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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点赞最多的留言者
你们得奖啦！

根据在蓉城政事微信公众号上
的留言，昨日收获点赞数最多的是
网友“邬学文、工作哥”“秀哥”“Da-
vid”。而 在 邮 箱 参 赛 的 环 节 中 ，
mclee和金哥也用白鹭湾湿地和青
龙湖的文图获得了当日的优秀奖。
他们5人将每人得到价值200元的
大礼包一份，包括留园价值 100 元
的代金券、新希望酸奶、随身小火锅
等，另外还有成都市绿委办提供的
特别礼物哦。奖品将在评选活动结
束后统一进行发放。

推介你心中的“跑步胜地”
奖品天天有！

推荐方式：关注“蓉城政事”微信
公众号，点击菜单栏中“跑步胜地”栏
目，点击进入当日文章，在留言中留
下你的推荐语，即可参与活动。

为更好展现你心目中的跑步胜
地，请在留言中尽量写明推荐理由，包
括场地地址、长度、路况、风景等。每日
20时，我们将从留言中选取获“赞”数
最多的前三名，奉送精美奖品。获奖者
名单将在第二天的成都商报和当天

“蓉城政事”的专题文章中公布。如果
你将推荐文字加图片或视频发给我
们，我们还会单独为图片和视频评奖。
请将推荐文字加图片或视频发至：
cdpbsd@163.com.我们会每天评出2
个最佳，同样会有精美奖品奉送。

成都商报记者 钟茜妮 尹沁彤
实习生 高彦雄

首引“垃圾分类”
“希望能把这股风刮到成都来”

“在这9年时间里，作为亲历者，我们看到了
居民环保意识的巨大改变。“从2008年底成立至
今，绿色地球的环保活动覆盖了成都的840个小
区。在策划部工作人员代萍看来，近60万的成都
市参与者对于垃圾分类的意识正在发生改变。

“大家一开始是根本没有处理垃圾的意
识，后来认为垃圾入桶就算是环保，再到后
面大家都在接受和习惯垃圾分类，还会主动
影响其他人，这是一个长期改变的过程。”
代萍告诉记者，随着绿色地球渗透各个社
区，居民的垃圾分类意识正在提升，分类工
作正推展得越来越顺利，现在还有家长带着
小孩，特意到回收点分类投放垃圾。

绿色地球是一家专业从事城市生活垃圾
回收及资源化的企业，创始人是两个辞掉百万
年薪工作的海归，还有一个微软中国的产品经
理。这群年轻人在国外目睹垃圾分类已成为居
民的一种日常生活习惯，“希望能把这股风刮
到成都来”。

带着孩子参与
潜移默化改变下一代

整个项目到现在已历经9年。一开始，社区

的推广工作也屡屡受挫，这与当时市民的环保
意识和对垃圾分类的接受程度有所关联。代萍
表示，一开始在进社区推广垃圾分类的工作中，
居民的不信任让他们与工作人员多次发生冲
突，也曾遭到一些物业公司的阻拦。

“曾经还有人说我们是‘骗子’，由于居民的
环保理念有待提高，在挨家挨户的推广中，工作
人员也吃了不少闭门羹，当时大家一度失去信
心。”尽管如此，绿色地球仍坚持每周在社区组
织活动，并考虑居民的环保意识程度，在一开始
将垃圾类别只分为“可回收”和“不可回收”，然
后在接下来的推广中再逐渐根据不同类别进行
细分。

代萍告诉记者，自己也是在一场社区活动
中认识了绿色地球，并在工作人员的介绍中，发
现自己其实对于垃圾分类的理解并不多。“作为
大学生，我在这方面的知识也非常匮乏，那么是
不是有更多的人都需要去了解并去改变呢？”

怀着这样的思考，代萍加入了绿色地球，
并影响了周围的亲朋好友。她骄傲地告诉记
者，在自己的影响下，有同学加入并在半年就
获得了 2000 积分，这相当于通过绿色地球，分
类回收了200千克的纸制品。

现在，一些居民的垃圾分类意识已经开
始由被动转变为主动。每周，还有不少人开车
前往绿色地球的公司总部，带着孩子一起，将
已经分类的垃圾交给工作人员。在他们看来，

身体力行的环保行动，不仅为社会的环境带
来好处，还会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下一代。

一种习惯和责任
改变应该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

什么是环保？作为环保工作的从业者，在代
萍看来，环保不仅仅是把手头的垃圾分类后处
理，更是一种习惯和责任。例如要丢掉一个瓶
子，“扔到合适的垃圾桶是习惯，还要让旁边的
人也这样做，就是一种责任”。

绿色地球在成都的推广活动已经覆盖了
840个小区，但这并不是拥有垃圾分类意识的总
量。代萍说，每天都有人打电话来绿色地球，希
望能够在成都增设回收覆盖点。在微信公众号
的留言中，也有来自山西、云南等省市的环保人
士表达着对环保工作的支持和期待。

代萍透露，目前在环保参与者中，执行力最
强的是老年人，因为到投递站进行垃圾回收的，
大多是年龄较大的参与者；意识转变最快的是
年轻人，因为进行二维码操作大多是这些能够
熟练使用手机的人。接下来，他们还将扩大宣传
范围，计划把宣讲活动推广到学校。

“我们相信，环保没有年龄限制，环保的习
惯和意识要从小转变。“代萍说。

成都商报记者 李彦琴 实习记者 邹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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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开一天车 少抽一支烟 少用一双筷 少用一个袋

微软产品经理当“破烂王”

840个小区之变
“四少”行动

如果每一座城市都应该匹配一种颜色，那
么你希望自己的城市是哪种颜色？毫无疑问，绿
色是大多数人心之所向。

“每个人既是PM2.5的受害者，又是PM2.5
的‘贡献者’。”成都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现在人人关心空气污染，可每个人都在不经意
间制造着空气污染。就拿空气污染的主要“杀
手”机动车尾气来说，目前成都汽车保有量已
经超过 400 万辆，从成都市大气颗粒物来源解

析结果来看，机动车排放的氮氧化物占到中心
城区氮氧化物（NOx）排放总量的 70%以上，机
动 车 对 细 颗 粒 物（PM2.5）和 可 吸 入 颗 粒 物
（PM10）的综合贡献分别达到 27.9%和 24.7%，
是其主要来源。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机动车发
动机转速达到 2500 转的瞬间，汽车排放出
PM2.5的数值可以达到1095微克/立方米，而不
起眼的香烟，烟雾颗粒的直径大多在0.1至1微
米，在密闭车厢内吸一支烟，PM2.5浓度瞬间会

提高25倍，达到680微克/立方米。
如何以实际行动减少生活中的排放？世界自

然基金会研究的数据显示，每节约1度电，就可以
减排1千克二氧化碳；少用10双一次性筷子，减排
0.2千克；少开一天车，减排8.17千克；用手洗代替
一次洗衣机洗衣，减排0.3千克。今日起，成都商报
将发起“少开一天车、少抽一支烟、少用一双筷、少
用一个袋”行动，面向所有生活在成都、热爱成都
的人们发起征集绿色生活智慧和故事，让我们积

极行动起来，共同推动生活方式绿色化，使污染排
放减下来、环境质量好上去，携手打造天蓝、地绿、
水净、山青的美好家园。

你生活中有什么绿色“金点子”？遇到过什
么让你动心的环保故事？欢迎和成都商报读者
们分享！

通过拨打成都商报热线86612222，或者私信
成都商报官方微博、或是在成都商报微信公众号
留言，一起为城市的环保出点子。

其实，在生活中总有看似普
通的小事，却蕴含着绿色的意
义。要想蓝天多一点，开车出行
少一点；要想绿地多一点，垃圾
制造少一点；要想河水清一点，
污水排放少一点；要想环境美一
点，人人携手做一点。在你身边，
有没有这样的环保故事，你是否
愿意将这些正能量分享出来？

成都商报今起发起“四少”行动 征集生活当中的绿色智慧和故事

“东边黄忠公园、西边金沙遗址，每天跑的这段
金博路就像是一条穿越之路，在蜀文化几千年的变
迁中来来回回。”家住金沙片区的罗西西不是一名
标准的“跑友”，没有参加过跑团，没有专业的运动
装备，更没有规律的心率训练。她的跑步经验，只是
每天晚上去小区附近跑几圈，锻炼身体。但“成都十
佳跑步胜地”评选活动启动后，她用一封邮件推荐
了日常跑步的金博路，“不要去大公园打挤了，这种
有树有水，有浓厚的文化气息，特别适合夜跑。”

起点，从金沙遗址博物馆开始。罗西西说，园
区的建筑不像电梯公寓一样黑压压一片，常常可
以越过建筑，放眼看到广阔的夜空，有时月亮映在
茅草屋顶上，仿佛回到了金沙文明时期。过了燕莎

庭院后，有一段绿道人车分离，弯弯曲曲依河而
修，如果是傍晚来跑步，能看见带狗在摸底河游泳
的市民，两只大狗在水里扑腾起水花。跑累了时，
她会停下来在河边吹吹风，然后再继续前进。过了
河便是黄忠公园，跳坝坝舞的、打太极的、听收音
机的，跑步的，互不干扰又热热闹闹地聚在一起。
公园是个起伏的小山丘，穿插着绿道，在大路上跑
厌了也能去小路上换换景致。

最让罗西西感到安心的是，即使深夜出门跑步，
金博路上也很安全。罗西西说，她注意到一路上路灯
明亮，还有一间派出所和两间值班亭，一直都有身穿
制服的人员在值守。“那条路树多，草又长得密，但每
次看到一个举着手电筒在巡逻的人影，都会放下心。”

李翔磊今年25岁，一个地地道道的成都小伙，
跑友们都叫他“石头”。“石头”已经有三年半的跑
龄，2015年6月，他参加在乐山举办的“黑竹沟全国
户外挑战赛”时，夺得了冠军。

除了自己日常的训练，李翔磊作为成都“跑步
公园”的核心成员，日常工作也包括了调查成都范
围内适合举办长跑比赛的场所。因此，在这个全国
山地户外障碍挑战赛冠军的脑袋里，装着很多成都
的跑步线路。青龙湖、府南河，这些大多数市民眼里
的跑步胜地，并不是李翔磊心里单一适合跑步的地

方。“只要脚下有路，哪里都可以跑。”
“绕城跑的最佳选择是三环路，这里新建绿道环境

非常好，跑道都比较长，红绿灯少，很适合周末长跑。”李
翔磊介绍，但他个人最喜爱的跑路场所是城北凤凰山
公园，“单圈2-5公里，路线虽然复杂但是起伏极大，几
乎没有平路，对于心率训练十分有帮助，是冲坡训练的
完美选择。但位置相对较偏不太适合夜跑。”

李翔磊说，因为跑步，他对这座城市的理解得
以更加深入。“成都生活节奏较慢，是一座需要细细
体会的城市。”

大川（化名）评选推荐时发来了一张手机运动
软件的截图，记录着他昨天的晨跑：线路是很多条
曲折的环线重叠在一起，全程距离10.05公里，总计
时间1小时9分钟，时速8.65公里。“这里就是多宝
寺公园，我心里的跑步胜地。”

最近这段时间，大川每周要在这个公园里跑3、
4次，每次跑10圈，刚好10公里。他正在为9月底的
成马做准备，而多宝寺，是最能让他安心晨练的地
方。“就在我住的小区背后，公园里没有机动车，更
重要的是没有台阶。”

对于场地的条件如此苛刻，是因为大川是一名
视障人士，0.03的视力只能让他勉强看清1米内的
东西。他说，13年前的那场变故和随后而来的模糊
世界，让他一度以为就此将和社会脱节。后来，跑步
给他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前年底，我和同事被邀

请参加都江堰双遗马拉松5公里赛程，为了跟上‘全
民健身热’，和社会接轨，我开始跑步。”在健视朋友
的陪伴下，大川的脚步响彻过东湖公园、滨江东路、
川大操场。

但大川想独自锻炼的时候，车流不断的滨江
路、路途遥远的锦城湖这些热门跑地，都因为视
力原因被排除掉了。最后，他在小区的背后找到
了自己锻炼的“私藏宝地”，多宝寺公园。除了距
离近、没有机动车和台阶，公园的环境也让大川
感到满意，“草坪全覆盖，植被丰富，早晨空气非
常清新，人也不多，跑起来非常舒服，不用担心摔
倒和撞到人。”现在的大川，已经是跑过 2 个半马
的跑者，对一个月后的成马半马赛程充满信心，
他告诉记者，他的马拉松奖牌上刻着一句盲文，

“别忘了我们生而平等。”

兴隆湖、青龙湖、锦城湖……首日的成都十大跑
步胜地评选中，成都新修建、上规模的市政公园屡屡
被跑友选中，从不同的留言中、以不同的理由反复
“上榜”。不过，昨日的评选活动中，它们不再是主角，
取而代之的是一些“私家线路”。一些跑友不再集中
追捧知名度高、设施完善的大公园，而是推荐自己常
跑的一条小绿道，甚至一段野山路。属于他们的跑步
经验，剥离了社交网络营造的时尚生活方式，回归到
了个人的日常，一段路，一座城，一个人在奔跑中与
城市和自然的相遇。
“花”会落到谁家？等着你今天来推荐“成都十大跑

步胜地”啊！

●地点
金博路
（连接金沙
遗 址 和 黄
忠公园）
●跑友
罗西西

“穿越”之路 在蜀文化几千年变迁中来回

“起伏”之路 一个全国户外跑冠军的线路
●地点
城北凤凰
山公园
●跑友
李翔磊

“安全”之路 一名视障跑者的人生马拉松

●地点
多宝寺公园
●跑友
大川

跑友
故事

今年的“8·14”绿色
情人节，不少朋友圈出现了

一种神秘的礼物——用回收的牛
奶盒做成的笔记本，上面还绘有好玩

的环保插画。
记者了解到，礼物的创意来自一批热

爱环保的年轻人，有辞掉百万年薪工作
的海归，还有来自微软中国的产品经理。
他们从2008年开始，每周在成都的数
百个小区内进行环保宣传，在他们
的带动下，现在有60万成都人正

式参与到垃圾分类这一环
保行动中来。

请 你 推 荐 跑步胜地
一大波“私家线路”来袭

景美，人少，速来

青龙湖美景吸引众多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