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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蓝建中 郭威 邓敏 张
远 连振郭磊 卢怀谦 宿亮

近日，垃圾分类成为社会热点话
题。在我国十几年的推行过程中，不
愿分、不会分、不能有效回收等问题
让垃圾分类难以真正落地。新华社驻
日本、德国、新西兰等地的记者实地
探访，寻找这些国家在解决上述问题
时值得借鉴的经验。

◆日本：如何打造垃圾分类“最
严格”标准？

上海市民最近很操心：湿面膜
是干垃圾还是湿垃圾？奶茶中的珍
珠、杯子、杯盖分别属于什么垃
圾？而在日本，这样的“灵魂拷
问”早已融入民众生活日常。

日本是世界上垃圾分类要求最
严格的国家之一，但也并非一蹴而
就，而是经过了几十年的努力。

20世纪 50年代后，日本进入经
济高速增长期。这一阶段，日本的
家庭垃圾主要根据是否能焚烧分为
不燃垃圾和可燃垃圾。进入 20世纪
90 年代，随着再利用越来越受到重
视以及填埋空间的减少，减少垃圾
产生量日益受到重视，垃圾分类也
增加了更多品类。

如今，日本垃圾分类越发细
致、复杂。以东京都涩谷区为例，
家庭垃圾被分为可燃垃圾、不可燃
垃圾、资源垃圾和大件垃圾四大
类，各大类继续细分，例如资源垃
圾分为矿泉水瓶、玻璃瓶、纸、铝
罐、铁罐等。而且，每种垃圾要按
规定时间放在指定地方，丢弃大件
物品还需另付费用。如果未按规定
分类或未在指定时间投放垃圾，垃
圾将会被退回。

不仅东京这样的大城市，在小
城市甚至农村地区，垃圾分类一样
有条不紊，甚至更为复杂。记者曾
走访的德岛县上胜町，在日本以垃
圾分类细致而著称，2016 年的分类
高达51种。

日本垃圾分类的历史是法制不
断完善的过程。从 1900年的《污物
清扫法》到1954的《清扫法》，再到
1970年的《废弃物处理法》，2000年
的 《循环性社会形成推进基本法》，
法律经过了多次修订。

日本政府认为，为解决废弃物
回收问题，需要摆脱“大量生产、
大量消费和大量废弃型”的经济社
会，建设环境负荷小的“循环型社
会”。《循环性社会形成推进基本
法》 中提出，要减少废弃物的产
生，促进资源的循环利用，还规定
了减少产生、再利用、再生利用、
回收热量、适当处理等的优先顺
序，从而实现了减少原料、重新利
用、物品回收的法制化。

日本的垃圾分类从娃娃抓起。记
者了解到，日本小学四五年级就专门
开设了学习垃圾分类的课程，日常生
活中一些未按规定分类的垃圾会被拍
照，在学校作为反面教材使用。

◆德国：如何打造全球领先的垃
圾分类回收体系？

德国是世界上垃圾分类回收做
得最好的国家之一，其垃圾循环利

用率达 65%左右，包装行业可达到
80%以上。

在德国垃圾回收利用的整个链
条，两个关键环节起到重要作用：
一是如何教育民众自觉进行垃圾分
类，二是分类回收的垃圾如何进行
专业处理再利用。

自 20世纪初，德国就开始实施
城市垃圾分类收集。从最初的垃圾
不分类，至眼下的5类生活垃圾，德
国民众接受了近百年循序渐进的教
育过程。

从幼儿园阶段起，德国小朋友
就要培养垃圾分类丢弃的习惯。到
了小学，垃圾分类是课本内容，学
校会系统性教导学生垃圾分类知
识、对于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
等，从小培养垃圾分类的意识。

记者在柏林实地探访，发现每
一户或每一栋住宅楼都有分门别类
的垃圾桶。生活垃圾可大致分为五
类：有机垃圾、包装垃圾、纸类、
玻璃类和混合类垃圾。如果不按照
分类丢弃垃圾，垃圾回收企业会拒
收桶内垃圾。

在后期处理阶段，欧绿保集团
承担了柏林市政部分垃圾处理的工
作。对于有机垃圾、纸类、玻璃类
等生活垃圾，以及特种的有害垃
圾，企业会通过不同车队进行分类
收集、专项运输送往不同种类的处
理厂处理。

企业专业处理垃圾后，可以将
有生产价值的原材料提取出来，向
各产业针对性销售。据统计，德国
垃圾回收行业从业人员超过 25 万，
每年的营业额达500亿欧元，约占全
国经济产出的1.5%。

◆新西兰：分错垃圾怎么办？
垃圾分类过程中面临的一个常

见问题就是分错垃圾该如何解决？
新西兰大体上把家庭生活垃圾

分为厨余垃圾、一般生活垃圾、塑
料垃圾、纸质垃圾和玻璃制品垃
圾。厨余垃圾主要包括果皮、果
壳、果核，残羹剩饭等食物性垃
圾，但不能包括食品包装、厨房用
纸和餐巾纸等。一般处理方式是使
用厨余粉碎机，粉碎不掉的部分丢
进一般生活垃圾。

许多细节需要注意。比如，纸
质垃圾和塑料容器垃圾需经过基本
清洁后放进可回收垃圾桶，玻璃制
品垃圾也需清洁后单独放入专门的
垃圾箱。

如果放错垃圾会怎么样？2017
年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出台一项
规定，对垃圾错误分类会进行警告
甚至拒收垃圾。

垃圾运输车会在规定时间到不同
街区集中收取垃圾。垃圾桶监督员会
提前对可回收垃圾桶进行检查，如果
其中不可回收垃圾的比例没超过
10%，垃圾车会收走垃圾，但会在垃
圾桶上放置橙色警告标识；如果比例
超过10%，或其中含有尿布、有毒废
物、液体、电线等，监督员就会在垃
圾桶上放置红色标识，垃圾车将拒收
垃圾。回访显示，这一措施有效改善
了垃圾分类的状况。

垃圾分类有哪些经验可借鉴

新华社广州7月3日电（记者 袁全 荆
淮侨）如何解决中国医疗资源不平衡的难
题？心脏外科医生郭惠明找到了一个新药
方：5G。

他所在的广东省人民医院正积极开创
5G医疗服务，让专家通过互联网为数百公
里外的患者进行高难度手术。

中国 80%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大城市，
患者常常要千里迢迢跑到大城市大医院就
诊。郭惠明认为，拥有超高速的5G无线网
络技术将构建新的远程医疗模式，让患者
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优质医疗服务。

■远程指导
54岁的郭惠明很有“科技范儿”：手戴

Apple Watch，用粤语和 iPhone 上的 Siri 对
话。今年 4月，他更是率先运用 5G网络技
术，实时指导 400公里外的县医院医生，为
当地患者做心脏微创手术。

在将近 4 小时的手术中，这位心外科
专家西服革履，始终坐在一块大屏幕前，手
中不时翻转一个3D心脏模型，并通过麦克
风与屏幕中的人对话。

以前，郭惠明难得这么从容。他要开
车几小时到外地为当地患者做手术，然后
又要马不停蹄地回到广州治疗自己的病
人。他团队去年共完成 700 多例微创手
术，平均每天就有一到两例。

心脏微创手术难度极高，要求医生不
穿过胸骨、在肋骨之间操作。因为创伤小，
患者疼痛感轻、恢复快。

“我们70%的患者来自外地。”郭惠明说。
广东省人民医院院长余学清称医院门

诊大厅像“超市一样热闹”，每天都有成百
上千人涌入。他认为，人流如此密集，不仅
会降低病人的就诊体验，还会增加传染病
的风险。对于来自偏远地区的患者，跋山
涉水地看病更增加了风险。

以前，医院开展远程医疗的频率不高，
且主要是电话或视频会诊，原因之一就是
通信技术不佳，信号不稳定、传输速度慢、
图像不清晰。

“没有 5G的时候，我们可不敢进行远
程手术。”余院长说。“任何设备和主刀医生
之间的小延迟，哪怕只有几秒钟，都可能给
手术带来致命性差错。”

■服务改善
比 4G 快 10 至 100 倍的 5G 技术，仅有

十分之一秒的时间延迟。
郭惠明指导的 5G远程手术由华为公

司和广东移动提供技术支持。手术室在高
州市人民医院，距离广州有 6 个小时的车
程。郭惠明在广州实时观看并提供指导。

病人是一名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女
性。郭惠明用电子画笔在屏幕上画一个圈，
对应患者身体上的一块区域。他通过麦克
风告诉手术医生，需要将创口位置向上移动
3厘米以防伤害到患者的其他神经组织。

如果没有 5G，网络出现延迟，这一提
示无法及时传达，会给手术带来风险。

由于县医院目前没有能力建3D模型，
手术前的两个星期，郭惠明还利用 5G 网
络，用患者的CT图像建立了一个 3D打印
的心脏模型，以清楚地看到病人心脏缺损
位置。5G环境下，CT图像的下载从过去
的几个小时缩短至几分钟。

在他看来，5G远程医疗的好处是让基
层医务人员更快掌握高难度手术。在高
州，当地医务人员鲜有机会向大医院的医
生学习，每年医院只有四五例手术能邀请
到广州的专家来完成。

5G远程医疗提供了交流的机会，也帮
助县级医院吸引和留住更多患者。

医院心外科副主任医师何勇算了一笔
账：这台5G手术在县医院完成，治疗费约2
万元人民币；若邀请广州的专家来当地做，
那患者要再缴 1 万元左右的会诊费；如果
去广州做手术，治疗费用至少是 4万元，此
外还有往返广州的路费和家属的陪住费。

何勇说，5G远程医疗让患者就近享受
到了大医院专家级的诊疗，且不向病人收
取额外的费用。

■资源共享
广东是中国医疗改革的先锋，一直致

力于发展分级诊疗和互联网医疗。但广东
城乡区域发展差异明显，粤东、西等偏远地
区的卫生服务能力薄弱，许多县级、乡级医
院缺少设备和医护人员。

自 2017 年以来，广东统筹各级财政
500亿元投向欠发达地区的医疗设施，并鼓
励大医院向基层医疗机构提供支援。

2018年广东57个县(市)县域内住院率
为 83.5%，较 2015年提高 4.6个百分点。在
高州，住院率更高达90%，表明当地绝大多
数患者选择在县域内的医疗机构看病，即

“大病不出县”。
5月，广州中山大学肿瘤医院的专家通

过5G实时指导深圳、珠海和高州的三家医
院开展肿瘤微创介入手术。医院副院长刘
卓炜说，5G有利于上下层医疗资源交流，
促进学科诊疗规范化发展。

郭惠明期待 5G能为远程手术提供安
全保障，并帮助提升基层医疗水平。“这样
我们大医院就能腾出更多时间做研究和治
疗危重患者。”他说。

5G医疗为解决“看病难”提供新药方

7月3日，在江西省新干县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内，国家
级非遗项目新干剪纸的传承人
彭许平在指导孩子们剪纸。

暑期来临，为了丰富孩子们
的假期生活，江西省新干县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开设国
家级非遗项目新干剪纸暑期培
训班，通过传承人手把手的指
导和传授，让孩子们近距离感
受非遗之美。

新华社记者 彭昭之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