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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限塑”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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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链条发力减少塑料制品污染
□ 王海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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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性塑料包装袋只要被生产出来，不管是不是被消费者使用，都会对环境造成污染。利用一些经济杠杆

手段对生产企业进行调控是减少源头供给的有效做法。改变人们对塑料制品的消费习惯是“限塑”重点。减少

塑料制品污染，还要致力于技术上的创新和突破。

新闻回放：继京沪高铁设置静音车
厢、上海地铁颁出“静音令”后，上海公
交也在71路推出车厢文明静音公约，主
要包含8条内容：一方面对乘客自觉保
持安静做出规范，如“请勿在车厢内将
电子设备声音外放”“请勿在车厢内大
声喧哗、吵闹”“请勿在车厢内大声接打
电话”，也要求携带小孩的乘客做好看
管劝导；另一方面针对车厢不文明现象
进行约束，包括“请勿在车厢内不捂口
鼻咳嗽打喷嚏”“请勿在车厢内饮食”

“请勿在车厢内脱鞋晾脚”“请勿在车厢
内横躺或脚搁在座椅、扶手杠上”。

（据《解放日报》）
快评：如今，噪音污染成了普遍的城

市病，给居民的生活带来了极大困扰。
从商场到街边普通商店，甚至是公园里
跳广场舞的市民都在使用高音喇叭，震
耳欲聋的声音搅得住户不得安宁，难以
正常生活休息。而手机带来的噪音更是
让人们的交通出行变成煎熬。在地铁、
公交车厢内外放音乐、视频，高声拨打电
话等现象时有出现，给同行的乘客带来
极大困扰。上海公交推出车厢文明静音
公约，对乘客自觉保持安静做出规范，就
是为了减少手机等声音外放，为乘客营
造安静舒适的乘坐体验。

无声更显文明，体现的是对他人的
尊重和自身的文明素养。不顾他人感
受，在公交、地铁里高声拨打电话、外放
音乐视频，本身就是一种自私的行为，更
是一种不文明的行为。城市是大家共同
的家园，营造安静和谐的城市环境需要
每一个市民的共同努力。作为乘客应当
自觉提升文明素养，在公共场所小声拨
打电话，在公交、地铁车厢内看视频听音
乐时自觉戴上耳机。 （王皖杰）

共同打造安静车厢
是一种文明举动

1868年，美国的约翰·韦斯利·海亚特发
明了一种叫“赛璐珞”的塑料制品，用来代替
象牙作为台球的珠子，因其低廉的价格获得
了台球商的青睐，减少了对象牙的需求减少
了杀戮，是一个既有经济意义也有社会意义
的好发明。但是随着一次性且不可降解的
塑料制品的大量使用，环境遭到破坏，人类
健康受到影响，减少或者不使用一次性不可
降解塑料制品已经成为人类的共识。在
2008年“限塑令”的基础上，2020年相关部
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
见》，明确到2022年底，一次性塑料制品的
消费量明显减少，替代产品得到推广。塑料
污染治理能不能取得良好成效，关键在于要
有系统思维，全链条发力，形成多方共治共
建共享的合力。

减少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的源头
供给是根本。塑料种类很多，有些是可以生

物降解的，如PLA、PGA等，而另一些是不
可降解的，如PE、PP等，“限塑”的根本目的
是减少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的生产。这些一
次性塑料包装袋只要被生产出来，不管是不
是被消费者使用，都会对环境造成污染。利
用一些经济杠杆手段对生产企业进行调控
是减少源头供给的有效做法。欧盟要求各
成员国自2021年1月1日起，每生产一公斤
非循环使用的塑料制品就要向欧盟预算机
构交纳0.8欧元的税用于环境治理，成本的
压力将迫使生产商减少生产或者是转型升
级。无锡在2020年 11月对聚乙烯（PE）农
用地膜和塑料购物袋等塑料产品的本地生
产企业开展全面摸查，并有针对性地对大、
中企业和小微企业进行具体调控和引导，就
是减少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生产的负责任举
措。

改变人们对塑料制品的消费习惯是“限

塑”重点。我国古人以草绳、竹篮、布兜为主
装载物品，草绳可以挂条鱼、绑块肉，拎个篮
子出门是标配，布兜也是无所不装。虽然我
们已很难回到过去，但为了环保和健康着
想，还是要减少对塑料袋的依赖。购物中心
或者农贸市场可有偿提供一些能循环使用
的折叠型竹篮，也可以以共享方式来提供大
小不等的包装布袋或其他包装，易借易还。
农业领域是塑料制品使用大户，从2018年
开始，江阴规范农资网点对农膜的销售，并
探索建立了废旧农膜回收利用体系，推广全
生物降解膜的使用，慢慢改变了农民对原非
标膜的使用习惯，这也是很好的减少农膜污
染的探索。

减少塑料制品污染，还要致力于技术上
的创新和突破。一是能否让目前的塑料制
品得到更好地使用。2020年底，美国加州大
学伯克利分校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新的化

学工艺，将聚乙烯（PE）转化为一种更坚固、
更有价值的黏合剂，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方
向。二是能否找到一种更合适的替代品。
目前一些纸制替代品有着“遇水易化、遇热
易软、汤汁渗透”等不足，其实纸制品的大量
使用会造成森林资源的减少，也不利于生态
环境保护。据统计，制造相同容量的纸袋会
比塑料袋多用1.5至2倍的能量。总之，如何
满足人们对既环保经济又方便实用的产品
的需求，关键还在于技术上的创新和突破，
这需要政府的鼓励支持和引导，也需要企业
下大力气进行技术攻关。

现在的严格“限塑”是为了未来更快更好
地发展，幸福生活既是当代人能够享受到目
前生活的便利，也不给子孙后代的健康生活
留下环境污染隐患。共建可持续发展的美丽
家园，每一个人都要贡献出应有的力量。

（作者系无锡市委党校副教授）

临近期末考试，又到了考验孩子和家长
的时候。

周末带着孩子去好友家串门，进门却未
见她家儿子，平时来都是他嘻嘻哈哈开的门，
朋友把我们悄悄拉到一边，高兴地说：“他在
认真做题目呢，因为我答应他，如果这次三年
级期末考试数学能考100分，就给他买电话
手表。”看到孩子正在书房做题，专心学习的
样子确实令人欣慰，但也不免让人心生担忧：
如果没有家长的物质奖励作为前提，孩子还
愿意主动学习吗？

“爸爸，我想要一个平衡车。”“如果你期
末考试能考到全班第一，我就给你买。”这样
的对话估计很多人都不陌生，就像上述这位
朋友的方法一样，家长给孩子传递的信息是：
如果你能考出好成绩，就能得到某种奖励。
这种通过物质鼓励让孩子学习的方法，从短
期来看会有一定的成效，因为孩子会通过努
力学习实现自己的物质愿望，但是从长远来
看，如果过度使用，存在很多弊端。

这种物质奖励可能会让孩子逐渐对学
习失去耐心，而把心思放到如何得到奖品
上，他们更注重的是奖品，而不是学习本身，
这个时候学习就成了实现目标的工具，而不
是目标。而且，随着时间的拉长，物质奖励
需要不断加码才能达到刺激的效用，原本的
学习因为物质奖励的介入，而变得功利，物
质的欲望和作用都被放大，这会对孩子的世
界观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另外，如果孩子
通过努力没有考到理想的成绩，也因此没有
得到奖励，会产生很多挫败感，“我白努力
了”“不管我怎么努力都达不到”。渐渐的，
孩子会反感学习，憎恨考试，还会觉得自己
不够好，觉得父母更看中成绩，而不喜欢自
己，开始否定自己，这对孩子的学习和成长
都是不利的。

前段时间网上有这样一个视频：在一辆
长途火车上，一个10岁女孩在专注学习，孩
子说：坐车时间长，不学习觉得浪费，把碎片
化的时间归拢起来学习比较有效。女孩的爸
爸说，我平时就跟孩子说，你只要努力，不管
考得好不好，我们都高兴。当父母不看中结
果，而看中过程，就是在培养一个主动学习的
孩子。

教育孩子的目的不是培养会考试的孩
子，而是培养孩子拥有主动学习的能力。当
父母用物质奖励作为交换来鼓励孩子的时
候，学习就成了一种“交易”，孩子也就失去
了主动学习的意愿。别让过度的物质奖励
毁了孩子学习的主动性，毕竟，奖励不是目
的，培养出主动学习的孩子才是家长真正的
目的。“学海无涯苦作舟”，作为家长，需要鼓
励孩子在学习的道路上勇往直前，鼓励的应
该是努力的过程，而非结果，对过程的鼓励
比某一次不稳定的结果更有意义，当孩子努
力进步的过程被家长看到了，并加以肯定，
孩子会很受鼓舞，也因此增加了持续学习的
动力。

期末考试之前，家长可以对孩子说：你的
成绩是你自己的，不管这次期末考试的结果
怎么样，只要你确实认真并且努力了，我们都
会为你感到高兴，也会适当满足你的愿望。

（作者单位：无锡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

别让过度物质奖励
毁了孩子学习主动性

□ 刘爱燕

近期，无锡连续遭受强寒潮侵袭，短期
之内，锡城“冰冻模式”可能还会持续。数九
天里盼温暖。每到冬季，包括无锡在内的很
多城市，都会开展为环卫工人、工地建设者、
交警、城管等户外工作者送温暖的系列公益

行动。一张椅子、一杯热水、一句问候、一份
牵挂，越来越多的企事业单位加入其中，为寒
风中的劳动者送去关爱，这种随处可见的冬
日温柔犹如缕缕阳光，增添了城市的温暖。

人情冷暖无巨细，一枝一叶总关情。“温
暖”是种感觉，也是种行动。提供取暖歇脚
的地方，免费供应茶水热饮，这些都只是看
得见的“温暖”。事实上，严寒天里，做好垃
圾分类，不乱扔垃圾，减少环卫工人的作业
负担；多点体谅，多声感谢，多给外卖快递小
哥们一些送单时间；身体力行，自觉遵守城
市市容与交通管理法规，做城市文明的践行
者与维护者，为冬日城市运转保障减负减压
出份力；哪怕是同事好友间，时常相互提醒
注意疫情防护，遵守防控规定，保持社交距
离，也是一种很让人温暖的举动。在“冬天
不供暖”的无锡，这些何尝不是最简单、最贴
心，又人人随手可拾的江南暖意。

温暖，既是一种有形的物理触觉，也是
一种无形的精神感受。天气寒冷，人的注意
力不易集中，容易产生倦怠情绪，面对无法
中断的生活和工作，如何在严寒天里保持好
工作的效率和良好的心绪，需要我们调整好
自己的心态。越是容易打盹走神的时候，我

们越是要保持生活热情，同时将心比心，给
别人更多的理解和包容。严寒难耐，每个坚
守自己岗位的人都不容易。理解多了，包容
多了，每个行业每个人都被温柔对待了，严
寒带来的内心压抑会缓解很多，社会也会涌
动更多正能量。

在数九天里，除了给城市中忙碌的人们
多一些必要的物理保暖措施，全社会更需要
用心用情用力，用更多的人文关怀与理解，
用更实更贴心的举措构筑起冬日城市的“大
暖房”。天气寒冷，送外卖、送蔬菜水果的小
哥们忙得不停歇，一些店家在小哥等餐间
隙，为他们送上免费的饭食和热饮，就让人
颇感温暖。现在无锡地铁、湖底隧道、快速
路改造等多个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工程正在
紧张施工，社区、企业、公益组织如果能组织
志愿者，为建设工人们送上热腾腾的馄饨、
甜汤，相信会让建设者充分感受到无锡这座
城市的真情与暖意。严寒中，愿大家都被温
暖以待，愿大家也能温暖地对待他人，相互
理解，相互关爱，用人心的暖意抵御天气的
寒冷。

（作者单位：无锡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
执法监督支队）

用关怀与宽容增添城市的温暖
□ 苏 纯

前不久，我市100家单位集中签约
加入无锡市“厕所开放联盟”，包括酒
店、医院、超市和商业广场等，真是个看
了很让人高兴的消息。人有三急。很
多市民都有这样的经历：因为内急，在
一个陌生的环境，找到一个厕所有时是
多么不容易。可更让人尴尬的是，好不
容易找到一个厕所，却看到门上冷冰冰
的字眼：“员工内部厕所，外人勿用”，有
的厕所还装有现代高科技的密码锁。

的确，别人的厕所别人有权支配给
谁使用。但上述这样的做法，让人总觉
得缺少了一种城市的温度。“厕所开放
联盟”的出现，无疑会给人们在外游玩、
购物等带来很多的方便，值得点赞。

“厕所开放联盟”不仅给市民和游
客提供了如厕方便，也是一种很好的示
范。一些老人，以及患有特殊疾病的
人，能让他们及时找到厕所，也是城市
应有的一种关爱。“厕所开放联盟”，让
宝贵的资源得以共享。无疑，这样的共
享资源越多，分布越广，市民和游客就
越感到方便。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相
信在未来的日子里，加入锡城“厕所开
放联盟”的单位会越来越多。

虽然对一些单位来说，开放内部厕
所意味着清扫厕所的频率增加，自然也
就会增加一些人力成本。但开放厕所也
是单位公益形象的一种很好的宣传。比
如，常听到有市民说，哪家单位的厕所干
净，不仅有洗手液，还有烘干机。

“厕所开放联盟”，给人们打开了了
解一座城市的方式。无锡是一座充满
温情的知名旅游城市，每年都有很多游
客慕名而来。他们对无锡这座城市的
印象，有时往往就是从一次如厕经历开
始的。“厕所开放联盟”，也可以成为城
市的一道靓丽风景。

当然，除了“厕所开放联盟”之外，
不妨多利用大数据资源，对全市的公共
厕所布局进行科学分析，在一些如厕难
的场所，多建一些公厕，完善配套措
施。“小厕所，大民生。”“厕所开放联
盟”，相信也会成为锡城“厕所革命”的
助力。 （作者系公司职员）

“厕所开放联盟”
让资源得以共享

□ 陶象龙

人情冷暖无巨细，一枝一叶总
关情。“温暖”是种感觉，也是种行
动。提供取暖歇脚的地方，免费供
应茶水热饮，这些都只是看得见的
“温暖”。事实上，严寒天里，做好垃
圾分类，不乱扔垃圾，减少环卫工人
的作业负担；多点体谅，多声感谢，
多给外卖快递小哥们一些送单时
间；身体力行，自觉遵守城市市容与
交通管理法规，做城市文明的践行
者与维护者，为冬日城市运转保障
减负减压出份力；哪怕是同事好友
间，时常相互提醒注意疫情防护，遵
守防控规定，保持社交距离，也是一
种很让人温暖的举动。

受疫情影响，去年开始，线上直播销售很火，很多远郊地区的农产品都搭上了直播的快车。
直播销售需要一定的专业设备和技术，对很多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农民朋友来说有不少困难。近
日，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承办的《我的家乡我代言》电子商务直播课程正式开播。课程中包含
示范农产品直播带货、普及电商知识、互动答疑解惑等，很受听讲者欢迎。推动乡村振兴，让无
锡的农产品走得更远销售得更好，应该多一些这样接地气的培训。 （洪萍 文 / 何岚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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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助农接地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