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日报客户端 南海网专题

视频收集剪辑：李玮竞

动扫码看 深读
（见报当日8时更新）

核心
提示

■ 本报记者 刘贡 计思佳
见习记者 梁君穷

人民城市人民建，建
好城市为人民。如今，国
内越来越多城市政府意
识到市民参与城市建设
的重要性，借助广大市民
以城市主体姿态，来提升
城市软实力。

海口历史上不乏市
民投身城市建设的事例，
如上世纪50年代挖大同
沟、建东西湖，上世纪60
年代海甸岛拦海工程，此
后建世纪公园、万绿园等
等。但凡在这些公共空
间付出了劳动、流淌过汗
水的市民，必然对此感情
深厚、爱护有加。

“创卫”显然不是一
项单一的设施工程，因此
始于2015年 7月 31日
的海口“双创”行动，一开
始就举步维艰、困难重
重。然而短短半年，百姓
受益，城市环境日新月
异；一年之后，众志成城，
全市卫生大为改观。这
期间，城市的管理者、引
导者功不可没，但更强大
的力量来自于全市人民。

“群众发动起来之
日，就是海口‘创卫’成功
之时。”回想起两年前全
国爱卫会专家何爱华来
海口授课时的“名言”，海
口拿下国家卫生城市这
一“果实”，确实与全民的
参与密不可分。

两年夜以继日的耕
耘，数不清的动人故事，
无法一一罗列，本文仅回
顾一场声势浩大的全民
动员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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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加了两天班，58岁的何荣真
周一拟了几封感谢信，感谢省直机
关、部队等单位对海口“创卫”的支
持。海口“双创”两年来加班是常态，

“创卫”已经成功，何荣真觉得工作起
来心情特别愉快。

自1995年调入海口市爱国卫生
运动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爱卫
办”），何荣真如今已是爱卫办里最老
的工作人员。

“我来后，市爱卫办刚好10个人。”
何荣真回忆。而由全国爱卫会评选命
名的国家卫生城市创建始于1989年。
次年6月1日，山东省威海市成为第一
个拿下这个品牌的城市。

海口一直没有正式启动过“创
卫”工作，何荣真记得“全国城市卫生
大检查”的次数倒不少。1995年何荣
真刚好参与了第三次迎检，海口拿了
第11名。

“运动”二字，是大部分人对卫生

工作的基本印象。一来检查，大家一
起搞一场“运动”。很多时候，检查结
束，几天后卫生环境又恢复原样。各
地“迎检”也摸索出一整套办法，如残
破的公共汽车那几天不要上路，太脏
的店面关门歇业几天。

到底要怎样才能真正改变一个
城市的卫生环境？何荣真总结，少不
了高层重视、部门间协调、群众参
与。但说得容易，做起来难。

不是没有考虑通过“创卫”来改
变。“国家卫生城市”作为国内重要城
市品牌之一，标准一直在与时俱进，
要求越来越严格，后来“打破”终身
制，复审整改不合格要“摘牌”。因
此，这块牌子被认为“含金量”极高，
且需花精力常态化维护。

“爱卫办十来号人马，过去在全市
资源没有整合的情况下，迎检还能勉强
应付，要‘创卫’谈何容易？”海口市爱卫
办主任周文雄说，必须“高位推动”。

海口获评国家卫生城市，从举步维艰到全民参与，原因在于百姓尝到创建甜头

十个人的“创卫”到一城人的“创卫”

“‘创卫’一开始，确实释放了许
多矛盾。但归根到底，首先是有些顽
疾长时间没有被触碰，部分市民把违
法违规当成理所当然，现在去纠正觉
得是政府跟他们过不去。此外，我们
干部的工作也没有做细，没有做到有
堵有疏，只想着‘消灭’问题，而不是
解决问题。”海口市政协副主席、“双
创”工作指挥部副指挥长冯鸿浩说。

“‘双创’并不是要抹去美好的记
忆，而恰恰是要抹去‘脏乱差’，让‘美
好’更为凸显。当然，对受到市民喜
爱的美食，对有文化价值的‘旧东
西’，对一些易于流逝的记忆，我们将
本着尊重与敬畏的心妥善进行安置、
保存、呵护，这本身就是‘双创’的应
有之义。”海口市委主要负责人回复

网友帖子。
道理归道理，“整治——反弹——

整治”几轮下来，连海口的许多干部都
心里打鼓，创建真的能成功吗？

转机出现在几条背街小巷的成
功改造。

“修好群众脚下路、点亮百姓门
前灯。”何爱华在来海口授课时透露
了赢取市民支持的“秘诀”。

2015年9月底，海口龙华区中山
街道居仁坊社区改造完工，火山岩地
砖铺地，墙壁粉刷一新，街心装点了花
池，幽暗的巷道安装了漂亮的路灯，排
水沟、路沿石一应俱全……居仁坊由
老旧形象摇身变成了“小清新”。

海口拿出4亿元分给4个区的小
街小巷改造，率先在龙华区显出了效

果。居民随意在干净舒适的街头小憩，
闲谈中满是对政府创建工作的点赞。

原海口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
毓芬和工作人员摸索出一套“小清
新”装扮经验，卫生要如何做细，门前
污水管、下水道要如何改造，老街古
巷如何既保留历史味道，又干净靓丽
等等。

小街小巷古朴典雅，店铺也随之
升级。海口西门街满街摊贩都搬进了
店面，连一处1平方米不到的菜摊都有
了门面，申请了工商注册，合法合规起
来。海秀街道办在港西小区东联茶店
协调了一个铺面，让许国盛从一辆三
轮、几张小桌的流动摊贩变成店主，不
用风吹日晒，还多了回头客。

市民尝到了创建的甜头。

针对城市管理顽疾，海口打响了
整治“门前三包”、道路交通秩序、“三
无小区”、占道经营等一系列“战
役”。这让很多散漫惯了的商贩、市
民极不适应，也引发了不少冲突。

“商户认为影响了他们做生意，非
常不配合，有的甚至追着我们工作人
员打。”秀英区海秀街道办副主任纪小
虎说，在时代广场、丘海一横路等繁华
路段，当时经常遇到这样的抵触。

劝导夜晚光着膀子吃烧烤的市
民，劝导摊主进店经营，不要将污水
直排马路，一开始，并无多少人理
会。纪小虎只好带着街道工作人员
提供“上门服务”，买了200多包洗衣
粉，用鞋刷子刷了4天，之后又巡查盯
守，动辄守候到凌晨。

秀英大道港丰农贸市场门口曾
有6名擦皮鞋的摊主，因属占道经营，
网格员巡查的时候都会劝导他们离

开。但网格员刚离开一会儿，他们又
回来了。

吃惯了小店的市民感觉不方便
了，无证照经营的摊贩失业了，抱怨和
责备接踵而来。“我想不通，一个存在
了二十几年的摊子，每天只在下午4
点以后营业，经常把周围卫生打扫干
净，没有阻碍交通，‘串串’从来没有让
人闹过肚子，味道一如既往，如此良心
的摊子为什么就这样没了？”网上的帖
子让海口市委、市政府倍感压力。

在整治“三无小区”过程中，因触
及很多人的利益，一开始街道干部和市
民也是矛盾重重。如破产改制企业的
宿舍秀英区储运小区，长期无人管理，
很多居民直接在小区内养鸡、鸭、鹅，
或在一楼搭房子，租出去赚取租金。

海秀街道干部前往制止养家禽，
拆除违建，小区居民分成了支持与反
对两派，邻里矛盾一度上升到了极点。

“先做好脱三层皮的准备。”海口市
政府相关负责人去国内城市取“创卫”
经时，被告知这条路太难，最好别走。

此时，海口刚从财政捉襟见肘的
困境中走出来，城市面貌和城市秩序
拖住了发展的后腿。面对脏、乱、差、
堵的环境，市民抱怨，游客指责，海口
市挑选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
生城市这两块牌子来推动城市建设，
得到了省委、省政府的高度认可和坚
定支持。“创文”和“创卫”被看作城市
硬件和软件提升的总“抓手”。

“已经不是可办可不办的事情，不
是办好办坏一个样的事情，而是必须
办、必须办好的大事，是为海南争光，捍
卫省会尊严和荣誉的大事……不获全
胜决不收兵……”海口市委、市政府主
要负责人在2015年7月31日“双创”工
作动员大会上掷地有声。随后应运而
生的“双创”工作指挥部开始了对各区、
各部门、各行业的层层动员。

2015年 8月 13日，挂点指导国

兴街道“双创”工作的原海口市委常
委、海口市公安局局长宋顺勇召集琼
山区和各单位代表、商家代表等1400
余人，动员国兴街道7万多名干部群
众齐心协力打赢“双创”这场攻坚战。

“老百姓不知道创建的标准，不
知道整改的措施和方法，先得带着店
主、村社区干部、公司单位代表上街
走一遍，让他们亲自体会脏、乱、堵。”
宋顺勇说，国兴街道流动人口占比
50%以上，动员和指导要造声势、有
氛围、见效果，言传身教细到门帘如
何设计、垃圾如何封装、排水沟盖盖
板、厨房储物柜密闭、餐厅不得堆杂
物。“百人上街、千人动员、万人示
范”，动员有着星火燎原之势。

由街道网格员负责，与国家机
关、企事业单位、个体商铺、各居民小
区签订的《“门前三包”责任书》，在动
员之初起到了全面覆盖的作用；各级
媒体和大街小巷铺天盖地的宣传，让

“创建”立体传播到每一位市民。

动员 “捍卫省会尊严和荣誉”

大部分市民都参与了“双创”的
行动。

2015年12月中旬，省委办公厅
40名党员干部来到文坛社区和群众
一起捡拾垃圾、拔草清污；省直机关
工委40多名党员干部到土尾社区清
扫沿街路面，移除多处道路通行障
碍；省卫计委调动了全省卫生系统、
省工商局、省食药监局伸出了援助之
手；海口市各部门、各企业、各单位更
是连续半年多牺牲周末休息时间，打
扫卫生死角，仅滨海公园就动用了企
事业单位和部队官兵近千人。

坡巷村路口卖虾饼的阿婆、海秀
镇残疾商贩李和平、曾在兴丹路占道
经营的尤思宏夫妇……越来越多城

市低收入者被妥善安置。原大同路
27家裁缝铺从布艺街搬到万国大都
会开张营业，从原来面积仅6平方米
左右的铁皮房迁入有空调的大商场，
收入明显增加。裁缝们说，以前觉得

“双创”是在为难他们，现在才发现
“双创”是在造福他们。储运小区的
鸡棚、违建全部被拆除后，街道干部、
志愿者、党员带领居民们一起把小区
的垃圾、杂草全部清理干净。接下
来，还要对小区基础设施进行提升。

“怎么建，居民自己说了算。”海
口海秀街道工委书记孙副林说，海秀
街道组织居民召开了数次会议，挨家
挨户敲门拜访，让大家说说小区究竟
应该修点啥。超过三分之二的居民

同意在小区建停车场、球场、文化
室。耗资150万元的“两场一室”修好
后，街道工委又指导储运小区成立了
临时业主委员会，通过收取物业费、
停车费，聘请保安和保洁人员。

金盘路魅力秀理发店的老板何滨
一开始对“创卫”的各种要求很不耐
烦，每一个员工都得办健康证，消毒设
备也要齐全。但当店门口人行道被修
葺一新后，店里也越来越干净，最明显
的就是没有客人在店里抽烟了，烟瘾
一犯会主动出去。“每一个人都在主动
维护城市的环境卫生。”何滨称赞。

“群众发动起来之日，就是海口
‘创卫’成功之时。”何爱华两年前已
一语中的。

求索 改变“运动式”卫生工作

冲突 各方利益难以平衡

转变 “点亮百姓门前灯”

拥护 “主动维护环境卫生”

全国爱卫会专家委员会委员董
言德现在在全国各地授课时，最喜欢
使用一张2016年8月中旬暗访海口

“创卫”时的照片。照片上，海口市美
兰区白沙街道锦山里社区的一名妇
女正侧身挤进两栋房屋之间，在仅40
厘米宽的缝隙里打扫卫生。

“很感动，说明环境卫生意识已
经深入这个城市的人心。”董言德说。

从省级各项检查、考核、评估、审
核到国家级的申报、审核、检查、评
估、公示，海口“创卫”一步步走来，充

满激情，直至万众一心。
“最累的时候，我感觉自己身体

顶不住，快倒下了。”回忆“创卫”最艰
难的日子，海口的许多干部群众都有
过这样的感受。

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持大家走到
了胜利？或许有层级上的压力，监察
纪委的监督，爱民为民的情怀，不达
目的不罢休的冲力，环境干净后爱护
美好的感染力……所有力量加在一
起，成了这个城市200多万人共同的
推动力。

如今海口“创卫”成功，周文雄
和同事们又有了新任务，编写“巩固
国家卫生城市”工作方案，将“创卫”
的机制化为常态和长效，确保每年
省复检和每三年国家复审（查）的顺
利通过，并着手实现海口健康城市
目标……

全市人民的创建之力，正在转向
城市更新，构建滨江滨海花园城市发
展新格局，将海口建设成为全国最好
的城市之一。

（本报海口7月17日讯）

方向 将“创卫”机制常态化

全民积极参与“创卫”，让海
口城市环境焕然一新。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海口新名片（上）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卫生城市

海口“创卫”工作开展以来，市民生活环境明显改善。图为干净整洁的金鹿菜市场。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