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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旧衣物是随手扔掉，还是洗净后投到回收箱？这看似微小的区别，却对环
境影响巨大。据有关研究机构测算，每回收利用1千克废旧纺织品，可降低3.6千
克二氧化碳排放量，节约6000升水，减少使用0.3千克化肥和0.2千克农药。废旧
纺织品循环利用，既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又有利于节约土地资源，减少二
氧化碳排放，保护生态环境。

为做好废旧纺织品循环利用，国家发改委等3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推
进废旧纺织品循环利用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25年，废旧纺织品循环利用体系
初步建立，废旧纺织品循环利用率达到25%。

那么，如何从生产、回收、综合利用等环节推动废旧纺织品“转”起来，化旧物为
资源？“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信心、决心和巨大努力。”从事旧物回收行业的李军表
示：一是要明确谁来收、如何收等相应主体和标准；二是商业模式有针对性，例如有
的国家针对服装生产企业每件衣服收取押金，补贴给回收分拣企业；三是回收利用
方式可持续，建议对产业发展进行管理和扶持，更好鼓励创新，例如国外一些企业将
废旧纺织品分为二手服装售卖和综合利用两部分，用前者补贴后者，整体实现盈利。

旧衣回收是民生好事，要健康持续推进下去，仍需完善政策，鼓励创新，规范
管理。调查中，很多市民提出建议，希望有关部门能帮助建立专门的回收机构或
是废旧衣物买卖二手市场，对回收旧衣流向建立“明白账”，做到有据可查，消除
群众疑虑，从而让低碳生活、科学环保观念在全社会推广。

他山石 借鉴创新促环保

进入伏天后，为了凉快点，市民都会选择
短衣短袖清凉度夏，那么有着厚厚“毛皮外套”
的动物该怎么办呢？26日，记者走进长春市动
植物公园，看看动物的避暑“凉”方：河马住空
调房、黑熊洗冰块浴、大象吃西瓜、猩猩吃水果
刨冰……好不快哉。

在熊园，为了帮助黑熊降温，饲养员准备了
消暑套餐：冰块、新鲜苹果，让它们在欢乐泡澡的
同时也能享受冰镇苹果。作为动植物公园的“明
星”，黑猩猩早就住上了空调房，还享用着饲养员
为它们准备的水果刨冰。“只要气温超过25℃，
就让它们住进空调房里。”饲养员说。

黑熊泡上了“冰块澡”，体型庞大的大象又
是如何消暑的呢？在大象馆，饲养员为大象准
备了水果大餐：两个大西瓜和新鲜草饲料。别
看大象平时看起来“笨重”，但是在“吃西瓜”这
方面，一点也不笨，只见它甩起长长的鼻子，将
西瓜“掰”成几块，然后顺势用长鼻子一勾一
吸，就能轻松把西瓜送到嘴巴里，即便有掉落
下来的西瓜瓤，它也丝毫不浪费，统统送进嘴
巴里，憨态可掬的模样，引来不少市民围观，大
家为聪明的大象叫好。当然，除了这些怕热的
动物需要“花式”降温之外，长颈鹿、梅花鹿、猴
子等动物，公园也早早在馆舍内准备了喷淋设

施，时不时给动物们来一场“清凉浴”。鸟禽馆
里设置了喷淋设施，鸟儿们看到“细雨”飘落，
兴奋地拍动着翅膀，欢快地在馆内“闲庭信
步”，十分快活。

据透露，除了这些花式“物理降温”方式之
外，饲养员们也会对动物每日的“伙食菜单”相
应地做一些调整，兽医有时候还会开一些防暑
药给动物们服用。

河马住空调房河马住空调房、、大象吃西瓜大象吃西瓜、、猩猩吃水果刨冰……猩猩吃水果刨冰……

动物避暑有动物避暑有““凉凉””方方
本报记者 袁 迪

“感谢你们，救了我的命！”近日，吉林大学第二医
院心血管外科病房内，即将出院的小孟激动地对吉林
大学第二医院党委书记、心血管外科教授柳克祥说着
感激的话，并把锦旗送到医护人员手中。

25岁的小孟是外省人，在我市一家高尔夫球场当球
童，休息的时候喜欢跟朋友在一起玩手机游戏。6月27
日，小孟又一次熬夜玩游戏到凌晨，正玩得起劲时，突然
感到前胸后背剧烈疼痛，浑身冒汗。忍着剧痛小孟拨打
120并求助身边同事。就在小孟被送到吉大二院的途中，
心血管外科教授柳克祥判断小孟极有可能是急性主动
脉夹层。面对急性主动脉夹层发病早期死亡率非常高、48
小时内死亡率达50%的情况，柳克祥立即启动院内绿色
通道，同时通知相关科室做好手术治疗准备。小孟到达吉
大二院急诊大厅时，心血管外科医生团队早已在此等候。
经过动脉血管CT造影检查，发现小孟主动脉根部动脉
瘤的最大直径已经达到68毫米，同时验证了医生的最初
判断，小孟确诊是急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伴随夹
层破裂导致大量心包积液，小孟的病情十分危重。

医生线上联系在外地的小孟家人，确认手术签字时，
小孟的家人因为手术风险而迟疑不决。“主动脉夹层太凶
险了。”柳克祥告诉记者，情况紧急到已经不允许医生再
花费时间说服他的家属。于是柳克祥和团队立即上报医
院医务部取得支持后，在没有家属签字的情况下立即手
术。当天14时20分，小孟被送入手术室。15时30分，麻醉
完毕手术开始。手术刚刚开始39分钟，小孟的主动脉夹
层突然破裂，血压迅速下降……柳克祥为小孟实施了柳
氏主动脉根部成型术、升主动脉置换术、柳氏主动脉弓部
置换术和降主动脉支架象鼻术。经过10个小时的手术，
小孟被医生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术后5个小时，小孟完
全清醒，脱离生命危险。“如果不是在手术台上，主动脉夹
层破裂根本就没有抢救的机会。”说到手术时惊险的一
幕，柳克祥仍心有余悸。

据介绍，尽管医生做了充分准备，但手术中还是会
有各种突发因素，特别是小孟突发的急性Stanford A
型主动脉夹层手术，国际上公认死亡率达到 10%~
30%。再加上小孟家属不在身边，没有家属签字，一旦
手术失败，医生可能面临意想不到的情况，但为了挽救
25岁的年轻生命，所有的风险都被医生扛下。

为了挽救25岁的年轻生命——

救人要紧 医生扛下风险
本报记者 于 慧

“妈，今天会来很多弟弟和妹妹吗？”“是啊，今
天他们要来花店学插花，你要帮忙照顾弟弟妹妹
们。”近日一大早，绍威和妈妈便来到位于硅谷大街
5826号一层的“小爱花房”，为即将开始的花艺课做
准备。这节花艺课的主讲人是来自喜爱加心智障碍者
关爱中心（以下简称“喜爱加”）花艺项目组的负责
人黄杰，学生则来自吉大力旺实验小学一年十三班的
学生及“喜爱加”的3个大男孩。

在一首《春晓》的背诵声中，花艺课正式开始。
经过黄杰的一番细致讲解，孩子们首先对手中的花材
有了一定认识，在讲到主花定位时，大家已经迫不及
待地动手操作起来。有的线条夸张大胆，有的严谨认
真……孩子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设计感，完全
沉浸到自己的插花作品创作中。

相较于弟弟妹妹们的“新鲜感”，绍威、童童和
庭恺（均为化名）3个“喜爱加”大男孩则显得沉着
很多，他们每周都会来到“小爱花房”做手工，这里
是“喜爱加”的社会实践基地，3个大男孩对于修枝
等简单工作已熟练掌握。这次，他们能够与一群弟弟
妹妹坐在一起动手完成自己的插花作品，感到特别高
兴。活动结束后，3个大男孩和弟弟妹妹们一起拿着
插花作品合影，并相互赠送了礼物。

“以往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多是大学生及市民志
愿者，这次面对年龄较小的弟弟妹妹时，3个大男孩
突然‘长大’了，会主动为大家发放花材。”绍威妈
妈激动地说，心智障碍者的每一步成长都来之不易，
来自社会的关注和理解是他们与社会不断努力融合的
动力。

一堂特殊的花艺课
本报记者 孙 丹

2022 年 3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
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发布

《关于加快推进废旧纺织品循环利用
的实施意见》，提出以提高废旧纺织
品循环利用率为目标，着力打通回
收、交易流通、精细分拣、综合利用
等关键环节堵点、痛点，强化全链条
管理，完善标准体系，加强行业监
管，推动形成政府引导、市场化运
作、全社会广泛参与的废旧纺织品循
环利用体系。

新 闻 背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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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采访中发现，在长春，对于旧衣物的处理很
多人倾向于捐赠，即便是回收也多以公益为主。

“爱心衣柜”让旧衣“流动起来”
近日，在长春公交集团南通公司13路车人民广场

站点，市民王女士将手中拎着的大包裹打开，把里面虽
然旧但非常干净的衣服投进了13路公交车队的“爱心
衣柜”。13路车队队长孟庆本介绍，从2017年开始，车队
设立了“爱心衣柜”，目的是让市民闲置的旧衣服流动起
来，传递爱心，让更多人受益。“爱心衣柜”位于13路公交
车人民广场站调度室，所有热心市民均可把自家闲置的
衣物捐赠到那里。“爱心衣柜”没有锁，有需要的市民可
以“自取”。“冬天的时候，周边的环卫工人冷了，也会到

‘爱心衣柜’里取衣服，也有人会拿给家人穿！”孟庆本
说，到目前已经有超过1万件衣物被需要者领取。

“衣旧情真”传递温暖
位于二道区吉林大路与临河街交会处附近，有

一处3层高的旧衣回收站，1楼为接待大厅，2楼和3
楼为存衣库房。这是长春百川志愿者协会的旧衣存
放点。“因为原来的房主要收回房屋，现在这里暂停
运行了，只是当仓库，已经有人提供了新的房屋，预
计8月份组织人手将现有的衣物和设备搬到新的地
方。”长春百川志愿者协会会长兰福利说，“从2015
年开始，我们启动了‘衣旧情真’项目，将市民捐赠的
闲置衣物清洗消毒后，免费送给有需要的家庭，到目
前，协会已经送出旧衣服超过5万件。”

据介绍，“衣旧情真”项目由百川志愿者协会和
爱心企业等共同发起，正常运转时每周六接受捐赠，
来自百川志愿者协会、老张志愿团及各高校志愿者
协会的志愿者过来帮忙，大家主要对旧衣物分类分
拣，成色较新、品质较好的经过清洗、消毒、打包后进
行无偿捐赠，当地人可以自取，外地人只需一个电
话，志愿者就会把衣物给他们打包寄过去，不能穿的
旧衣物无偿送给拖布厂。

网上转让给旧衣找个新家
羽绒服、短袖……记者在净月高新区凯旋公馆

小区汤女士家中的储物间看到，里面堆积了不少闲
置衣物。“上周末，在家整理衣服，没想到清出来这么
多穿不了的，准备将它们放到闲鱼App上卖了，还可
以给家里腾点地方。”汤女士说，在网上转让闲置物
品，价格肯定要比商场、超市低，一般“白菜价”出售，
就很容易卖出去，“你看，我这件原价900多元的羽
绒服，300 元卖给了湖南岳阳的一位女士，还要包
邮。其实这种方式并不是为了赚钱，就是有一种成就
感，同时，将闲置物品转让给有需要的人，让旧物发
挥新作用，也是倡导节约环保的理念。”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除了一些比较大的闲置
物品交易网站，生活中还有许多民间自发建立的二
手物品置换群，“绿园区二手物品交易群”就是活跃
在绿园区青年路一带的二手物品交易群，500人的
群早已满额，群主已经开设了新群。

再利用 旧衣也能成宝贝

有关人士介绍，由于受人们生活习惯、
思想观念影响，加之回收体系、分拣方式、
技术和标准等尚不健全，目前再生纤维原料
以 PET 瓶片和工业纺织品废料为主，来自城
乡居民的旧衣织物数量较少，废旧纺织品循
环利用属于刚起步阶段。旧衣回收为何如此
之难？

首先是成本。几年前长春许多小区设置了
“旧衣回收箱”，大多是一些公益组织设立的，但红
火没多长时间，“旧衣回收箱”逐渐淡出大众视野。
记者联系到了当年曾采访过的某志愿者协会负
责人，对方表示，当初曾在全市设立了200余个

“旧衣回收箱”，初衷是将这些旧衣物进行回收清
洗再利用，但是随着旧衣数量的增加，运输和人力
明显不足，导致许多旧衣箱内衣满为患，加上收到
的旧衣服质量不一，有些衣服根本不能再次使用，
这就造成了堆积。“作为公益组织，我们的人员和
经费有限，缺少企业的支持很难开展这项服务。”

后期协会也曾联系回收企业，本想将这些无法使
用的旧衣服处理掉，产生收益后继续投入到回收
中，但是对方给的价格太低，运输的成本也高，所
以旧衣回收项目已暂停。

其次是观念。记者调查发现，很多人倾向于
旧衣捐赠，较难接受商业用途，相较于回收环节，
接受再生纤维产品的人则更少。问及废旧衣物咋
处理？几名受访居民有人表示“捐给有需要的人”，
有人则表示“直接放到垃圾桶旁边有人需要就拿
走”。不过在被问及“是否会考虑购买旧衣服”时，
多数受访居民表示“一般不考虑”，反倒是一些年
轻人表示经常通过网络平台买卖二手衣物。

最关键的还是商业模式。“各个环节都需要商
业力量的投入。与捐赠相比，旧衣回收依赖更加完备
的体系。”一位旧物回收从业人员说，目前，旧衣回收
产业链条长、环节成本高、企业难以获利、市场很
难打开，“特别是后端经营环节不到位，导致有入
口没出口，产业循环不起来，旧衣回收路漫漫。”

渠道少 回收难题亟待解

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很
多人家里都有不少旧衣服。“压箱
底太占地方，直接丢掉又觉得有
些可惜。”每到换季时，旧衣服怎
么处理成了不少市民共同面临的
难题。如何给旧衣服找一个“家”，
让它继续发挥作用，让人们变浪
费为消费？对此，记者进行了调查
采访。

工作人员为工作人员为1313路公交车队设立的路公交车队设立的““爱心衣柜爱心衣柜””整理衣物整理衣物。。袁迪袁迪 摄摄

吉大力旺实验小学一年十三班的学生来到“小爱
花房”学插花。 孙丹 摄

黑猩猩吃上水果刨冰。 袁迪 摄
“熊宝贝”开启泡澡模式。 袁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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