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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海南不文明行为宣战！

�N����*�����7����+ WX<=�A

#$

A

""

BC�]m% ¡¢

]m%a£¢¤¥¦§¨©n4ª

«¬& ®X<=�A

#$

A

""

BC

!"#$%&'

()*+,-.

/*0+123456789:

]m¯.^°-.±±i,²�³´

)

µ¶¦·¸& ®X<=�A

#$

A

""

BC

/*;<=>?

!"#$%!"&'%()*+,,--./01234567888

58@ABCDEF+GHIJ

本报记者 !"#

蓝天白云!阳光沙滩!椰风海韵"这浑然
天成的美!既是人们心中的海南!也是人们
眼中的海南"

建设国际旅游岛! 使海南更加让人向
往"

然而!与之不和谐的是!那处处可见的
种种不文明行为#$$野蛮驾驶%随意乱扔垃
圾%不诚信经营%乱吐槟榔汁&&这一切都
让海南深深蒙羞'

当我们大力推进国际旅游岛建设的时
候!我们不能不为之担忧(一个不文明的海
南!又怎能站上国际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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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中央文明办对全国 +,&个城市
*区+进行了公共文明指数测评!结果海口和
三亚均排名靠后!原因在于(两市的公共广
场,公园%主要商业大街等都存在-乱扔杂
物!公用电话%垃圾箱%座椅%盲道损坏或被
占用现象./主要交通路口存在-非机动车,

行人,机动车闯红灯!抢道占道等现象./社
区存在-楼道乱堆杂物,乱涂乱贴!垃圾收集
点周边不够整洁干净等现象' .

严重影响海南形象的不文明行为!有关
部门曾归纳了八类( 公共场所大声喧哗,禁
烟场所吸烟,乱吐乱扔,损害公物,乱闯乱
行,乱停乱放,攀枝折花,占道经营'

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一件看似细微
的不文明行为!也许足以放大到让海南形象
受损的地步'

去年 -月份!我省一名导游加收自理景
点费用!当面骂全车游客是猪!当着小孩的
面讲-黄段子.等等' 游客向其表达不满!而
该导游态度强硬!认为一些话-很正常.!引
发十多名内地游客的强烈不满' 有游客称(

-海南风光很美!但这个导游恶劣的言行!却
让我们想赶紧回家' .

这样的事例还有不少!其中大多数在有关
部门雷厉风行的整治后!赢得游客谅解'然而!

由此生发出来的恶劣影响岂是一天两天就能
消弭的0 海南人文环境怎能不令人担忧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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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要建设海南国际旅
游岛!盖高楼大厦!甚至买游艇飞机并不是

难事!真正困难的是软件建设和海南的文明
诚信建设'

现代化城市最重要的景观不是现代建
筑!而是居住在这个城市中的人的现代文明
水准'但有人认为!跟一些大都市相比!台北
的建筑颇显寒酸!除了 ,$,大厦!整个台北
的建筑乏善可陈' 但!在那些并不华丽的城
市建筑之间! 却有着多达百万名的义工,有
着市民间的亲切问候和相互间的赞赏!酒店
里也少有大声喧哗和赤膊行酒令&&

有些在我们看来不值得一提的小事!日
本人的表现和反应! 却反映了其良好的国民
素质' 日本人进屋脱鞋时!一定会摆放得很整
齐!并把鞋尖一致朝着门外'泊车时!车头也一
定向外'有专家认为!他们这样做!除了体现出
自身的文明素质! 还保持了一种积极进取的
势头和精神!给人以随时准备好的心理暗示'

再看美国! 美国人开车一般都不快!这
与它严厉的处罚有关'在美国高速公路上超

速!罚款 ($$美元'一年之内再次超速!将吊
销驾照!一年之后才能重考'当然!这也反映
了他们的文明交通意识' 美国人夜里开车
时!要是谁的车坏在路上!后面肯定有一辆
车在帮忙!打灯给照着!无条件地乐于助人'

反观我们自身! 不文明现象比比皆是!

不文明行为屡见不鲜'在海南建省办经济特
区 ($多年后的今天! 在海南吹响国际旅游
岛建设号角的当下! 蛰伏于我省大街小巷,

角角落落的种种丑陋现象! 已到了非除不
可,非治不行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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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将海南建设成为生态环境优美,

文化魅力独特, 社会文明祥和的开放之岛,

绿色之岛,文明之岛,和谐之岛'.这是1国务
院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
干意见2对建设文明海南的美好期许"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

时任海南省省长罗保铭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掷地有声(-我们将全力争取通过 3十二五4

时期乃至今后一个较长时间的快速发展
&&使社会文明程度得到较大提升!海南百
姓的幸福指数大幅提升" .

多年来!海南文明建设的步伐一刻没有
停歇!打造文明社会的探索从未有过迟疑"

-方便.问题不是小问题!关系到老百姓
的切身利益! 关系到一个地方的文明程度!

是国际旅游岛建设的一个门面"在国际旅游
岛开局之年海南要抓的六大重点工程中!公
厕建设赫然位列其中" 从省委到地方!都将
公厕建设列为-一把手.工程"目前我省公厕

的质与量都有了根本改观"

($$"年!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下
发1关于提高公民文明素质塑造国际旅游岛
人文环境的实施意见2! 广泛开展各种形式
的-讲文明讲卫生讲科学树新风.公民道德
实践活动/同年 .月!一场国际旅游岛环境
整治大行动!轰轰烈烈地在全省铺开!海南
城乡脏乱差现象大为改观"

在去年文明礼仪导航行动的基础上!今
年 "月我省继续开展国际旅游岛文明礼仪
导航行动!向全省公民发出倡议(当好文明
东道主!共建国际旅游岛"

然而!积弊难除!顽症尚存(局部地区的
脏乱差现象有所反弹! 一些人的文明素质
亟待提高!文明工作的推动也常遇到瓶颈"

建设国际旅游岛!海南不仅需要环境优
美宜人,不仅需要经济大发展!同时也需文
明上台阶" 一个不文明的海南!绝对无法站
上国际舞台)

我们必须痛下决心! 向不文明行为宣
战)

建设文明之岛!我们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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