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时常在想， 在人类迄今为止所有的重大发
明中， 似乎塑料这个物质最让人爱恨交加。 不是
吗？ 自从塑料1866年问世， 不过155年， 如今已
经渗透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塑料的广泛
应用和我们的生活形影不离。 然而， 塑料带来的
环境污染， 又让全世界为之坐立不安。 以至于前
两年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主持的 《巴塞尔公约》，
得到了186个国家的响应， 那就是减少塑料垃圾。

近日《光明日报》也发文就减少我们的用塑习
惯发出呼吁，并列出了四项国人习惯的用塑习惯，
如用纸吸管影响“喝奶茶的快感”、 塑料地膜用起
来 “熟门熟路”、 不可降解塑料袋价廉易得且方
便、懒得想可选择哪些塑料替代品。如果仔细审视
起来， 我想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地都会对一次性
塑料用品情有独钟。 如吸管、一次性刮胡刀、塑料
采购袋等。

我注意到所在的小区垃圾存放处， 每天都有
数不清的塑料垃圾袋散落一地。 虽然各级政府三
令五申不许超市、 农贸市场、 商场等地使用一次
性塑料袋， 但是还有很多超市至今还在免费提供
这类不可降解的塑料袋。

可能很多人误以为， 减塑与限塑是各级政府
的事情， 不关乎自己的生活， 于是对触手可及的
免费塑料袋、 吸管等就尽管大胆地使用。 不过，
随着去年国家发改委和生态环境部发布的 《关于
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 标志着我国
有史以来第一次如此大规模地从源头上禁限塑料
制品。 这个限塑令既有时间表， 也有路线图， 从
目前实施来看， 取得了一些成效。 然而， 要想彻
底达到减塑目标， 还得需要所有公众的积极参与
和配合，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不用一次性塑料
制品， 不乱扔塑料垃圾， 养成自己携带环保袋子
采购物品的习惯。

这些年我在各地走访的时候， 经常在旅游景
点、 河流港湾、 海岸线、 山峰等见到随处飘落的
塑料垃圾袋和塑料制品， 那种情形令人作呕。 世
界环境日网站发布的声明显示， 目前全球每年使
用5000亿个塑料袋， 每年至少有800万吨塑料进
入海洋， 相当于每分钟就有一整卡车的塑料垃圾
倾泻入海 。 人类产生的所有废物中 ， 塑料占
10%。 倾泻入海的塑料垃圾直接危害海鸟和海洋
鱼类生存。 以前人们还都羡慕大海的洁净和壮
丽， 如今的海洋快变成了 “塑料的海洋”。 有消
息说， 全球海岸线上发现的海洋垃圾中有90％与
一次性塑料制品有关。 瓶子、 吸管、 食品包装和
普通包装。 塑料无法生物降解， 至多分解成较小
的碎片。 人们会在藤壶、 海蚯蚓和片脚类动物这
些滤食性动物的体内发现微塑料颗粒， 而这些生
物反过来又会被包括鱼在内的大型海洋生物吃
掉， 最终被端上人类的餐桌， 进入我们自己的肚
子里。

有人统计， 英国每人每年使用290至300个塑
料袋。 按平均时间计算， 每个塑料袋被丢弃前，
只用了12分钟。乱扔塑料袋的人也许不知道，遗弃
在海边的塑料袋曾被多达111种的海鸟误吞。再看
我国的快递业，虽然业务量已连续6年位居世界第
一，但产生的塑料废弃物约180万吨，且还在快速
增长。此时，我想起了自己在二十年前在国外出访
的时候，就惊奇地发现，不少地方无论是超市，还
是商场都不使用塑料包装袋， 全部都是纸袋子。
我当时就想，何时我们也能这样呢？

我以为， 用塑习惯考验着每一个国人的环保
心。 心存大爱， 心系未来， 就不应任由自己的用
塑习惯给人类环境添堵， 给未来添忧。 向不当的
用塑习惯宣战， 也是一场没有硝烟的革命！

近日， 江苏常州市场监管人员发现， 超市销
售的一款茶叶， 包装豪华， 5两茶叶包装竟重2
斤， 且售价明显偏高。 经检测， 该包装空隙率过
大， 不符合国家标准， 超市被市场监管局行政处
罚。 据介绍， 保健品、 食品、 化妆品仍是过度包
装的 “重灾区”。

点评： 在崇尚诚信经营、 保护环境的当下，
商品过度包装的行为显然不可取。 每一个消费者
在选择用品时， 都不要为了贪图面子， 而不注重
绿水青山。

“拿回去给俺妈吃。” 近日， 河南周口一乡
村小学， 女孩要把学校发的鸡腿带回家给妈妈。
校长听到后连忙对孩子说： “你吃吧！ 我再给你
拿个鸡腿。”

听到校长的安慰， 女孩红了眼眶。

点评： 好孩子遇上了好校长， 让人感动。

“拿回去给俺妈吃！ ”
女孩要把鸡腿带回家给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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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评弹】 【图闻点评】

导盲犬用户打车出行将更加便利。 滴滴出行
近日与中国盲人协会签订战略框架协议， 进一步
推动视障人群的 “无障碍出行服务”。 北京等地
上线导盲犬用户打车服务， 司机每单可获10元
奖励。 此前， 滴滴推出了 “无障碍专车”， 并持
续优化APP信息无障碍功能， 盲人群体可以通过
语音读屏顺利打到车。

点评： 提高服务， 人性关怀。 让无障碍出行
服务逐步扩展到听障、 肢体残障等更多群体。 同
时， 希望能有更多的司机师傅在忙碌的工作中，
为更多有出行需求的残障人士提供服务。

导盲犬用户打车将更便利
司机每单可获10元奖励

□赵强

福建泉州一位老人被撞倒在地， 撞人小伙惊
慌逃走， 三位路过的初中女生果断出手……后
来，三位女生就搀扶着阿婆，慢慢步行回到她的家
中。离开前还留下暖心字条给阿婆在外的女儿：阿
婆无大碍后， 请打电话给我们确认， 拜托。

点评： 温暖纯真、 善良正直、 细心耐心……
人间的百般美好， 在女孩们一系列暖心举动里逐
一呈现。 生活真美好！

老人被撞倒在地
三名初中学生果断出手

近日， 一则 “距离老虎不足4米！ 某野生动
物园一女子在猛兽区下车” 的视频引发网友关
注。 在视频中可以看到， 一辆小轿车停靠在路边
的铁丝网附近， 一名女子正在拉开副驾驶一侧的
车门。 看到有人， 一只老虎快速地靠近了防护
网， 和女子的直线距离不足4米， 幸好老虎未做
出其他举动。

点评： 此景不免让人捏了一把冷汗。 这不仅
是对安全意识和规则意识的一种漠视， 更是在拿
自己的生命安全 “当儿戏”。 小长假即将来临，
希望每一位游客， 无论是在动物园里， 还是在其
它景区里， 都要不断增强安全意识和规则意识。

猛兽区游客擅自下车
与老虎距离不足4米

改变用塑习惯
留下美丽生态

5两茶叶包装却重达2斤
被监管部门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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