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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2020 珠峰高程测量登山
队成功登顶”的消息，无疑让所有人都
跟着激动了一回。提到珠峰，一个绕
不开的话题是生态环境保护，这里海
拔高、生态环境脆弱、环境承载能力
低 ，人 类 活 动 会 给 当 地 生 态 带 来 影
响。然而，不仅是珠峰登顶测量任务
意义重大，实际上人类也无法停止探
索世界之巅的脚步，那么，该如何处理
登山过程中产生的垃圾呢？

投放新设备，无害化处
理减轻环境影响

随着 2020 珠峰高程测量登山队全
体队员安全下撤到海拔 5200 米的珠峰
登山大本营，也标志着此次测量任务
圆满结束。

在登顶过程中，珠峰登山大本营
是登山队员休整和活动的重要场所，
如 何 以 更 加 环 保 的 方 式 处 理 各 种 垃
圾，将对珠峰生态环境保护具有积极
贡献。

一大早，一名藏族小伙来到营地
的帐篷中挨个收集登山队员的垃圾。
他动作娴熟，身后背着的垃圾袋很快

就被装满了。驮着收来的满满两个大
袋子，他来到“垃圾站”的帐篷外，拿出
手中的马克笔，标注上“国测垃圾”。

小伙子介绍道，在 5200 米珠峰大
本营设有一个垃圾站，收集来的每一
袋垃圾都会有相应的标识，这是一个
初步分类。西藏自治区登山协会的次
仁多布杰表示，“每隔一天，垃圾站会
进行一次清理，垃圾会被统一运至下
绒布寺的垃圾中转站进行处理。”

今年，珠峰登山大本营的垃圾处
理出现了一些新变化，这里增添了垃
圾处理新设施。次仁多布杰介绍说，
大本营安装的生态厨余机系统将厨余
垃 圾 分 为 可 处 理 类 型 和 不 可 处 理 类
型，剩菜、剩饭及果皮果核、茶叶末和
蛋壳都属于可处理类型，经过处理后
的厨余垃圾可以直接回归土地，不会
对环境造成危害。

据介绍，安装在珠峰大本营的餐
厨垃圾厕所单元和全闭环生活污水处
理单元，能够满足每天 200 多人次餐厨
垃圾和污水的环保处理需求。

如今，珠峰大本营可做到营地污
水零排放、水资源循环使用；生活垃圾
统一分类称重，建立每日台账，交给珠
峰所在的定日县环保部门处理；排泄
物统一收集，使用干粉式除臭剂进行
降解，部分排泄物运往附近村庄供村
民作农家肥使用；从高海拔回收的空
氧气瓶、煤气罐、废旧路绳和帐篷等登

山垃圾，登山管理部门和圣山公司将
在海拔 6500 米的前进营地称重，并按回
收重量给予负责清运的向导、协作人员
现金奖励；空氧气瓶等可重复使用，废
旧路绳、帐篷将运回拉萨。

商业团队的减少换来了
清理垃圾窗口期

近年来，珠峰垃圾清理工作一直
在有序进行。2020 年春季登山垃圾清
理回收仪式，日前在海拔 5200 米的珠
峰登山大本营举行。珠穆朗玛峰、卓
奥友峰、希夏邦马峰 3 座山峰的垃圾
清理初见成效，其中，珠峰已清理登山
垃圾 3786 公斤。

西藏自治区体育局局长尼玛次仁
曾介绍，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西
藏暂缓接待国外登山团队，这也为集
中清理登山垃圾提供了窗口期。

尼泊尔登山协会主席圣比尔·拉
马曾在采访中表示，政府应利用空窗
期来清理珠峰，这同时也会给在这个
登山季失去收入的夏尔巴人提供就业
机会。

“海拔 6500 米以下更多是生活垃
圾，海拔 6500 米以上可能有各种的登
山路绳、旧帐篷、氧气罐等。”尼玛次仁
介绍说，目前，卓奥友峰、希夏邦马峰
登山垃圾清理已完成，珠穆朗玛峰清
理登山垃圾活动将持续至 6月。

据了解，珠峰保护区内有 20 个像
珠峰大本营一样的管理站，平均每个
管理站配备 10名管护队员。这些管护
人员既保护野生动物，同时还是区域
的垃圾管理员。

为加强对珠峰的环境保护，西藏
自治区登山管理部门协商确定了珠峰
登山环境管理区域，发起成立西藏喜
马拉雅高山环保基金会，制定出台《珠
峰登山垃圾管理暂行办法》。当地控
制登山人数，改善登山环保设施，这不
仅保护了高山环境，还增加了群众收
入，服务了地方经济发展。

未来，珠峰保护区将在定日县投
建无害化垃圾处理厂和污水处理厂，
建设空气监测站，对核心区实施全天
候空气质量监测。

登顶珠峰，垃圾处理也值得关注
◆本报见习记者 肖琪

本报讯 河北环境工程学院《师
德公约》日前正式发布。96 个字的

《师德公约》，弘扬了作为环境教育
一线教师为人师者的仁心，传达了
为人师者的担当，坚守了立德树人
的使命。

河北环境工程学院党委书记朱
立杰表示，培养国家需要的生态文
明建设“铁军”，需要建设一支热爱
环保、热爱教育、学高德重的教师队
伍。《河北环境工程学院师德公约》
是对学校优秀师德传统的继承，更
是落实国家对教育、对教师要求的

具体举措。学校全体教师将践行
“公约”精神，坚定理想信念，做政治
坚定的教育者；加强道德修养，做以
德立身的教育者；提升学识能力，做
本领高强的教育者；永葆仁爱之心，
做有家国情怀的教育者。

河北环境工程学院作为一所以
环境教育为办学特色的本科高校，
建校 39 年来，始终坚持为国家生态
环境保护事业和地方经济发展服
务，学校毕业生以“环境保护”为职
责，从事的工作涉及生态环境管理、
科研等多领域。 吕健伟

本报讯 一堂搬进秦岭深山的
小学生思想政治课，近日在秦岭山
脉的陕西黑河国家森林公园开讲。

“孩子们，你们都吃过板栗和核
桃吧，这就是板栗树和核桃树，它们
的家就在秦岭山上。如果我们保护
不好它们，好吃的果实就没了，环境
也就不好了。”守护森林 37 年的护
林员兼客座教师李西峰，为孩子们
讲解大秦岭的神奇。

“黑河森林公园林深似海，植物
种类繁多，光国家一级保护植物就
多达三四十种。”李西峰一边带领孩
子们爬山，一边指着身边的一草一
木给孩子们授课。生动有趣的授课
方式，激发了孩子的好奇心，各种提
问接连而来。

李西峰现场一一作答，师生一
来一回，课堂氛围非常热烈。除了

教孩子们辨认沿途植物，他还介绍
了自己的日常工作，以及保护森林、
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黄河实验小学五年级学生韩博
文有感而发：“一定不能乱砍滥伐树
木，不然森林毁坏了，水土流失了，
河水就变浑浊了，我们就再也喝不
上清澈的黑河水了。我要从自身做
起，以后绝不随意破坏一草一木。”

“一堂搬进秦岭深山的思政课，
竟然让一群城市里的孩子瞬间长
大。这堂课上得太值了。”活动组织
方西安市青少年宫主任毛复平说。
他表示，正值六一儿童节，把小学生
带到秦岭山里，就是为了让少年儿
童能够真正了解秦岭，爱护秦岭，从
小树立起良好的环境意识，积极参
与到生态文明建设中。

何伟

儿童食品品种多样，但日前有记
者调查发现，市面上很多零食存在
健康隐患，如在包装上具有欺骗性，
有的是长相类似知名产品，有的标
明“干吃酸奶”，可里面却没有酸奶
成分，还有的辣条产品，仅“食品添
加剂”一栏，就包含了谷氨酸钠、甜
蜜素、硬脂酰乳酸钠等 15 种食品添
加剂。

就在今年 5 月，中国副食流通
协会、农业农村部食物与营养发展
研究所等单位联合制订的《儿童零
食市场调查白皮书》（下简称《白皮
书》）正式发布。《白皮书》指出，儿童
食品标注不规范、儿童零食营养价
值堪忧、家长对国内儿童食品品牌
信任度低等问题突出，制约了儿童
零食市场的健康发展。

《白皮书》显示，部分儿童食品
为增加口感加入多种添加剂；一些
零食打着“儿童”概念，但成分其实
与普通食品成分无区别。

专家表示，儿童零食的质量会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儿童的营养状
况，且儿童免疫力与身体机能无法
与成人相比，适合儿童营养需求特
点的健康儿童零食将更有利于儿童
身体的健康发育。然而，目前的儿
童零食市场，产品质量良莠不齐，既

有专为儿童研发的所谓高端零食，
也有高钠高脂肪的不健康零食，甚
至是三无产品的“辣条”类零食。在
零食品类方面，多为糖果、饼干、膨
化等大众零食，与成人零食没有明
显的区别，产品定义较为模糊。

目前，我国尚未出台专门针对
儿童零食的标准和规范，市面上部
分儿童食品徒有“儿童”之名却无

“专用”之实，只是用来细分产品的
市场手段。

专家提示，家长和孩子在选购
儿童食品时，一是注意检查商户的
经营资质。二是索要购货凭证，确
保所购食品来源合法性、可溯性。
三是了解甄别普通食品、婴幼儿配
方食品、特医食品的区别，防范店家
虚假宣传等违规经营行为。四是检
查标签标识是否规范，生产日期、保
质期是否清晰等。

天津科技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
学院教授于景华也提醒家长，其实
零食本质上还是要补充营养，比如
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能量等，
如果能有这些作用，孩子适当吃一
些还是有需要的，但如果是纯追求
口感、为了满足味蕾需要，比如风味
过浓、含糖量过高的零食，确实没必
要给儿童吃。

一包一包就含就含 1515种添加剂种添加剂

你的零食健康安全吗你的零食健康安全吗？？
◆本报记者张黎

新鲜速递

河北环境工程学院发布《师德公约》

思政课走进秦岭传递保护理念

in 话题

新鲜速递

浙江省台州市生态环境局黄岩分局近日举办“童心同行——环境监
测站向公众开放”活动，孩子们参观实验室，对环境监测产生浓厚兴趣。

王金熙供图

家有废旧充电宝家有废旧充电宝
如何处置成烦如何处置成烦恼恼

◆本报记者陈妍凌

充电宝——可回收物还是有害垃圾？

眼下，许多线上小程序、APP，都在专注做垃圾
分类的电子指南，为人们提供搜索查询功能。一些
城市的相关职能部门还推出官方版小程序，如北京
市城管委开发了微信小程序“北京市垃圾分类宝
典”，上海市政府办公厅运营的微信公众号“上海发
布”，也设置了子栏目“垃圾分类查询”。

然而，记者查询发现，这些线上指南对充电宝
的归类并不相同。

支付宝的“垃圾分类指南”小程序显示，充电
宝、蓄电池都属于有害垃圾。微信小程序“垃圾分
类管家”则显示，充电宝属于可回收物，蓄电池属于
有害垃圾。此外，还有小程序将充电宝、移动电源
归为其他垃圾/干垃圾。

官方小程序“上海发布”提示，充电宝属于可回
收物，蓄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北京市垃圾分类宝
典”也显示，目前生产的一次性电池已实现低汞和
无汞化，宜作为干垃圾/其他垃圾投放，充电宝、移
动电源属于可回收物，充电电池、蓄电池属于有害
垃圾。

充电宝和蓄电池的所属类别，为什么不同？
据了解，电芯是充电宝的核心部分，也由电池

组成。当下充电宝常用的有普通锂电芯、高级锂聚
合物电芯。

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16），废弃的铅蓄
电池、镉镍电池、氧化汞电池属于危险废物，而废旧
锂电池未列入名录。

镍镉电池、铅酸蓄电池等充电电池中含有重金

属，随意丢弃会严重污染环境，因此要投放到有害
垃圾桶中。而锂电池一般不含有有害成分，其环境
危害性较小，因而不属于危险废物。

旧充电宝当废品卖，怎么这么难？

既然充电宝是可回收物，那么居民可否把它们
卖给回收企业？

采访中，记者发现，并非所有回收企业都愿意
开展这项业务。奥北环保运营副总监李学勇告诉
记者，正规充电宝的电池是锂聚合物，但伪劣产品
就难说了，他们从用户手中收集的充电宝质量良莠
不齐，有的可能是劣质产品。这些劣质充电宝存放
在回收库房，会增加爆炸和火灾风险。因此，奥北
环保不回收充电宝。

李学勇还表示，从充电宝的主要部件来看，其
外壳和部分电子元件可以回收，但回收拆解的利润
很低，不像手机可以提炼贵金属，或者像其他电器
有电机、铜线铝线、大块塑料可以回收。“回收的话，
利润点是个难题吧。”

李学勇的观点，得到了同行的印证。国内某知
名废旧电池及电子废弃物资源循环企业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充电宝有回收利用价值，但是利用价值
不高。”其所在的企业把重点放在电动公交车、乘用
车的废旧电池上，不涉足充电宝相关业务。

“我们两元钱一个收来的旧充电宝，都是免费
给有拆解资质的下游企业做 后 端 处 理 的 。”“ 爱 回
收 ”公 司 品 牌 公 关 负 责 人 田 牧 表 示 ，充 电 宝回收
不在公司主营业务范围内，但用户既然送来了，也
会收下，公司补贴用户两元，还要再负担运输、人力

等成本。好在，这项业务量并不大，“爱回收”每月
大约只能收到几百个旧 充 电 宝 。 田 牧 坦 言 ：“ 这
是一项亏钱做的便民服务，纯粹为了支持环保公
益。”

直接投入可回收箱，可以吗？

如此看来，废旧充电宝不值钱又难卖，那么大
家图省事，直接将它们投入可回收箱，可以吗？

专家表示，不能随意将充电宝丢进垃圾桶。
生活中，我们常常听到因充电宝引发的火灾等

事故报道。究其原因，很可能是充电宝短路造成
的。充电宝进水会短路，钥匙等金属触碰到了接口
也可能引起短路，夏日高温、电芯老化鼓起还可能
导致其爆燃。

同理，废旧充电宝的运输、贮存就需要符合一
系列要求。《废电池污染防治技术政策》规定，废锂
离子电池运输前应采取预放电、独立包装等措施，
防止因撞击或短路发生爆炸等引起的相关风险。
废锂离子电池贮存前应进行安全性检测，避光贮
存，应控制贮存场所的环境温度，避免因高温自燃
等引起的相关风险。

也就是说，人们在处理旧充电宝前，最好将其
电量放尽，用绝缘胶封住充电宝的接口，有条件的
还可以将其内部的电线剪断，包起来标注好。

专家还提醒，虽然废锂离子电池不属于危险废
物，但如果和其他危废混合，那么它的运输、贮存、
处置要参照危废要求进行。因此，建议居民不要将
充电宝与家中的其他铅蓄电池、镉镍电池、氧化汞
电池等混装投放。

6·18 购物节即将来临，不少消费者又
开启了“买买买”模式。

90 后白领白洁早早选好了一款轻薄便
携的大容量充电宝，可白洁的妈妈却在发
愁，家里的三四个旧充电宝怎么处理？用
它，电池容量已经下降；留着，怕有旧电池
自燃、爆炸风险；扔了，应该投进哪个分类
垃圾桶，能回收卖点钱吗？

近年来，充电宝以其优惠的价格、便利
的功能，成为销量大、普及度高且淘汰换新
速度较快的电子产品之一。仅小米移动电
源系列产品，去年初就实现累计销量突破 1
亿支，许多家庭都不止拥有 1个充电宝。

那么，在倡导垃圾分类的当下，这些老
旧充电宝应被归为哪一类垃圾，又该去往
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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