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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养垃圾分类的规则意识
□ 张成林

海南观察
随着试点工作的推进，垃圾

分类越来越受到各方重视。例
如，我省近日举办的青少年科普
小先生演讲比赛，就以“垃圾分
类，从我做起”为主题，组织了全
省86名中小学生进行演讲。一个
学生，背后就是一个家庭。该演
讲比赛不仅可引导学生掌握分类
知识、养成分类意识，还能带动家
长们遵守分类规则，做垃圾分类
的宣传者、先行者、实践者。让垃
圾分类蔚然成风，需要更多这样
的宣传、教育、引导工作。

垃圾分类贵在习惯养成，而
习惯养成需要规则引导。当前，
从校园到商场、从社区到小区、从

网上到网下……一波又一波的分
类宣传，正是为了让规则从纸上
落到实处，植根人们心中，转化为
行动自觉。然而，就现实来看，人
们的规则意识依然较为薄弱。大
道理人人都懂，但真正做起来却
未必如此。说到底，还是规则意
识相对欠缺，这也是垃圾分类工
作推进的难点所在。

遵守规则先得细化规则。规
则细不细，直接关系到可操作
性。就目前来看，一些垃圾分类
规则，有点宽、有点粗。比如，就
分类而言，多是笼统划分为四大
类，缺乏更为细致、具体的指导，
对特有垃圾该投往何处，很多人
分不清楚。事实上，分类制度还
可以再细化，比如，在投放方式

上，哪些垃圾可以直接投放，哪些
垃圾需要经过一定的处理后再投
放，具体的物件该怎么处理等；再
如，分类知识繁琐难记，是否可以
在投放处统一设置电子屏，让分
类一目了然；又如，海南多雨水，
被浸泡的垃圾不利于分类处理，
是否可以考虑设置遮雨棚……倘
若没有细致入微的服务做支撑，
规则难免沦为空中楼阁。

将规则落到实处，监管不能
乏力。垃圾分类，谁是主体？是
每一个居民。但眼下，在不少人
的潜意识中，分类工作反而成了
保洁员、垃圾转运工的事，分不分
类只是居民的个人自愿行为。现
实中，即便不破袋、不按规定投
放，也鲜有人对其进行指正，这一

定程度上说明监管制度不够完
善、监管力度仍有待提升。事实
上，针对不守分类规则者，可以有
很多的应对措施，比如垃圾拒收、
上门引导、劝诫、罚款等，但管理
者很难执行到位，究其原因，多与
力量薄弱有关。对此，不妨充分
借助社区、小区物业、志愿者的力
量，充分发挥基层监督作用，推动
监管真正强起来。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让规则
深入人心，效果不能打折扣。但
凡主动分类者，多抱有资源重复
利用的美好初衷。而现实是，不
少地方前端虽有分类，但中端转
运及末端处理却跟不上，依然是
混装混运混处置。如此不仅会消
解前端的所有努力，甚至还可能

失去群众的信任与支持，进一步
增加分类工作的难度。为此，欲
让人人形成分类自觉，服务需先
跟上，垃圾转运及处理能力需先
提升。换言之，要增加分类工作
的透明度，对由此取得的成效、带
来的改变等及时通报，进一步带
动广大群众增强规则意识，提高
自觉分类的积极性。

垃圾分类知易行难，考验着
治理的精度与密度。只有深入研
究、系统谋划，不断细化规则、完
善规则，严格执行规则、落实规
则，才能推动人们形成尊崇规则、
践行规则的自觉，让垃圾分类真
正成为新风尚、新时尚，进而推动
治理革新、文明进步，让海南的人
居环境更优美、更宜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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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
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
苦。”农事不易，珍惜粮食一直
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然
而，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
陈巴尔虎旗为突击完成退耕
还林指标，铲毁2万多亩即将
成熟的麦子、油菜，造成数百
万斤麦子、油菜籽损毁，实在
令人震惊、痛惜。

退耕还林本是保护生态、
利国利民的好事，但是从实
际情况来看，粮食还有10多
天就可以收割，而树苗并不

赶着这几天就必须种。为何
相关部门不多等几天，非要
强行毁粮、突击种树不可，以
致造成这么大的粮食损失？
说到底，还是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作祟，前期不努力，后期
搞突击，只想着如期完成任
务，却脱离了客观实际，蛮干
乱干，伤害群众利益。生态
建设的正道，是尊重自然规
律，尊重群众权益，善待一草
一木，善待每一寸土地，如此
毁粮还林，当休矣。

（图/王成喜 文/魏燕）

毁粮还林太荒唐

连续大雨之下，陕西省文物
保护单位西安明秦王府城墙部分
墙体近日发生坍塌，造成4辆汽
车受损，4名群众受擦伤。这件事
情经媒体披露后，受到舆论高度
关注，迅速上了微博热搜。

古城墙部分墙体坍塌，没
有造成人员重伤，也未伤及原
明代城墙夯土，这当然是不幸
中的大幸。但所谓的“幸”的背
后，又有一些让人五味杂陈之
处：肇建于明朝洪武年间、历经
600 余年风雨的城墙遗址本体
屹立不倒，而近年新筑、反复维
修的城墙保护性土体、砖体却
没扛住、先塌了。

时代总是进步的，技术也是
日新月异的。与 600 多年前相
比，现在无论是建筑技术、能力
还是材料，都有了巨大的进步。
按理说，现在的建筑坚固程度，
也应是600多年前难以比拟的，
更何况这些保护性土体、砖体本
身也经过多年多次维修。可现
实的问题是，上述事情还是发生
了。实际上，从新华社等媒体的
报道来看，这些修复性墙体此前
已经出现了裂痕，换句话说，其
坍塌的隐患早已存在，连续大雨
或许只是直接诱因。

很多事，无独有偶。2015
年4月，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襄阳古城墙，在连日降雨渗透之
下，发生部分坍塌，而坍塌部位
恰恰是30年前翻修的那段。当
地文物部门调查后得出结论，坍
塌原因是之前的施工方法不
当。西安明秦王府古城墙部分
墙体坍塌，是不是也有类似原
因？如果有，到底是哪道程序、
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如果没有，
又是其他什么原因？是设计问
题，还是材料问题，抑或还有其
他“故事”？只有把这些问题捋
清，方能消除公众心头的疑云，
防止引发更多的“合理性联想”。

文物遗址，是物化形态的历
史沉积，是前人留给后人的宝贵

财富。现代人保护修复文物遗
址，表达的是对历史的尊重，体
现的是对传承的担当。保护修
复文物遗址，需要的不仅是高超
的技术，还有一颗敬畏之心。只
有具备了敬畏之心，才会把每一
次的保护修复当作对历史文化
的致敬，竭尽全力把每一项工作
都做细做好，让文物遗址传之久
远，让人们在参观时“发思古之
幽情”。倘若没有这样的意识，
难免就会像裱糊匠一样，东糊
糊、西补补，看起来也挺光鲜，短
时间内可能也不会出大问题，可
日子一长，问题就会暴露。经不
住风吹雨打，经不起时间考验，
正是一些文物保护修复的通病。

想想看，当人们凭吊文物遗
址之时，看到古人的“千年工程”

“百年工程”一旁，摆着一片“弱不
禁风”的保护修复工程，又会作何
感想？恐怕是要为做工程的人感
到惭愧的。说不定有“好事者”还
会上网扒一扒，看看到底是谁做了
这个工程，里面有没有什么猫腻。
为做好文物保护修复计，为避免类
似尴尬计，为维护地方形象计，还
是请当地有关部门深入查一查，且
越早越好，越彻底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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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红公路”拍照要悠着点
近来，青海省格尔木市315国道部分路段成了“网红公路”，当地导游将此地列为必去景

点。然而，由于许多游客到此游览并站在公路上拍照，导致“网红公路”交通事故频发。

站在“网红马路”中央玩酷拍照确实可以收获点
赞，但若因此被撞伤，那就得不偿失，不值得效仿。

眼下确实有这么一种“怪相”，只要听说某地成
了“网红”，马上就有很多人趋之若鹜前往“打卡”。
曾有媒体多次报道，一些摄影爱好者为追求“日系
车站”“电影质感”“浪漫电车风”等所谓时尚，把拍
摄地点放在危险的铁轨或者公路上。这种“拿命拍
照”的危险举动，不仅是对自己生命安全的极不负责
任，也是对他人生命和公共规则的极不尊重。

好奇之心人皆有之，喜欢拍照无可厚非。希望
留下美好的瞬间，在社交圈里晒一下，让更多“粉丝”
点赞也可以理解。但人的一生有无数机会可以拍
照，生命却只有一次。“拿命拍照”无视自身安全，无
视国家法规和公共规则，晒出来的影像再美，也只能
暴露品行的“丑陋”，而绝对晒不出“精彩的人生”。

网红打卡地成交通事故多发地，这样的现象存在不
止一天两天，板子不能只打在“任性”的游客身上。

有些旅行团和当地导游不仅不劝导游客，反而将
公路上拍照当成“卖点”，成了网红公路打卡的幕后
推手。相关部门应加强监管，对违规操作的旅行社、
导游依法严惩；交警部门应有针对性地强化管理，不
仅要设置好道路警示牌，装好监控设备，还应对违规
拍照的游客依法严惩，以儆效尤；景区、旅游管理部
门应杜绝把“公路打卡”这样的危险行为当成提升游
客旅游体验的“高招”。只有对这种踩踏道路交通安
全红线的行为零容忍，才能保障好游客安全，为游客
提供更好的旅游体验。

游客“拿命拍照”不是景点“卖点”而是景点“痛点”
与法治“痛点”。从旅行社、导游、景区管理者等，都应
该端正态度，而不能成不文明旅游行为的“推手”。

公路拍照不值得效仿
□ 朱永华

莫把“痛点”当“卖点”
□ 戴先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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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理念打造新标杆
亮出沙美新名片

2017年底，琼海市开始启动沙美村
美丽乡村建设，下大力气整治沙美村基
层党建、乡村发展和生态保护问题，取得
了良好的治理成效。

2019年7月，省委组织部专项工作
组多次到博鳌沙美村调研，结合沙美村
毗邻博鳌亚洲论坛永久会址，“山水林田
湖草海”要素富集的优势，创新提出“党
建聚力、生态聚宝、产业聚才”的工作思
路。

2019年8月29日，《博鳌沙美村打
造全国自贸区（港）党建引领乡村振兴新
标杆工作方案》经省委组织部部长办公
会研究审定后，琼海市委立即成立专项
工作领导小组，把沙美村党建新标杆列
入筹备“博鳌论坛20周年”重点工作，作
为向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的中外嘉宾
展示海南自贸港乡村振兴成果的重要窗
口进行谋划建设。

半年多来，琼海市委书记何琼妹5次

专题听取党建新标杆工作汇报，并多次
到沙美村现场指导重要点位、重点项目
的打造，从领导力量和资金、资源投入等
方面给予有力支持；琼海市委组织部成
立工作专班，跟踪协调各牵头责任单位
抓好党建新标杆任务分解落实，确保各
项工作严格按照时序进度推进，初步实
现活动场所一流、队伍面貌一流、制度机
制一流、发展成效一流、群众口碑一流

“五个一流”的目标。
琼海市委组织部负责人介绍，到

2019年，在省委组织部指导下，琼海市委
积极探索实践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发展的
沙美模式，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从美丽乡
村建设1.0版到全域旅游2.0版，以“党建
聚力、生态聚宝、产业聚才”为抓手，整合
党建引领、生态保护、人文理念、城镇化、
产业化等城乡融合机制新元素，打造宜
居宜业宜游宜养的美丽乡村靓丽名片。

硬件革新为沙美村迎来
发展机遇

“如今沙美村的‘高颜值’得益于新

硬件的建设，为沙美村撑起一片新天
地。”沙美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冯
锦锋介绍，琼海市在改造沙美村的同时，
也改造建设了沙美党群服务中心，转变
原先便民窗口服务的单一功能，扩大党
群服务功能，建成集党务管理、村庄运营
和游客服务于一体的场所和平台。同时
改变的，还有过去村级阵地传统、呆板的
形象，营造出了年轻化、时尚化、智慧化、
国际化的办事环境，让党员、群众、游客
都有宾至如归的感受。

沙美美丽乡村建成后，各地游客纷
至沓来，建设一个标准化的服务接待场
所十分必要。基于这点考虑，琼海市委
组织部按照国家规范的旅游场所建设标
准，打造博鳌沙美游客咨询服务中心。
游客咨询服务中心全部采用中英文标
识，窗口柜台和制度设计全部按照五椰
级标准设置。

在沙美村文化振兴方面，则通过建
设有独特造型的村史馆，重点展现历史
人文、党建成效、振兴特色多方面内容，
将沙美村努力建成一个党员群众寻根铸
魂、广大游客留得住乡愁的地方，建成一

个中外游客驻足拍照的“网红景点”。
硬件到位了，沙美村迎来了发展机

遇。琼海市在夯实沙美村一期餐饮、酒
吧、咖啡馆、民宿、杂粮等十多个业态的
基础上，与陕西袁家村裕华文旅有限公
司签订框架合作协议，建设“博鳌—袁家
村沙美印象”项目，重点打造民俗文化商
业街、精品民宿等业态，同时配套建设道
路、供水、供气、消防设施、绿化、排水及
污水处理、垃圾收集等基础设施和环保
设施。该项目作为海南自贸港第七批集
中开工建设项目去年11月18日正式动
工，目前已基本建成，计划于今年国庆期
间开业运营。

紧抓党支部建设
促进沙美村乡村振兴

“要真正把沙美振兴起来，基层党支
部就必须要强劲有力。”博鳌镇组织委员
钟泽璐说，为了一改沙美村党支部过去
的软弱涣散，琼海市委组织部紧抓沙美
村党支部建设，选优配强村党组织带头
人，通过下放权力，加大投入，加强引导，
宣传教育，推进沙美内海全面退塘还田
还林还湿，恢复了原先生态和景观功能；
重点加强对村党支部书记的培养锻炼，
组织举办“沙美村乡村振兴骨干培训
班”，加强党支部对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
领导，发挥经济合作社在乡村产业振兴
中的纽带和桥梁作用。

同时，琼海市委组织部创新党建工
作载体平台，组织开展“党员中心户”积
分评比活动，对“星级党员户”进行流动
授牌，发挥党员在乡村振兴中的先锋模
范作用，并动员群众开展“美丽家园行
动”，评选表彰夫妻恩爱、孝敬老人、热心
助人、邻里和睦的模范家庭，推动形成

“讲文明、做好事、树新风、促和谐”的良
好乡村道德风尚。

为了巩固沙美村党建工作，琼海市
委组织部在沙美湿地公园核心片区建设
初心文化体验区，重点打造“初心塔”，让
村民铭记党支部带领村民建设沙美美丽
乡村、过上幸福美好生活的实践。而在

“党建聚力、生态聚宝”党建墙上，则合理

设计党建元素、党建标语、党建内容，与
沙美“山水林田湖草”的优美生态融为一
体，诠释“党建聚力、生态聚宝”党建引领
乡村振兴的琼海沙美模式，引领推动沙
美村不断发展振兴，实现沙美人心中的
中国梦。

为推动乡村文化振兴，提升沙美村
人居文化品质，琼海市还邀请著名雕塑
家许鸿飞先生设计雕塑作品排放在村中
心绿地，恬静的《幽香入梦》、勇猛的《海
笑》、动感的《海湾之恋》、曼妙的《凌波仙
子》等艺术作品，让广大游客来沙美欣赏
优美风景的同时，增加新的文化体验，放
慢脚步游古巷、赏红树、品美食，体验田
园小镇、美丽乡村的休闲慢生活。沙美
村也先后获评海南五星级美丽乡村、海
南省五椰级乡村旅游点、中国美丽休闲
乡村称号。

沙美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实践表
明，坚强有力的基层党组织是守护好绿
水青山、带领村民发展致富的关键，而在
充分发挥资源禀赋、聚力推动发展的过
程中，村民增加了收入、凝聚了人气、涵
养了乡风，心更齐、气更顺、劲更足，从
而凝聚起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强大合
力。

下一步，琼海市委组织部还将结合
自贸港建设的新形势新要求，把党建引
领到乡村振兴贯穿组织、人才、产业、生
态、文化振兴等各个方面，认真总结提炼
党建新标杆做法经验，积极探索基层党
建制度集成创新，推动琼海基层党建全
面进步、全面过硬。

（策划/撰文 孟晓 图片均由阮琛提供）

琼海市积极探索实践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发展的沙美模式

党建新标杆打造乡村高颜值

白墙黛瓦、蜿蜒小
路、椰林水韵、滨海长廊，
这是琼海市博鳌镇沙美
村留给游人的第一印
象。小小村庄东临沙美
内海，三面环水，怀抱山
峦，“山水林田湖海”在这
里完美融合。

“但过去，村子可不
是这么美的。”在沙美村
村头开了间餐厅的村民
王小艾记得，前几年的沙
美村村党支部领导力不
强，乡村治理能力不足，
沙美村村民挖塘养虾，破
坏了湿地生态，内海垃圾
污染严重。

沙美村的蝶变，来自
琼海市积极探索实践党
建引领乡村振兴发展的
沙美模式，全力推进自贸
港党建新标杆打造工作，
为这一片美丽净土找到
了一条乡村振兴发展新
途径。

游客在沙美村合影留念。

俯瞰琼海博鳌沙美村。

沙
美
村
568亩的鱼虾塘让位给红树林湿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