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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言

翻开报纸!打开网络!一个叫"琼州师

爷#的网民今天迅速为大家所知$ 媒体纷

纷对其博文 %海南脏乱差原因何在 &进行

了转摘$

'琼州师爷(姓甚名谁) 笔者和绝大多

数读者一样毫不知情$ 但是细读博文之后!

笔者却被博主殷殷的爱乡真情所打动!对

其行文的真实质朴颇有共鸣$

如是说!是因为*琼州师爷(首先不讲

假话+,,他认为海南患"脏乱差(已是多年

沉疴!而我们自己不仅未认识到!反而多年

来关起门来!自吹自擂!甚至粉饰太平!甘

做井底之蛙!以致丑象频出$

其次! 琼州师爷也没有讲套话,,,他

在博文中提出!学南宁不是一日之功!我们

若搞成 "突击战(!急功近利!充其量也就

是治标不治本!应该举一反三!以海口-三

亚为突破口! 把大规模环境整治工作扎扎

实实地推向全省.

最关键的是 ! 琼州师爷也未讲空

话+++他以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人

大常委会主任郭声琨'抓环境就是抓生产

力 #的报告为真经!认为海南脏乱差的环

境质量不仅没成生产力!反而阻碍海南生

产力发展!同时向全省公民尤其是各级领

导干部发出呼吁!确实是到了从思想上将

优质环境视为生产力!向'脏乱差#宣战的

时候了/

在海南媒体和相关部门已经掀起一场

整治市容卫生大行动的时候!'琼州师爷#

以拳拳爱岛之心令人感动. 在对其所述颇

感认同的时候!笔者在想!环境工程绝不仅

仅是个人-部门的局部工程!而是事关百姓

利益的全民工程. 这时候!就不仅仅需要相

关领导有关部门出手整治! 更需要大家站

出来曝光问题-直言不讳!为海南国际旅游

岛的进程建言献策.

于是!为积极献言的'琼州师爷#跟个

帖就很有必要了. 毕竟!在此次环卫整治过

程中!'琼州师爷# 已经为今后的工作开了

个好头+++不仅没有用'严谨的套话-违心

的假话 # 掩盖问题 !也没有用 '正确的废

话-漂亮的空话#营造'一团和气#/

,-./01!"#$%&

本报
!

月
!

日刊出%海南'脏乱差#原

因何在) &后!不少南海网网友呼应作者'琼

州师爷#!称赞者有之!提建议者有之!投诉

者亦有之.

!

说得非常好
"

简直刀刀见血. 上天赐

给海南一个世外桃源般的优美环境! 而生活

在这个世外桃源里的人们却丝毫不懂得珍

惜!愚蠢无知地破坏着这个美丽的家园!把一

个原本美丽无暇的海岛糟蹋得浑身丑陋的伤

疤.

!

各位网友!我们有苦衷啊. 诸位有所

不知!城管-环卫部门是靠这个罚款来养活

单位超编人员的! 这些超编人员都是领导

的亲戚!城市如果没了脏-乱-差!哪来罚款

来发他们的工资)

!

反对一阵风做法! 这是应付检查的

手段!建设国际旅游岛!需要的是良好的民

风民俗!卫生条件作为旅游胜地的硬件!这

需要公民的维护.

!

治理贵在坚持!长期坚持下去!才能

形成习惯. 当大家都养成爱好整洁的良好

习惯!这个城市的卫生还怕好不起来吗)

!

在海南!至今为止!还不见领导出来

说话!也没开过全省性的会议!所以各市县

都在观望-迟疑. 到底省委省政府是什么态

度) 难道光发一封信就算了) 资金上-人力

上-政策上给不给支持) 用力抓了会不会得

到升官的好处) 不用力抓是不是也能得过

且过) 大家全没底.

!

最主要的是相关职能部门工作做的

不到位!执法不力!玩忽职守!没有真正履

行自己的职责/ 这就是海口'脏乱差#的首

要原因. 城管局和环卫局应该反省一下了!

领导也该改改整天坐办公室喝茶聊天看报

纸的陋习!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

这两天!有些官员就开始叫苦难受!

觉得媒体的曝光让其压力太大! 有可能危

及其乌纱帽. 从中可以看出!媒体的监督还

是发挥了作用!触痛了一些人的神经. 但是

从另一方面来说! 说明我们的官员还没有

真正认识到消除脏乱差的重要性! 仍停留

在应付做表面工作上. 因此!建议媒体的火

力不能减!毫不留情的开火. 当然!媒体能

坚持多久!离不开高层领导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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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乱扔-乱吐-乱倒等等既有背于精神文明!又远离健

康的行为!我们再次查阅%国家卫生城市标准&+++

标准规定0"中-小学全部开设健康教育课!依据%学校

健康教育评价方案&学校自评得分
"#$

分!"开课率(等
$

个项目总得分不低于自评分的
%$!

. 中专-中等职业学校

及普通高等学校开展多种形式的健康教育. ("各级医院的

门诊部及住院病区设有健康教育专栏!向病人及其亲属进

行多种形式健康教育! 住院病人相关卫生知识知晓率
"

!$!

.(-"社区和工作场所积极开展健康教育工作.居民基本

卫生知识知晓率
"!&!

!居民健康行为形成率
"'&!

(-"主要

公共场所应设有健康教育专栏. (对照标准!海口-三亚等中

心城市差距在哪里)

本报记者调查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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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彭青林 王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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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文明行为因环境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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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博士龚文

娟表示!每个人的行为都受到周边"情境(

的影响! 情境不同! 人们的行为方式也不

同. 比如!在人多的商业街道上!乱丢果皮

纸屑等很常见!但随地大小便的人就很少!

而偏僻的地方由于无人在场! 不文明行为

更加肆无忌惮. 而居民区由于是 "熟人社

会(!人们对自我的约束则会增强. 她同时

表示!通过改变"情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

不文明行为因人群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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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记者在总结调查时发现0强化对

青年人管理-教育!特别是流动人口中的青

年人教育是控制此类不文明行为值得关注

的环节1加强环境整治!以达到"干净得让

人不好下手(也是控制乱扔的一个办法1如

何对乱扔者进行必要的处罚也是让宝岛更

洁净的必要措施.

! 本报海口
$

月
$

日电"

#$

月
$

日'海口中山路一位市民随地乱扔瓜皮(

本报记者 古月 摄

#$

月
$

日'海口琼山美舍河桥下'一男

子光天化日下路边小便( 本报记者 古月 摄

%乱扔垃圾让我们没法住了&

=>?@ABC

DEFG"@AH

!

手机尾号为
%!(&#

的市民投诉0省

委党校对面的得胜市场脏乱差! 市场内混

乱不堪!污水横流!市场外二轮三轮摩托车

穿行!而且经常大按喇叭!脏乱差与噪声让

人十分心烦.

!

住在国贸的卜女士投诉0 国贸文华

路新建成的菜市场扰民十分严重! 市场外

面有许多乱摆摊的人! 一大清早就有许多

运菜的车辆大声喧哗! 影响附近群众的休

息!希望有关部门尽快管管.

!

市民蔡先生投诉0 龙舌坡菜市场许

多摊贩摆在市场外面卖! 早上
!

时半到
#

时半!菜市场外的道路根本无法行走!挤得

一塌糊涂!而且那些摊贩还经常乱扔乱丢!

好像也整治过许多次!但是一直没有见效!

希望有关部门尽快拿出一个长效的管理办

法!让摊贩们规范经营.

!

住在农垦路金垦宾馆附近的一市民

投诉0金垦宾馆内有一堆垃圾
)*

多天都没

有人清理了!这两天下雨起来污水横流!太

阳晒时散发阵阵恶臭!让人难以承受!希望

有关部门尽快派人将这堆垃圾清走.

!

电话尾号为
+'#%

的市民投诉0谁来

管管府城南北水果市场外的乱象0 汽车乱

停!乱鸣喇叭!那些水果摊贩乱扔垃圾!车

辆从这里经过时难以通行! 为什么海口要

将这样一聚集众多车辆与人流的水果批发

市场放在市内!造成扰民!建议该市场应尽

快搬迁.

手机尾号
*',-%

0 在海口金贸西路
-+

号!森基美好园南墙外有个郑州宾馆!他的

院内建有一个简易房! 这个住户在院内养

了三条狗!一群鸡!夜里被狗叫和鸡啼吵得

睡不成觉. 另外森基美好园和郑州宾馆中

间有大量垃圾没有人管!恳请帮助.

!

市民洪先生反映0 秀英秀新路占道

经营严重!希望能整理.

!

手机尾号
.&!/!

0投诉定安县城珠南上

的南珠榨油厂的环境污染问题. 一是噪音污

染!花生脱壳机轰隆隆响个不停!让人心烦意

躁1二是空气污染!烧花生壳产生的浓烟!还有

炒花生产生的废热气-废尘熏到居民家里.

!

海口海甸岛人民大道与海达路之间

有一条小路!即邮电学校西侧!已成为附近

居民的垃圾焚烧场. 每天均有居民往这里

倒垃圾!隔三差五就焚烧垃圾!浓烟熏天恶

臭难闻!附近居民苦不堪言!已经多次投诉

未见改善!烦请党报为民办好事!公开曝光

监督有关部门来解决次问题.

!

市民肖先生0我是海甸岛五西路南方

明珠的住户! 每天接送小孩去海甸景山学

校!都要经过景山学校与绿岛家园旁边的一

条杂草丛生- 破烂不堪到处坑坑洼洼的马

路!该路下雨来车像行船!晴天尘土飞扬.

!

道客新村一巷
-/

号 2齐祥网吧3楼

下
/

楼藏匿着一个工厂! 深夜会有刺鼻的

气味在空气中飘荡!已经有数个年头$

!

海口市联桂坊有一段街! 从早上六

点多到中午!一些菜贩在这占道经营!严重

影响住户的出行!污染环境$

!

我是海甸岛人民大道
'

号工交大厦居

民$进出小区的路被许多摊贩占道经营!成了

菜市场!天天垃圾杂物乱扔!滋生许多苍蝇蚊

子!对我们住户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并且因

为占道经营及买菜的人挤占了整条路! 住户

进出极为不便!车辆更是无法通行/

!

东方市琼西路与东方大道交叉路

口!东方市第三市场外面的人行道-非机动

车道-路边绿化带与部分主干道!挤满了占

地摆摊的小贩!鸡毛鸭脏-瓜皮菜屑-废纸

塑料遍地都是$

!谢向荣整理"

要为海南环境美出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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