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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厨余垃圾分类

样本家庭：
沈明（鄞州区波波城小区业

主，事业单位白领，两个孩子的
妈妈）

分类感言：餐后，我都会把
垃圾桶放在餐桌边，将其他垃圾
和厨余垃圾及时分开，每次分类
都会带来一种成就感。我并不打
算买厨余垃圾粉碎机，因为这其
实是一种偷懒的表现。

“爸爸，我来考考你，用过
的纸巾是什么垃圾啊？”“是其他
垃 圾 啊 。”“ 那 吃 剩 下 的 西 瓜
呢？”“当然是厨余垃圾。”……

8 月 1 日晚上 7 点半，福明
街道波波城小区的沈明家刚吃完
晚饭，妈妈沈明正在餐桌上收拾
碗碟，爸爸和两个孩子开始玩起
了垃圾分类的问答小游戏。“饭
后他们会经常玩这种小游戏，小
孩子了解的分类知识可比我们大
人清楚得多。”沈明一边说着，
一边将吃剩下的贝壳丢进了代表
其他垃圾的黑筒中。

当被问及最近几个月迅速成
为热词的“厨余垃圾粉碎机”
时，沈明对这一“网红产品”的
态度鲜明：“日常分类厨余垃圾
并不复杂，而且我听说这种粉碎
机容易造成下水道堵塞，所以我
并不想在家里安装。”

厨余垃圾粉碎机究竟好不
好用？是否真的会对下水道造
成堵塞？

垃圾分类，少分一类？

最近，随着垃圾分类政策的
持续推进，厨余垃圾粉碎机很快
成为一款“爆品”。

“垃圾分类，少分一类”“砖
头 包 碎 ”“ 打 不 碎 ， 全 额
退”……记者在淘宝上搜索“厨
余垃圾处理”，不同品牌不同功
率的厨余垃圾粉碎机瞬间塞满了
屏幕。在这一平台上，厨余垃圾

粉碎机的价格在几百元到几千元
不等，目前销量最高的厨余垃圾
粉碎机，月销量已经接近 3000
台。“自从上海垃圾分类开始之
后，销量就暴增了，主要消费人
群是在苏浙沪地区，尤其是上
海。”该店客服说。

7月31日中午，记者在京东
五星电器天一店发现，该店线下
并未售卖厨余垃圾粉碎机。而在
苏宁电器天一广场店，只有一款
厨余垃圾粉碎机在售卖。“这款
是目前卖得比较好的，价格是
2699 元。”某厨卫品牌专柜店员
告诉记者，今年 4月份以前，厨
余 垃 圾 粉 碎 机 基 本 “ 无 人 问
津”，4 月底开始询问的人就多
了起来，5月份卖了3台，6月份
卖了 8 台，7 月份卖了 15 台，但
目前依旧是“问的人多，买的人
少”的状态。

据该店员介绍，这款厨余垃
圾粉碎机可以处理各类骨头、茶
叶渣、瓜壳果皮、菜叶菜梗、鱼
骨头、残羹剩饭、虾壳蟹脚以及
蛋壳等大部分厨余垃圾，只需打
开水龙头、按下遥控开关，然后
把垃圾直接倒进去就可以。“当
别人在厨房忙里忙外收拾的时
候，你连厨余垃圾都不需要分，
粉碎机在国外早就普及了。”店
员说。

“这个不会堵塞下水道吗？”
记者问到。“那是之前的产品，
现在我们的产品可以把厨余垃圾
碾碎到 0.2 毫米级别，冲下去不

会堵塞下水道的。”该店员表示。

厨余垃圾粉碎机并不
适合甬城

号称能碾碎到 0.2 毫米的厨余
垃圾粉碎机究竟会不会堵塞下水
道？记者为此咨询了《宁波市生活垃
圾分类投放指南》起草者石燎燃。

“很快，宁波也将实施居民生
活垃圾强制分类，对于很多人而
言，与其纠结是其他垃圾还是厨余
垃圾，不如将垃圾一股脑地粉碎，
然后冲进下水道。可是，厨余垃圾
粉碎机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
城市公共设施的压力，甚至有可能
造成环境污染。”石燎燃说。

据了解，清华大学发布的《厨
余垃圾家庭粉碎处理成套设备研究
与应用示范工程评估验收报告》显
示，对于样本中集中安装厨余粉碎
机的小区来说，网管水质中的化学
需氧量指标和悬浮物指标明显增
加，说明厨余垃圾经粉碎机处理后
进入下水管道，的确会造成下水管
道的负荷增加。

石燎燃表示，与国外巨大的排
水管道不同，目前，我市的排水管
道承载能力不高，一旦厨余垃圾粉
碎机广泛普及，非常容易加剧城市
排水供需矛盾。同时受传统饮食习
惯影响，我市市民吃的食物大多油
性大，含盐量比较高，剩菜量也不
小，厨余垃圾尽管能被粉碎到 0.2
毫米，但依旧不是液体，容易沉淀
在管道里，尤其遇到天冷冻结的情
况，饭菜里的油脂混合垃圾在管道
里被冻住，即使管道的管径比较
大，也难免会引起管道堵塞。

再者，这些多油、多盐的厨余
垃圾经过粉碎后排入河道、渗入土
壤，也非常容易造成水体、土壤污
染。况且，厨余垃圾容易腐烂变
质，病毒和致病菌也会随之滋生，
如果随意排放，同样会危害人体健
康甚至污染大气环境。

“我并不建议市民使用厨余垃
圾粉碎机，即使要安装，也要先咨

询物业，了解小区管道是否适合安
装较为稳妥。”石燎燃说。

厨余垃圾分类是一种时尚

“把里面的生姜、鸡腿骨撇进
绿色厨余垃圾桶，把贝壳挑进黑色
其他垃圾桶，对我来说，每次餐后
厨余垃圾的分类就像是整理房间，
每次分类完都有一种成就感。”沈
明告诉记者，自从实行了垃圾分
类，垃圾桶就只有黑色、绿色、
蓝色三种颜色，孩子们开始不在
床上吃零食，还会及时把产生的
垃圾正确放进垃圾桶里，家里干
净了不少。所以她并不需要厨余垃
圾粉碎机。

“垃圾分类的主要目的之一是
回收利用，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资
源，厨余垃圾利用好了就是资源，
尤其可以作为有机肥使用。”石燎
燃说，垃圾分类的初衷是要实现资
源循环使用和生态环境平衡，最终
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把厨余
垃圾粉碎后直接倒入下水道，并不
符合垃圾分类的理念和初衷。

同时，厨余垃圾粉碎机的安装
也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一方面，
水槽的尺寸必须要与厨余垃圾粉碎
机相匹配，水槽下也需要留足粉碎
机的安装空间。另一方面，水槽附
近必须预留电源位置，必须有能接
通 220瓦的插座，而我市部分小区
尤其是老小区，水槽附近并没有预
留电源位置。

“现在与朋友们聊天，聊着聊
着就会聊到垃圾分类，上次我还和
朋友就粽子叶究竟是其他垃圾还是
厨余垃圾进行了争论。”沈明说。

“这表明，宁波市民正慢慢把
垃圾分类尤其是厨余垃圾的分类变
成一种时尚。”在石燎燃看来，只
有按要求实实在在地开展垃圾分
类，才能把社会公众环保观念和良
好行为习惯慢慢培养起来，最大限
度地避免资源浪费。而对于厨余垃
圾粉碎机这类的产品，仍存在市场
监管方面的空白。

厨余垃圾粉碎机“热”卷宁波，专家不推荐
记者 孙佳丽 通讯员 范奕齐

本报讯（记者黄合 通讯员
施寒潇） 重走长征路、有机蔬果
采摘、亲手共做“大灶饭”、垃
圾分类挑战赛……连日来，由
团 市 委 组 织 的 “ 七 夕 · 耕 织
爱”系列活动，吸引了百余名
来自不同单位的年轻人参与，
避免了面对面直接“相亲”的尴
尬，有了公益活动、红色教育穿
针引线，年轻人之间更容易碰撞
出好感和火花。

“让‘团团’来帮青年找对

象，这是我们提出来的新口号，
毕竟当前宁波适龄单身青年的交
友需求十分巨大，从服务青年的
角度来看做好这项工作刻不容
缓。”团市委相关负责人说，去
年，团市委专门成立“亲青恋·
美丽佳缘”青年婚恋交友项目
组，短短一年时间累计开展各类
活动 27 场，服务青年 3300 余人
次，经后续跟踪服务促成牵手成
功101对。

为什么青年婚恋交友会成为

社会问题？团市委在调研后发现，
圈子小是制约我市青年脱单的重要
因素，一方面单身青年的男女差
异、地域差异、行业差异十分凸
显，另一方面不少年轻人从心理上
比较排斥那些目的明确的相亲活
动，尤其反感“明码标价”和父母
安排。

对此，该项目组特意从青年的
实际需求出发，突破以往刻板化的
交友活动模式，在婚恋交友活动中
融入户外拓展、技能提升、心理辅

导、礼仪涵养和婚恋观培树等元
素，牢牢抓住青年的兴趣点和需求
点来设计活动，帮助更多的单身青
年拓宽交友渠道，掌握交友方式，
收获美好爱情。

不仅如此，在每次活动结束
后，项目组还会进行回访和跟进。
青年们可以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继
续通过线上交流群讨论话题、联络
感情，也可以预约线下工作室一对
一服务，由专业的红娘队伍为他们
提供情感咨询。

青年婚恋交友难，何解？

“团团”助力，一年成功牵手101对

徐剑锋

七夕是个浪
漫的日子，送花

是很多恋人、夫妻表达爱意的保留
节目。近日，记者在宁波市区多家
花店看到，七夕前，鲜切花消费大
战已开演。相比前几年，今年七夕
节，花束销量总体来说稳中略有上
升，品种更加丰富，单价略有下降。

时代在变，过节方式也在变，
但不该变的是七夕的文化内涵。起
源于汉代的七夕节，有着十分深厚
的文化积淀；在崇尚文化融合与创
新的今天，承载着更加丰富的文化
内涵。一方面，七夕除了牛郎织女
的爱情故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内容就是乞巧。对忠贞不渝的爱情
传说，对穿针乞巧的典故，有多少
人能够完整地讲述，知道其中的寓
意？不得不说，七夕蕴含着勤劳勇
敢、坚贞不屈、纯朴善良、忠诚相

依之类的价值元素，这恰恰就是这
个时代爱情最需要补充的。另一方
面，七夕既有许多民间习俗，还有
不少与七夕相关的诗词歌赋，如

“几许欢情与离恨，年年并在此宵
中”“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
连理枝”“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
牵牛织女星”……所有这些，无不
散发着浓浓的传统文化味，来一次

“温故而知新”，汲取文化营养，何
尝不是一件乐事呢？

七夕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爱情和
幸福生活的向往，也蕴含着智慧和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的深刻含义。对
七夕节的最大传承，不能只限于对
爱情表达方式的追捧，更在于传统
美德和内生文化力量的弘扬。

每一个节日都是一种纪念符
号，七夕既要有浪漫味，也要有文
化味，更要有“中国风”。

（欢迎投稿，来稿请发民生邮
箱1871684667@qq.com）

七夕要多一点文化味

相会前童古镇
昨晚，宁海首届“七夕女红文化节”暨古镇文创集市在前童古

镇举行。出自古镇巧娘之手的扎染、刺绣、拼布、书画、针织、漆
器工艺、竹编工艺等乞巧文创产品在古街一字排开，供游客挑选；
织女浣纱、抛彩球、情歌对唱、汉服古诗朗诵等一系列表演点燃了
众多游客的热情。 （严龙 蒋攀 摄）

本报讯 （石景 钟海雄） 8
月 5日，本报曝光了北仑区四季
阳光小区车库违规开店，周边环
境脏乱差等问题。报道刊发后，
北仑区政府专门制定了“街道吹
哨、部门报到”的联合整治方
案，并由大碶街道牵头，对四季
阳光小区车库“六乱一跨”现象
开展了专项整治。截至昨日，小
区周边约 60 个违规挪作他用的
车库已完成整改。

8 月 6 日，北仑区就此在中
国宁波网民生 e点通留言板上回
复：根据初步调查，四季阳光小
区周边有 70 多个临街车库，其
中有 60 个左右存在违规使用情
况。8 月 5 日，我区住建、综合
行政执法、市场监督管理、公安
和大碶街道等相关部门，对四季
阳光小区临街车库违规使用现象
进行了联合集中整治。针对该小
区临街车库杂物乱堆放、遮阳棚
乱搭建、私拉电线、乱堆垃圾等
问题，工作小组现场组织人员进
行了清理整治工作。同时，工作
小组采取引导、建议、提醒、劝
告、下发整改通知书等方式，督
促当事人自行及时整改，确保小
区环境整洁、有序。下一步，区

相关部门将根据历史成因和现实情
况，对整治工作进行安排和分工，
制定专项整治工作方案，进一步开
展联合执法行动。在对该小区车库
违规使用现象进行进一步梳理的同
时，继续加强日常巡查检查，确保
专项整治工作取得实效，防止出现
反弹。

8 月 6 日下午，该区各部门再
次联合对四季阳光小区车库乱摆
卖、乱拉挂、乱张贴、乱堆放、乱
搭建、乱设广告牌和跨门店经营的

“六乱一跨”现象进行了整治。
记者在现场看到，执法部门对

藏身于车库中的无证烤鸭店、无证
服装加工坊、无证建材加工店下发
了整改通知书，并暂扣了相关器
材；对违规住人或将车库作为仓库
的租户或商户进行了清退。

据了解，大碶街道还采取了
综合行政执法中队错时巡逻、安
装监控、划停车线、制作分户整
治档案等一系列长效措施。街道
将对该处进行高压监管，并不定
期展开综合执法，将整治行动落
细落实。

发现身边文明与不文明，请您
继续通过以下方式反映：

1、拨打热线81850000
2、微信搜索“nb81850”，关

注后直接留言
3、登录中国宁波网民生e点通

北仑重拳整治
四季阳光小区车库“六乱一跨”

本报讯（记者沈孙晖 通讯
员陈佳雯 计立存） 从 8 月 1 日
中午 12 点起，我市 1900 多条渔
船解禁开捕，但张网类和拖网类
渔船还在禁渔期内，不能开捕。
有人却趁机“浑水摸鱼”，驾驶
已解禁渔船，采用张网作业方式
非法捕捞。

记者昨天获悉，象山县海洋
与渔业行政执法大队查获一起非
法捕捞案，抓获两名犯罪嫌疑人
陈某、娄某。这是今年部分渔船
解禁开捕以来，该县查获的首起
非法捕捞案件。

8 月 3 日上午 9 时，执法人
员在石浦港周边巡查时，发现浙
象渔 03025船正在码头卸载渔获
物。经登临检查，执法人员发现
船上有小鲳鱼、小黄鱼等新鲜渔
获物，均属于幼鱼，且船上没有
网具。经询问，这些渔获物由该
船通过张网作业非法捕获。

“经过称重，现场缴获的非

法渔获物有近 3000 公斤。我们立
即封存，并将渔船及船上的陈某、
娄某扣押至渔政码头作进一步调
查。”执法人员说。

据两人交代，8 月 2 日中午 12
点左右，陈某、娄某以流刺网作业
名义，驾驶已解禁的浙象渔 03025
船驶至檀头山海域，张网放置于海
中。次日凌晨 5时左右，两人再次
出海收网，将渔获物运至码头。

“捕完后我们继续放网，想等下一
次来收，本以为不会有人发现。”
娄某说。

带两人到现场打捞后，执法人
员鉴定他们采用的是张网类网具，
且网眼大小不符合国家规定尺寸。

目前，陈某、娄某已被警方采
取刑事强制措施，非法渔获物被依
法扣押，并放置指定冷库保存。执
法人员提醒，目前部分解禁开捕渔
船只能按核定作业类型捕捞，像流
刺网渔船采用张网或拖网作业捕捞
等，均属于违法行为。

利用解禁开捕渔船张网非法捕捞

象山两渔民“浑水摸鱼”被抓

本报讯（记者余建文 通讯
员陈群力 实习生林心译） 欠债
不还，老赖肖某某费尽 心 机 ，
东躲西藏，却因一个小疏忽露
馅。8 月 5 日晚，他骑电动自行
车没戴头盔，被交警查获，“身
份”暴露，最后在法院乖乖交了
欠款。

2018年 9月，经奉化法院主
持 调 解 ， 被 告 肖 某 某 承 诺 在
2019年1月前，向原告吴某某付
清拖欠的货款 2.6 万元。可肖某
某在还了 3000 元之后，对剩余
货款迟迟不履行。

今年 4月，吴某某向奉化法
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法官调
查后，发现肖某某“失联”已
久，去向不明，且名下也无可
执行财产。执行法官立即对其

限制高消费，纳入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并要求公安部门协助查找被
执行人下落。

8 月 5 日晚上，肖某某骑着电
动自行车在鄞州区天童南路由南
向北骑行，因未戴头盔，正好被
执 勤 民 警 查 获 。 民 警 核 对 身 份
后 ， 发 现 肖 某 某 是 法 院 查 控 对
象，遂将其带回了派出所，并移
交给奉化法院。

面对执行法官，肖某某说，这
段时间自己在外躲债，一直提心吊
胆，没想到会因这件小事被抓。经
过教育，肖某某认识到了错误，并
全额付清了 2.3 万元案款，案件执
行完毕。考虑到肖某某认错态度较
好，且主动履行了案款，奉化法院
决定对肖某某从轻处罚，对其前期
拒不履行的行为罚款1000元。

骑车未戴头盔 老赖街头“现形”

新 闻 追 踪

昨天上午，市公交总公司青年志愿者来到市青少年宫，为 30多名
孩子送上一堂生动活泼的公交安全课。据悉，此次活动是团市委针对未
成年人暑期事故高发推出的安全自护教育课程之一。现场，除了讲解安
全乘车知识、车内安全设施使用方法之外，还设置模拟逃生实景演练。

（徐能 徐甬 摄）

乘车安全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