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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其洋

7 月 1 日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
理条例》实施之前，上海“史上最
严垃圾分类”来了：社区楼道里的
垃圾桶全不见了，大约 500户才能
分得一个垃圾桶；居民也不能再随
意倒垃圾了，必须在规定时段内才
能投放，而且，垃圾必须分为可回
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干垃圾
分类投放，违者个人罚款 50 元到
200元。

5月30日，杭州江干区城管采
荷中队，对采荷街道钱杭社区一张
姓居民开具 《行政处罚决定书》，
罚款 50 元，理由是他将垃圾错投
错装而小区物业多次劝导无果；前
些天，杭州海底捞火锅绍兴路店因
将生活垃圾混装，被杭州下城区文
晖执法中队等单位开出“垃圾拒运
单”（后因整改到位而未拒运）。两
起处罚，依据的是 2015 年实施的

《杭州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6 月初，宁波海曙区综合行政

执法局对家住海曙新街社区的王某
处以 70 元罚款，原来是他领了社
区发放的垃圾袋，却对垃圾从不分
类且不听劝导。媒体报道说，这是
宁波首例针对个人未施行垃圾分类
行为而处罚的案例，依据的是《浙
江省城镇生活垃圾管理办法》。

6 月 20 日，《宁波日报》 整版
刊发将于今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的

《宁波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
其中规定，个人未分类投放生活垃
圾且拒不改正的，处 20元以上 200
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 200
元以上 500元以下罚款。单位未分
类投放生活垃圾且拒不改正的，处
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这些天，不断看到类似报道，
给人一个强烈感受：垃圾分类开始
步入“强制时代”。

一是说，如果个人或单位对生
活垃圾不分类，环卫部门就有权力
拒绝收运。垃圾长期堆放，占地方
不说，还容易腐烂发臭，影响个人
生活和健康，影响单位生意和形
象。要想好，就得分类，这自然会
形成“强制”。

二是说，如果个人或单位对垃
圾不分类，还拒不整改，不是像以
前，虽也有法规，只是“写在纸
上”，现在动真碰硬，查着就要被
处罚。罚款额虽不多，但丢人现眼
不说，还可能被“重点盯防”。有
的地方还出台规定，要将乱扔垃圾

行为纳入诚信征集系统。为面子和
将来考虑，也得认真分类，这也会
形成“强制”。

三是说，扔垃圾不能那么“自
由”了，以前是想啥时候扔就啥时
候扔，楼门口就有垃圾桶，下楼出
门时想扔哪个桶里就扔哪个桶里。
现在不行了，像上海，扔垃圾有时
段，垃圾桶也少了，想扔就得抠时
间、多走路。更重要的是，时间和
地段集中，便于环卫人员清洗垃圾
桶、清运垃圾，也更容易发现哪家
没有认真分类，追查起来更便捷。
这样，挡了企图“浑水摸鱼”者的
路，这也会形成“强制”。

四是说，扔垃圾要收费，未来
费用可能还会提高。2018 年 7 月，
国家发改委《关于创新和完善促进
绿色发展价格机制的意见》 提出，
积极推进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收
费方式改革，对具备条件的居民用
户，实行计量收费和差别化收费。
E20研究院执行院长薛涛曾经在宁
波做过测算，一户居民的垃圾处理
总成本，包括清扫到处理全环节，
一年需要 600元以上，有些城市更
高。不是有多少垃圾都可以一扔了
之，而是扔垃圾得付费，扔得越多

付费越多，垃圾分类越不“清爽”
付费越多。这对于个人和单位来
说，必然会有两种选择——尽量少
产生垃圾和努力把垃圾正确分类，
这同样会形成“强制”。

垃圾分类推行了好多年，许多
人发现，自己分好了，却被收运垃
圾的人“一锅烩”了，时间一长，
索性也不分了。有了上面四个“强
制”，对垃圾收运者也会形成一种

“强制”，混装混运垃圾难了。杭州
的做法是，全面推行“绿车对绿
桶、黄车对黄桶”管理模式，对
21家清运单位的 803辆垃圾清运作
业车统一喷涂标识和颜色，方便大
家监督。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
运，便为分类处置奠定了基础。

既然是强制，就得持之以恒，
做做停停或半途而废，不仅对认真
分类者不公平，还容易让人失去信
心，延缓大家垃圾分类习惯的养
成。不过，推进垃圾分类，舆论
认为，像“撤桶”、定时定点投放
垃圾等措施，忽视了行动不便的老
年人和早出晚归的上班族的困难，
反而容易引发抵触情绪，还是应该
循序渐进，不能操之过急，想着一
口吃成个胖子。

说到垃圾处理收费，我以为，
以往垃圾处理费用主要由政府承
担，现在不能把担子一下子全撂给
个人和企业。比如，对不分类且屡
教不改者，可以采取处罚措施，对
于分类者则要奖励，而凭奖励，应
该可以抵扣甚至免除垃圾处理费。
这不是说垃圾处理费不该收，而是
说，在垃圾分类意识的培育阶段，
让个人和企业既出力又出钱，甚或
收费太多，可能会事与愿违。至于
如何收费，薛涛院长认为，未来可
以提升到每年 300元乃至五六百元
一户。相信，时机到了，合适的标
准总会弄出来。

垃圾分类离不开每个人的参
与，调动大家的主动性、积极性尤
其关键。当下，还是要强制推行和
鼓励引导并重，一步一步向前推
进，万不可像以前那样，口号喊得
震天响，一遇阻力，便停滞不前甚
至退了回去。

垃圾分类，“强制时代”已来临

范 昉

浙东，夏至是紫红色的、酸甜
酸甜的,因为满山的杨梅红了。

在 6 月 21 日 的 《宁 波 日 报》
上，读到一则“宁波杨梅西进阿联
酋”的报道，笔者的心不禁随着杨
梅远行，浮想联翩。

杨梅是宁波走向世界的又一张
“名片”。报道称：今年宁波仅出口
到阿联酋的杨梅就有望超过 1 吨，
这是继宁波杨梅 2017 年首次出口
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后，再次
实现批量出口。在前不久举行的首
届中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上，宁
波就收到不少来自“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的订单。小小杨梅，助力重
新舞动的丝绸，前景看好。

杨梅是唤起乡愁的一枚“邮
票”。杨梅，是最易使人产生思乡
之情的物产。远在异乡，尝到家乡
的杨梅，是多么乡情难却啊。明人

孙升咏杨梅诗云：“旧里杨梅绚紫
霞，烛湖佳品更堪夸。自从名系
金闺籍，每岁尝时不在家。”孙升
是余姚人，嘉靖年间中进士，官
至 南 京 礼 部 尚 书 。 他 因 公 务 在
身，在杨梅时节不能回家，想起
故乡的杨梅林里，缀在枝头的杨
梅如绚丽的紫霞，像是要挨到梦
中的唇边来。那时交通不便，咫
尺天涯。如今交通快捷，宁波人虽
远在万里之外，也能品尝到家乡的
杨梅了。

杨梅是拉动发展的一颗“魔
弹”。记得改革开放之初，慈溪、
余姚相继建立杨梅节。杨梅节就像
一张热情好客的“笑脸”，邀八方
客人，尝杨梅之鲜，联络感情，结
交朋友，洽谈项目，促进贸易，取
得了很好的经济社会效果。敢向杨
梅要小康，梅农发家致富，杨梅功
不可没。传说中的方文、瀛洲、蓬
莱三座神山上有摇钱树，树上结满

了数不清的铜钱，轻轻一摇，满地
铜钱任你捡拾，而树上顷刻之间又
会长出新的铜钱来。传说中的摇钱
树咱们没见过，而杨梅实实在在就
是一棵棵属于梅农自己的“摇钱
树”，是多么地诱人啊！

在评价传播效果时，曾风靡
“魔弹论”的说道，一种好的传
媒，会像魔弹一样射向公众，使他
们立即受到感染和影响。杨梅和杨
梅节，就是这样一颗魔弹。

杨梅是集聚人才的一种“媒
介”。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宁波
始终努力打造区域性人才高地，改
变“大树底下不长草，人才都往上
海杭州跑”的被动局面，其中一招
就是“以梅为媒”。记得有一年慈
溪搞“人才工程”，就是以一年一
度的杨梅节搭台，那年杨梅节的主
题就是“以梅为媒，招引人才”。
节会期间，会场人头攒动，前来应
聘者有 1000 多人。主办方当时以

“以梅为媒，梅熟人乐”为上联，
征对下联。笔者凑热闹，以“因才
得财，才聚业兴”应对。“无贝之
才胜有贝之财”成为共识，小小杨
梅拉动了“人才工程”，有力地推
进了慈溪的振兴。

时至今日，宁波仅慈溪的杨梅
种植面积就有 8.2 万亩，不仅慈
溪、余姚，这些年来杨梅种植产业
快速地向周边延伸，宁海、奉化、
象山、鄞州、江北、北仑、镇海等
地的杨梅种植基地也已形成规模。
据报载，宁波全市杨梅种植面积超
过 30 万亩，而且杨梅的品种不断
丰富，品质不断提高。为此，笔者
有个不成熟的想法，建立全市统一
的杨梅节，节期与宁波各地杨梅成
熟期大体上一致，一些重要的贸
易、洽谈、论坛活动可安排在节期
举行，与会者置身于这种热情、轻
松、欢愉的气氛中，可以畅叙友
情、共谋发展。

“宁波杨梅走向世界”的意义

毛 矛

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取得阶段性
成果，文山会海现象有所缓解，

“考核多”“台账多”“微信群多”
等情况得到遏制，一些弄虚作假问
题被纠正。不过，有一种情况值得
关注，虽说人人痛恨形式主义，可
是当一些典型案件受到查处时，有
的人并不以为然。甚至，有的当事
人委屈感多于负疚感，自认为“为
工作、为单位，搞点表面文章，算
不上什么大错”。

宁 波 有 一 句 俗 话 叫 “ 烂 肚
皮”，说的是某些人做事情好做表
面文章，外表光鲜亮丽，内里其实

“一团糟”。曾几何时，官场上“烂
肚皮”还真不少。媒体曾披露，北
方某县为掩盖乱挖滥采事实，用

“绿漆刷山”的办法应对检查。如
此劳民伤财，有的官员竟然说：

“属国内最先进的经验。”还有，在
脱贫考核中，中部某县上演了一场
干部“装儿子”的戏码，“洋相”
十足。“面子工程”“形象工程”，
常常别出心裁；假数字、假材料、
假典型、假档案等，无所不有。说
到底，都是为了“假政绩”，某些
人妄图靠弄虚作假使自己不断得到
升迁。

为什么形式主义和弄虚作假之
风久治不绝？有的人“说假话不脸
红”已经成为常态，如民间所言：

“做了坏事比做了好事还体面。”应
该说，搞形式主义的人，大多数不
是自愿的，往往不得已而为之。但
也有个别人是自愿的、主动的。原
因就是，形式主义、弄虚作假对于
个人“政绩”而言，“投资少、见
效快”。这些人颠倒是非，把弄虚
作假说成是“思想解放”，是方法
灵活、善于变通，甚至振振有词，

“我们这么做也是为了工作，为了
单位利益和集体荣誉”，一副“我
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架势。这种

“因公作假有理”论，危害不小。
实际上，“因公作假有理”论

原本就是“伪命题”。我们所讲的
“公”，就是为国家效力、为人民
服务，这何需弄虚作假呢？这里
并不否认审时度势、灵活多样的
工作方法，关键在于是否符合党
性原则和组织纪律。所谓“为单
位、为集体而作假”纯属无稽之
谈，因为本位主义就是“放大”了
的个人主义，说穿了，就是为自己
的仕途添砖加瓦。

还有一种“跟风论”。借口
“形式主义是一股风，别人也在
搞，我们不搞要吃亏”，这显然也
站不住脚。党员干部要以国家法
律、党规党纪为行动准则，岂能跟
着歪风邪气走。诚然，说实话、办

实事、当老实人，或许会吃一点
亏，但做人坦荡而踏实；而搞形式
主义，最终害人又害己，这样的教
训不乏其例。

形式主义、弄虚作假，也是一
种腐败现象。首先，它败坏了党
风、政风、民风和社风，诚信缺
失，何以能赢得群众信任？其次，
不利于求真务实、干事创业环境的
形成。如果说假话、投机取巧的人
大行之道，那么，正派的干部必定
会受到排挤。再次，它使上级决策
失去可靠依据，增加了社会管理成
本。

任何搞形式主义的“借口”都
属于歪理，要逐条批驳。痛恨别人
搞形式主义，自己首先要洁身自
好。还有，对形式主义、弄虚作假
也要“零容忍”，要抓早抓小，让
有错者无话可说，不再感到自己只
是个“倒霉蛋”。

搞形式主义岂能借口于歪理

白靖利

破获毒品犯罪案件 10.96 万
起 ， 抓 获 犯 罪 嫌 疑 人 13.74 万
名，缴获各类毒品 67.9 吨……
在第 32 个国际禁毒日前夕，国
家禁毒办发布 《2018 年中国毒
品形势报告》。过去一年，一些
地方毒品问题严重的状况得到
扭转，毒品社会危害减轻。我
国禁毒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为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作出积极贡
献。

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广
大缉毒干警的艰辛努力。从海岛
防线到边关哨所，从入关通道到
边境口岸，正如热播电视剧《破
冰行动》所描述的一样，现实生
活中有无数缉毒和戒毒干警在努
力奔波。正是他们一往无前的

“负重逆行”，才有了今天中国禁
毒工作的成效。

真实的生活远比戏剧惊心动
魄。身处和平年代，禁毒被视为
牺牲最大、最惨烈的战争，时刻
要将“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为

了打赢这场持续的战争，无数缉毒
干警不仅面临牺牲家庭和身体健
康，还有可能奉献自己的生命，禁
毒战线上持续涌现出许多先进人物
和可歌可泣的先进事迹。

当前，我国依然面临严峻的禁
毒形势。境外毒源地仍在“多头入
境、全线渗透”，毒品滥用人数规
模 依 然 较 大 ， 新 型 毒 品 不 断 出
现，毒品贩运的渠道更加多元和复
杂……种种现实难题，加剧了我国
禁毒工作的困难。但是，事实已经
证明，只要我们走在一条正确的禁
毒道路上，再凶狠的涉毒团伙也终
将会被打掉，再狡猾的毒贩也终将
被绳之以法。

禁毒工作事关国家安危、民
族兴衰、人民福祉，既是国家行
动也是人民战争。禁毒工作是一
场长期的历史任务，必须加强党
的领导，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和制
度优势，完善治理体系，压实工
作责任，广泛发动群众，走中国
特色的毒品问题治理之路，坚定

“破冰”的信心和决心，“不获全胜
决不收兵”。

以“破冰”的决心
推进禁毒

罗志华

病历本对于到医院就医的市
民来说并不陌生。很多不常去医
院看病的人有过这样的经历：没
有带病历本，每次看病需要重复
购买。如今，网上约号，自助取
号，电子支付挂号费、药费、手
术费均已实现，而一些医院不仅
要求病患带病历本，买病历本的
5角钱还只能现金支付，这让一
些已经习惯了移动支付的市民遭
遇了没有现金的尴尬，就医的便
利感打了折扣 （6月25日 《北京
日报》）。

5 角钱的病历本如何购买，
虽然是一件很小的事，却能给
患者带来不小的麻烦。不少医
院将病历本业务外包出去，卖
病历本的钱不能进入医院的账
号，因此无法通过手机支付和
刷卡支付，只能收取现金。当
前，很多人身上不带现金，有
手机和银行卡在手，几乎可以
解决所有付费问题，但在一个
小小的病历本面前，不少人反
而犯了难。

购买病历本这类小事，放在
看病流程当中，所起的负面作用
不容低估。为方便患者就医，不
少医院推出了一些便民举措，不
再需要患者反复排队。但或许仅
仅因为一个病历本，患者就得再
去排很长时间的队。病历本没有
到手，其他环节就办不成，一个
5 角钱的小小“堵点”，可以让
患者付出很大的精力，甚至整个

看病流程不再顺畅，这显然是很不
值得的。

其实，假如医院重视这个小
“堵点”，解决的办法并不缺乏。比
如，可把病历本纳入手机支付，再
向承包商转账，也可以让患者自助
购买，甚至在诊室里也可以购买，
用电子病历取代纸质病历，则属于
最彻底的做法。这类举措，都可以
疏通这一“堵点”。

看起来虽然很小，但带来的麻
烦并不小的事，在诊疗过程中并不
少见。比如，有不少检查，规定只
有第二天才能拿结果，即使当天可
以出结果也是如此。医务人员公事
公办的一句话，到了患者那里，就
意味着当天看不完病，第二天还得
跑一趟，各种流程还得再走一遍。

“拿检查结果”这个小环节出现了
“堵点”，优化看病流程的所有努力
就等于白费。而从技术层面来讲，
只要医务人员抓紧时间，或者检查
的流程设计得再合理一些，不少要
求第二天拿结果的检查，完全可以
当天出结果。

当前，不少地方在推行现代
医院管理，优化看病流程则是医
院管理极为重要的内容。从 5 角
钱的病历本带来的影响看，优化
看病流程既需要在挂号、付费、
门诊与病房连接、各流程的合理
安排等宏观层面推出相应举措，
但也不能忽视任何细节，从细微
处 入 手 ， 重 视 患 者 的 每 一 种 感
受。如此，方能疏通看病过程中
的所有“堵点”，最大限度地优化
整个看病流程。

优化看病流程
不能忽视“5角钱堵点”

李济川 绘

高 参

海曙区白云街道白云庄社区的绿格子垃圾分类艺术生活中心。 （刘波 忻之承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