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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正值海南旅游旺季!来海
南旅游的国内外游客也越来越多"

加快建设国际旅游岛! 如何营造良
好的旅游环境! 让游客高兴而来满
意而归! 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同
时!一个干净#整洁#有序的旅游环
境也能为我们每一个生活在海南的
百姓!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因
此!我们每一个都是重任在肩"

可以想象!假如人人都不$随手
丢%!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为海南的美
丽做着自己应尽的一份责任和义务!

海南的旅游环境势必会愈加提升"美
好的环境是公众共同的心愿!需要我
们每个人从自身做起! 共同来维护"

对此!您有什么看法!又有哪些建议!

请拨打本报新闻热线!!"#$"!%参与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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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旅游环境 你我共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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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节假日期间!去海边的人多了!

沙滩上的垃圾也随之增多! 如何保护
好漂亮的海岸线#美丽的沙滩!让它们
免受垃圾的侵蚀呢( 随着三亚的游人
不断增多! 这也逐渐成为一个令人深
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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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大东海海滩环境卫生管理情
况! 曾经参与清理中秋节当晚大东海
垃圾的三亚河东环卫管理局办公室主
任符福月告诉记者! 环卫部门和大东
海管理公司早在两节前已经投入大量
的人力物力到日常的环卫清洁工作当
中! 各部门对辖区环卫工作也分工明

确"据符福月介绍!河东环卫管理局在
大东海区域共投放了'$$多个封闭式
垃圾箱! 每#$个垃圾箱配备一辆小型
垃圾运输车!分布在景区街道#小区#

酒店之前"

虽然相关部门做好了应急准备!

但中秋节当晚大东海沙滩上的卫生状
况仍然是让人不甚乐观" 据符福月介
绍!由于景区内人流量较大!环卫工人
看到垃圾也无法清理! 如果环卫工人
和环卫车辆再进场工作! 只会增加拥
堵!因此难以开展即时的清理" 为此!

三亚河东区管理委员会# 河东环卫管
理局#大东海居委会#大东海经营管理
公司出动($$多人!'辆载重"吨的垃圾
车!以及数量小型垃圾车!从凌晨(时

一直工作至早上"时($分!才基本把垃
圾清理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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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大东海经营管理公司分管环境
卫生工作的周经理介绍! 大东海出现
大量客流导致垃圾遍地的情况早已有
之! 只不过今年经过网络曝光而被广
为传播 " 他提到!目前公司对于海滩
的卫生清扫主要采取一天两班次轮换
的方式! 全天共出动!"名清洁人员清
扫海滩上的卫生环境"

但平常对于海滩的日常管理并不
适用于特殊节假日! 虽然根据以往经
验做出了一些相应的卫生应急措施!

但铺天盖地而来的垃圾仍然让相关单

位忙得不可开交" 虽然三亚市政府相
关部门抽调了不少工作人员前来景点
进行维护秩序#保洁环境等工作!但实
际管理起来!难度依然很大"每逢节假
日!大东海景区人流量大得惊人!数以
万计的游人挤在沙滩上! 高峰时期在
海滩上走动几乎是人挤人!肩并肩!保
洁人员连进去都困难! 更别说是开着
环卫车进去运送垃圾了! 沙滩上虽然
设有不少垃圾桶! 但由于垃圾得不到
及时输送清理! 垃圾也就随之越积越
多! 部分游客图省事更是直接丢在地
上!所以$垃圾满滩%因此产生"

此外!环卫工人在清扫垃圾时!为
了避免和游客不必要的冲突! 只能是
等游人都散去大半后才能进行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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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夜过后!三亚大东海景区'公
里海滩遍布)$吨垃圾!系游客#市民赏
月留下))%黄金周期间!一条反映大
东海垃圾成堆的微博在网上疯传!引
得网友竞相关注! 也被众多媒体所转
载"虽然时间已经过去半个多月了!但
关于这次被称之为$垃圾门%事情所引
发的讨论依然没有停息! 如何共同营
造良好的旅游环境等问题! 依然值得
人们深思"

$看到这条微博!让我想起了在
今年!月!在马来西亚热浪岛的海滩酒
吧喝酒! 一位游客不小心砸碎了一个
啤酒瓶!因为海滩上游客大多赤脚!一
下子一百多个游客都站起身! 用手机
的余光一起捡碎玻璃渣! 看看现在的
大东海! 国人应该反省的太多太多
))% 一位网友是这样评价大东海垃
圾成堆事件的"

网友$激怒潘先生%也表达了同样
的感受*$你去了一次海南实现了自己

的心愿! 但是请把美丽的景色同样也
留给大家" %不少网友都表示!真心希
望游客和市民们爱护旅游环境+ 更有
网友呼吁! 尽管存在出游人数激增等
客观原因! 但大家在外出旅游时还是
要怀一颗公德之心"

有不少网友指出!景区相应的管
理也要做得到位" $游客素质不高是
一方面原因" 另一方面!面对大量涌
入的人流!沙滩环卫部门应该早有准
备! 多多设立移动垃圾筒# 移动厕
所"%网友$*+,-+,&./%说!毕竟游客
想扔垃圾时找不到垃圾桶!从而把垃
圾打包到别处扔的习惯中国人还没
养成"

网友$南方粉丝%也表达了类似的
观点!国民素质要提高!但相应的管理
也要到位啊" 野外就餐人员应该将垃
圾打包扔到指定的垃圾箱内" 其实相
关部门也可以把国内各大旅游景点当
做一个大课堂!加大宣传讲解!进行素
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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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中秋国庆长假期间!天
安门广场国庆日扫出"吨垃圾!大
东海中秋夜过后遍布)$吨垃圾这
样的新闻屡屡见诸于报端!也确实
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省
旅游协会秘书长#海南旅游发展研
究会会长王健生表示!解决这样的
问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游客#

旅游从业者#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等
各方更要齐心努力"

王健生认为!良好的旅游环境
需要大家共同维护"作为旅游从业
者! 首先要在配套设施上给予完
善" $如果垃圾桶数量不够#布局不
合理!扔个垃圾!要跑很远!游客肯
定会觉得不方便! 随手乱扔也就难
免"%王健生表示!具体到旅游景区!

更要配备足够的垃圾清理队伍!并
通过相应的提示# 讲解来引导游客
自觉爱护旅游环境"

$目前! 省旅游协会正与省文明
办积极筹划!准备推出针对海南实际
情况的文明旅游手册!通过全省的机
场#码头#旅游咨询服务中心进行发
放" %王健生说!该手册不仅仅是面向
外地游客!也有针对旅游从业者和本
省居民的文明旅游教育的版本!就是
旨在通过一个较长期的宣传#教育过
程!逐步营造共同呵护旅游环境的良
好社会氛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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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黄金周!全国各地景区都会出
现垃圾成堆的状况! 而针对景区环境
卫生的保洁问题! 这不仅仅是相关部
门应该思考解决之道! 游客也应该进
行相应反思"

谈到沙滩环境的维护问题! 大东
海经营管理公司的周经理深有感触!

他谈到!关于卫生环境这一方面!我们
应该向外国人学习!据他介绍!大东海
景区也是外籍游客比较集中的一个景
点! 但他在景区内却很少看到外国游

客乱扔垃圾! 反而经常见到外国游客
走到离自己有几十米远的垃圾桶扔垃
圾的情景"周经理建议!国内游客可以
学习外国人自己把垃圾打包扔掉的做
法!向游客们分发装垃圾的塑胶袋子!

树立告示牌提醒他们把手上垃圾丢进
袋子里再扔到集中的垃圾处理点!下
一步景区有这样的环保宣传想法"

对此! 三亚蓝丝带海洋保护协会
办公室主任边玉琴谈到! 为了维护大
东海景区环境! 近几年三亚市政府采
取了大量措施!如增设垃圾桶!增加工

作人员! 不过还是跟不上游客人数的
增长"此外!公民整体素质不高是一个
社会问题!需要加大环保宣传!提高公
众的自觉意识"

#0日下午! 记者在大东海景区内
还对多名游客进行了随机采访! 他们
对于乱扔垃圾的行为也是深恶痛绝"

来自吉林的游客陈先生谈到! 关键的
问题是要提高群众的素质! 他建议人
人都要从自己做起! 要是全海滩人都
不扔!一个人也不好意思扔"

而来自河南的王先生则表示!最

好能在景区范围内分时段实行人数控
制! 进入海滩的人数限制在一定的数
量! 他认为此举能够更方便相关部门
对于游客人身安全的管理! 同时也有
利于保洁人员的进场清扫"

而一名来自新加坡的游客朱先生
则认为出现沙滩变为垃圾场的情况表
明收集垃圾的设施还没有完全做到
位! 这也透露出管理这个层面还没跟
上!虽然游客也存在乱扔垃圾的行为!

但还是希望管理方能够对游客加强引
导!并强化保洁设施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