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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置新衣，越来越多人偏爱环境友好型面料；选购

食品，“有机”身份备受顾客青睐；居家生活，节能环保

家电渐成首选；买车代步，新能源与共享出行早已是高

频词汇……如今，适度节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现

代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正在走进人们衣食住行的方方

面面。

绿色驱动 买得放心

又到周末，家住江西南昌红谷滩区的江玉芬又来

到附近的山姆超市选购食品，一款注明可追溯源头的

有机亚麻籽油吸引了她的注意，在认真检查有机标识

和扫描二维码了解产品生产地信息后，她一口气买了 5

瓶。“不只是食用油，果蔬、鸡蛋、大米……只要是吃的，

我都认准‘有机’，毕竟家里有老人还有孩子，买东西的

时候除了看生产日期，还要保证品质，这样才能吃得放

心。”江玉芬说。

近年来，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一场消费认

知变革，让越来越多人展现出重视健康安全生活的消

费诉求，各种打上“绿色”“有机”标签的食品如雨后春

笋般冒了出来，虽然价格比普通商品高一些，但依然受

到消费者的青睐。

来自盒马鲜生的数据显示，其围绕安心买菜、减脂

瘦身两个核心场景，针对性推出的包含“0 催熟、0 抗生

素、0人工激素、0化学农药”四大特点的“零”系列产品，

2021 年 4 月销售额同比 2019 年增长 219%。“有 68.2%的

消费者选择有机食品的原因就是觉得健康，其次是安

全、环保，目前有机食品市场的快速增长，正是消费者

愿意为健康需求买单的结果。”北京盒马蔬菜采购负责

人于渤说。

线上线下联动，也正为绿色消费市场注入新的活

力。今年以来，各地积极发掘绿色优质农产品，主动对

接电商平台的声势日渐浩大。于渤告诉记者，截至目

前，盒马已在全国开辟 45家有机菜基地，大力发展基地

直采和订单农业，聚焦重点品类实现规模化种植，也解

决了农户们的销路之忧，全年 100多款瓜果蔬菜轮番上

阵，让消费者一年四季都能买到价格实惠的有机产品。

在日益火爆的饮品市场，消费升级的最大驱动力

来自于人们对品质生活和健康安全的追求，这种趋势

给饮品行业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和增长动力，同时也

为产品创新指明了方向。

从喜茶一款主打零糖、零脂的气泡水在薇娅直播

间上架首日就创下 30 万瓶的销量战绩，到如今主打天

然原料配方的各式手打柠檬茶红遍夏日街头……业内

人士表示，茶饮健康化的同时也预示着市场未来将以

“绿色”之名朝着高端路线发展，包括原料、服务、经营

等方面都将得到全面提升，新式茶饮行业将开启全新

蜕变。

优质供给 标准先行

蓝白色背景，中间依次用绿、黄、红彩色长条标注

能效等级——相信很多消费者对于这张贴在家用电器

上的“中国能效标识”既熟悉又陌生。通过这张标签，

消费者可以选择高效节能的家用电器，也可以倒逼生

产厂家提高节能意识，研制节能环保产品。

我国是家用电器生产、消费和出口大国。“过去在

家电市场，绿色还仅仅是一个概念，没有统一的标准与

规范，因此市场上的绿色家电存在鱼龙混杂、良莠不齐

的现象，而且绝大多数产品仅仅是因为具有某种功能

就被冠以‘绿色’之名，有以偏概全之嫌。”中国质量认

证中心华南实验室副总经理王长宝说。

近年来，随着相关法律法规的进一步完善，以及监

管部门进一步加强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和能效标识专项

监督检查等，代表着节能环保、低碳、无污染、可回收利

用并智能化的绿色家电渐成更新换代的重点和方向。

王长宝认为，应把“绿色”作为未来家电企业发展的风

向标，从研发到制造，从产品到服务，打通整个绿色低

碳家电产业链，以严格的绿色低碳标准、全系列的绿色

低碳产品、满意的绿色低碳服务，积极响应绿色低碳家

电升级的号召。

绿色消费发展呈现良好态势，市场呼唤更加理性

的监管体系和消费方式。“很多消费者在购物时并不知

道什么是绿色产品。市场上缺乏以标准体系为基础建

立起统一的绿色产品和服务评价机制。各类绿色产品

销售的市场准入制度是什么？政府要参与管制、规范

绿色消费市场，重视绿色产品和服务标准的研究制定，

加强绿色产品与服务的信息披露，持续健全标识认证

体系。”同济大学循环经济研究所所长杜欢政说。

杜欢政认为，绿色消费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于市场

的供需关系。增加优质绿色产品供给，同时积极引导

居民践行绿色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从主管部门到包

装物生产厂家，从快递企业到网络商家再到普通消费

者，从生产、销售、使用到回收再制造和监管，每个环节

都缺一不可，绿色消费市场的形成需要共同协作、形成

闭环效应，才能让绿色点亮生活新风尚。

举手小事 也能怡情

从认清绿色产品标识到崇尚绿色消费理念再到践

行绿色生活方式，仅靠“买买买”就能完成吗？生态环

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发布的《公民生态环境

行为调查报告（2020 年）》指出，93.3%的受访者表示践

行绿色消费对保护生态环境很重要，但只有 57.6%的受

访者认为自己在绿色消费方面做得比较好。

一方面，企业“漂绿”、含糊其辞等事件频繁出现在

大众视野，消费者对绿色市场的信任也在一点点被蚕

食，很可能对可持续发展活动望而却步；另一方面，消

费者感知效力低、动力不足，也会存在“言行不一”，对

环保的关注程度和对可持续产品的消费意愿尚难以完

全转化为行动力。

倡导绿色消费，可以从为存量“减负”着手。家住

北京市朝阳区双井街道的“90 后”姑娘李莹，最近热衷

向朋友们推荐一款微信小程序——多抓鱼。卖旧书

时，在标价环节只要扫一扫就能知道书籍的相应估价，

且所有闲置书统一转手给平台，避免了细碎的分笔交

易；卖旧衣物时，多抓鱼与顺丰合作，省去了自己叫快

递的环节，并且在包装上用自行研发的可降解材料尽

可能做到环保。“只需要手机扫一扫和开门投递两个简

单的步骤，就能为可持续发展出一份力，太有成就感

了！”李莹说。

越来越多的商家正尽可能简化消费者参与的步

骤、丰富消费者的体验感，让绿色消费成为“举手小

事”。二手 3C 回收平台爱回收可上门将新手机送出并

同时回收旧手机。在此期间，还协助用户完成新旧手

机数据转移，为回收的旧手机进行信息深度清除，有效

避免泄露用户隐私。

咖啡品牌三顿半的“返航计划”，主打长期空罐回

收。平时喝完的空罐不要扔，可以带着它到分布在城

市各个角落的“返航点”兑换新款咖啡或限定主题周

边，包括盲盒、手机壳、卡包、钥匙扣等，虽然制作成本

不高，但回收空罐即做到了环保，兑换的物资也极富创

意。比如用 10 个大顿杯空罐，可兑换一枚由三顿半和

海洋环保组织合作的亿角鲸公益徽章，让消费者的“返

航”有了更多意义。

“‘返航’的过程远比兑换本身更值得回味！”这是

参加过三顿半返航计划的消费者最深的感受。记者在

采访中发现，不断充盈的新业态、新场景正在培养人们

对绿色消费的有效践行。一旦“卷入”绿色消费的程度

越高，就越有成就感、存在感，还会主动带动身边的人

一起，成为绿色消费的忠实粉丝。

一年一度的“6·18购物节”刚刚落下帷幕，相信不少

消费者在“剁手”“血拼”之后，都买到了自己心仪的商品。

近年来，伴随着网购业的迅速壮大，我国已成为世界

上网购人数最多、市场规模最大的国家。据国家统计局

数据显示，2020 年我国网络购物市场规模达到 11.76 万

亿元。在此背景下，各大电商平台推出的“网络狂欢购物

节”层出不穷，吊足了消费者的胃口。

网购业的蓬勃发展自然是件好事，但也不能无序扩

张。当前网购业出现的一些现状不禁让人捏了一把汗：

一方面，由于很多商品价格低廉，消费者用起来并不珍

惜，浪费现象十分严重。另一方面，海量的网购商品也带

来了海量的快递包装垃圾，给资源环境造成了负担。有

统计显示，2018 年，全国快递业共消耗塑料袋约 245 亿

个、包装箱约143亿个、胶带约430亿米。

在绿色发展的大背景下，网购业切不能走“野蛮生

长”的路子，无论是政府相关部门、企业，还是消费者，都

应秉承绿色发展、绿色消费的理念，不能让网购成为资源

环境恶化的“推手”。

生产端要加快绿色转型。要从产品研发、设计、生产

等环节入手，积极使用可降解的环保材料，降低生产过程

中的碳排放量，多生产绿色、环保、耐用的商品，不走低价

低品质恶性竞争的路子，让绿色生产与绿色消费实现良

性循环。

销售端要注重绿色引导。各商家、电商平台要积极

引导消费者购买绿色商品，倡导以旧换新、维修升级，鼓

励适度、理性消费，不让铺张浪费之风盛行。

在消费端，消费者要树立绿色消费、低碳消费的现代

消费意识。

此外，相关主管部门要建立健全与绿色消费相关的政策法规，在全社会

范围内营造绿色消费的制度环境。帮助企业升级改造、推动绿色发展；完善

绿色产品认证和标识制度，提高绿色商品的市

场准入门槛，创新监管手段；鼓励电商企业积极

开展网购商品包装物减量化和再利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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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干山景区——

溪 水 清 如 镜 客 栈 电 代 煤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柳柳 文文 通讯员 王力中王力中

青山环抱，翠竹万竿。仲夏时节，来自

上海市奉贤区的游客李哲民带着家人，到

浙江省德清县的莫干山民宿度假。“这里山

美水美，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低碳成为

时尚，很契合我们的需求。”李哲民说。

近年来，民宿成为我国旅游业发展的

一大热点，如诗如画的乡野风情圆了很多

人的田园梦。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镇，

民宿休闲产业蓬勃兴起，民宿保有量超过

800 多家。随着时代发展，绿色发展理念

日益普及，许多商家和游客开始注重节能

减排，倡导并践行“低碳”住宿。

李哲民入住的民宿“瀛轩”客栈，在全

电改造后，采暖制冷、热水供应、餐饮等都

采用空气能热泵等电能设备，不再使用传

统能源。借助物联网平台，安装了能耗智

慧采集实时监测系统。一面硕大的 LED

屏幕上，不停闪烁变换着 4 组数据——客

栈全天能耗、实时用电功率、不同楼层及房

间耗电量，谁更省电，一目了然。

“住下来后，我们就看见低碳入住计划

宣传单，本以为自己很省电了，一扫才发现

只排在中游。”拿到“排碳单”后，李哲民显

得有些惊讶。

惊讶之余还有惊喜。李哲民发现，入住

房间的用电耗能情况可实时在手机上查看，

达到绿色环保区间就能领取“生态绿币”，进

而享受住宿优惠。经工作人员提示，李哲民

将入住期间的绿色用能消费行为兑换成了

“真金白银”。同时，民宿业主也能清晰掌握

房间能耗结构特征，结合入住情况，精准实

行启停策略，达到省电目的。

据统计，基于智慧能耗监测系统的节

能行为，平均每年可为该民宿节约用电 1.5

万多千瓦时，节省电费支出4.4万元。全电

民宿实现“低碳入住”，民宿节约了用电，游

客引领了新风尚。

从 2017年开始，为响应国家节能减排

号召，德清县莫干山镇在景区餐饮、住宿、

交通等领域开展以电代煤、以电代油、以电

代气工作，打造绿色“零排放”全电景区，既

收获了旅游业发展的累累硕果，生态环境

也进一步改善。“这里的溪水清澈如镜！”经

常前往莫干山度假的游客汪光泽感叹道。

莫干山景区还将每年的 10 月 23 日定

为民宿业的“生态日”。“这一天，民宿协会

会员单位都将开展爱护生态环境宣传活

动，并邀请入住游客加入活动。”莫干山民

宿协会会长钱继良介绍，如今，活动被越来

越多的人认可，每年这时，全国各地游客赶

到莫干山，用行动践行低碳消费理念。

徜徉在莫干山的民宿间，门口、餐桌、

墙壁上都张贴着“浪费可耻，节约光荣”的

提示语，服务员会主动建议顾客适度点餐、

合理搭配菜品。自去年 6 月起，莫干山镇

民宿不再向住客提供一次性用品，对自带

日用品的住客赠予伴手礼，以此将环保理

念传递给每个游客。

在莫干山镇仙潭村，莫梵民宿的开办

者沈蒋荣已经连续开了 5家低碳客栈。“刚

开张的这家，以年轻人消费为主，不仅销售

绿色农副产品，还打造了简约风设计的空

中平台，让游客安心品味下午茶、轻音乐。”

沈蒋荣说，低碳理念持续驱动着莫干山民

宿业转型升级，与民宿配套的文创产业也

悄然兴起。

“买买买”的时候，你会在意购物车里的商品

是否“绿色”吗？日常生活中，你又能否坚持践行

可持续生活方式？在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理念

深入人心的今天，绿色消费已蔚然成风，影响并改

变着我们每一个人。

图① 茫茫竹海中的莫干山卧丘山居民宿倡导践行低碳理念，每年吸引

大量游客。 俞思衍摄（中经视觉）

图② 河北省秦皇岛市抚宁区食正源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社员将刚采

摘的无公害绿色黄瓜装箱。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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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③ 在北京大兴区西

红门荟聚购物中心的爱回收

线下门店，消费者正在询问

手机回收流程。

本报记者 郭静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