现了多大减量等。

另一方面，长远来看，打通城市和
农村的关联，也是未来垃圾分类的大
势所趋。

陈立雯的导师约书亚·戈尔茨坦
长期研究中国垃圾分类和回收史，他
提出，中国的垃圾与废品回收过程中
存在着不平等，比如，城市边缘的一些
村庄会成为垃圾的倾倒地，垃圾填埋
和焚烧场也会向经济欠发达地区转
移，“环境污染的整体后果常常被弱势
群体所承担，这并不公平。”

而眼下，面对垃圾分类在中国各
个城市和乡村的推进，陈立雯开始越
来越多的想到，既然整体上50%左右

的垃圾是可以堆肥的有机物，那这一
块怎么和农业的种植结合起来，先从
小乡镇开始探索，再到县城区域，最终
实现突破。

实现这样的突破，需要建立的还
是认知过程：让所有人认识到城市的
厨余垃圾对土壤滋养的重要性。同
时，改变城市以往的垃圾处理体系，未
来能够建的是一个让农业循环的有机
物处理厂，而不再是填埋或焚烧厂。

到8月，《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
例》就已经实施一个月了，统计显示，
上海湿垃圾日均清运量比6月增加了
15%，可回收物增加了10%，干垃圾则
下降了 11.7%。这说明，不仅一批湿
垃圾借由居民的自觉分类“逃离”干垃
圾桶，另外一些有价值的可回收物也

“逃”了出去，重新产生价值。
在垃圾分类这条路上跋涉到现

在，陈立雯的期待一直没有改变。
“终有一天，我们的社会会实现‘零
废弃’，这是我的梦想。”眼下，她感
受着国人环保意识的增强和垃圾分
类意愿的明显增加，“有自下而上的
努力，也有自上而下的规划，属于中
国的垃圾分类体系，在我们这一代
是有望实现的。”

环境学硕士、海归 陈立雯：

开完大会的第二天，龙溪村的村干部们开
始和收运员一起收垃圾，15个人分成两组，边走
边广播。整整 10 天，不是和村民面对面地纠
正，就是对年纪大的老人反复解说。白天不在
家的人户，晚上还要上门宣传。

“只能这样挨家挨户的做工作。”陈立雯认
为，垃圾分类的推广，不是拉起横幅、摆起桌椅、
分发传单，而是要告诉每一个人怎么做。

在清淤村，面对一户连续一周都没正确分
类的村民，村支部书记刘发海还能开玩笑，“我
就说再不分正确，我就到他家吃饭，吃到分正确
为止。后面果然就没错了。”对于部分有抵触的
村民，村上就委托和该村民关系好的朋友上门
去劝，一个个突破。

“这就是在熟人社会里，推行一种新事物的
便利。”陈立雯感叹，这样挨家挨户的上门普及，
目前国内还没有哪一个城市能做到这一点。

事实上，在国外读书期间，陈立雯就开始
“从一个历史维度看待中国的垃圾问题”。在她

看来，从2000年到现在，在中国城市推行垃圾
分类的17年里，垃圾投放体系并没有真正被改
变。

今年7月，《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
开始实施。这个条例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于其
标志性意义：在进行20多年倡导工作后，上海
率先将垃圾分类纳入法治框架，确立分类投放
管理责任人制度和相应法律责任等。

对此，陈立雯很期待，因为上海垃圾分类的
根本意义，在于开始真正建立垃圾分类所需要
的每一个环节的条件配置。

“这是上海开创的，我觉得划时代的意义。”
陈立雯说，这结束了以前只在原有混合垃圾处
理系统上的修修补补，从源头真正建立了一个
分类，并涉及到对居民的教育管理、分类投放、
分类收益和风险处理，还包括考核等方方面面。

颇有意思的是，在陈立雯看来，垃圾治理属
于社会管理的范畴，和人的素质高低、文化程度
关系并不大，相比更重要的，是硬件和管理体系
的建立。例如，在推行垃圾分类7个多月后，龙
溪村的准确率已经可以稳定在80%。

“应该说，面对垃圾分类，不管是城市还是
农村，不管是教授还是农妇，现在所有人都站到
了同一条起跑线上。”陈立雯认为，此前大多数
地方都缺少严肃的环保教育、相关的政策体
系。“垃圾分类做得好的，不是因为那里的人素
质高，而是取决于那里建立了怎样的垃圾分类
政策体系。”

村民家门口摆
放着“会烂垃圾”和
“不会烂垃圾”两个
垃圾桶。

村里对农户垃
圾分类情况每月进
行评比。

人物
名片

记者
手记

从头去学习和适应
垃圾分类

最

垃圾分类到村

猪能吃的分到绿桶
不能吃的分到黄桶

分类习惯养成

挨家挨户上门普及
完善的政策最重要

打通农村和城市

与农业种植相结合
先从乡镇开始探索

这个夏天，在网购平台，
垃圾桶销售暴增；在上海，有
白领网约“上门回收员”回收
孩子玩具……

而在成都，作为在垃圾分
类回收领域深耕多年的创业
者，汪剑超最近很忙，不少投
资人找到他希望合作。事实
上，仅是 6月底的一周，国内
就新增了53家关于垃圾分类
的新注册公司。

垃圾分类，这场在中国已
经酝酿 20 年的倡议，随着多
地相继立法落地，已进入“强
制时代”。眼下，从垃圾处理
体系的健全，到居民习惯的悄
悄改变，再到末端处理技术的
研究加速，垃圾分类处理的庞
大市场，备受各方关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杜江茜 柴枫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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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雯查看垃圾分类情况。

村
里
环
境
整
洁
干
净
。

村
民
将
分
类
后
的
垃
圾
倒
进
垃
圾
桶
。

成都新津普兴镇黄渡小区的垃圾自助投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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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北环保的工作人员在成都明月村回收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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