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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节假日的环境卫生问题"海
口市环卫局业务处刘波也谈了环卫
局方面的一些措施# 刘波说"今年中
秋长假期间"为保持好海口的干净整
洁"海口全市一线环卫工人均不能休
息" 全员在岗"$%""多名环卫工人都
在路面正常工作"尤其是还要加派人
手加强清洁"突出做好西海岸$万绿
园$白沙门公园等重点景区及一些重
点路段的保洁工作# 当然要做的还有
就是增加重点景区的移动垃圾桶数

量"配套重点景区垃圾收集设施#

此外"刘波表示"做好环境卫生"

加强宣传教育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

维持城市环境卫生是每一位生活在城
市里的公民都应尽的义务# 但有些市
民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只爱护属于自
己的%小家&"而不去爱护属于公共场
所的%大家&"甚至认为美化环境的工
作就是园林和环卫工人的事" 这是不
对的#这就要求"媒体和景区方面加强
环境卫生方面宣传" 逐步提升大家爱

护环境的意识" 比如可以呼吁广大游
客" 到景区游玩" 最好随身携带垃圾
袋"装好自己的一些零散垃圾"再拿去
垃圾桶处扔# 从小做起"从身边做起#

还有"环卫部门还可以跟媒体合
作"刊发一些节日环境宣传报道互动
活动"比如'同一节期同一景点的环
境卫生对比"还有你拍我拍大家拍之
类的%黑镜头&比赛活动"让大家都广
泛参与进来" 培养大家环境卫生意
识"相互督促"共同维护环境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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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国庆长假期间"海口白沙门
沙滩也曾因为环境卫生差问题被媒
体报道过# &%月&'日"记者再次来到
这里时"这里的沙滩看上去比节日期
间干净了很多"白沙门公园环境也非
常干净$优美#

记者采访了在白沙门海边游玩
的一些市民"他们有的说"今年十一
期间"他们也和家人朋友来白沙门沙

滩玩过" 当时来这儿烧烤玩的人比平
时多很多" 所以沙滩上的垃圾也就比
较多"但过节后现在卫生情况好多了#

%但话说回来"我们虽然也知道乱丢垃
圾不对" 但节日期间" 景区沙滩人太
多" 一时又找不到垃圾桶" 不知该扔
哪"看到别人随意丢"自己也就跟着丢
了#&正带外地朋友在逛沙滩的市民王
小姐这样坦诚地说#

垃圾增多"这可给环卫工增加了
不少工作量# 据了解"白沙门海滩每
天都有(名专职的环卫公司工人进行
清扫"但每天各种大大小小的垃圾仍
然充斥在海滩上# 国庆放假)天"他们
从没有休息过"每天从早忙到晚"手脚
全身上下都忙得到处酸痛# %人少扔
一点"沙滩就更干净"我们工作也能轻
松些# &一位清扫沙滩的环卫工人希
望"广大游客能体谅他们的工作"来景
区玩的话"能尽量做到不要乱丢垃圾#

%白沙门这片的沙滩环境卫生平

时清洁难度不是很大" 但此次中秋国
庆双节恰逢一起" 垃圾量比平时增多
了十倍#&负责白沙门沙滩保洁的环卫
公司一位负责人说#

中秋期间" 与白沙门景区遇到环
境卫生问题的还有万绿园景区# 据万
绿园景区管理处的岑副主任介绍"今
年由于天气问题" 该园区的游客虽然
比往年同期少一些" 但产生的垃圾量
还是平日的*+倍左右" 为此" 该园区
&,%名工人凌晨%点就全部上路清洁"

一直打扫数小时才全部清洁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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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积极搞环保" 主要是受儿子
蒋付军的影响"在海口"蒋付军是一名
资深环保志愿者#

谈起自己的母亲"蒋付军有心酸"

也有自豪# 他说"自己的父亲去世时"

母亲只有-%多岁" 她一个人勇敢地撑
起了这个家" 含辛茹苦养大了'个子
女# %我母亲心地善良"最是惜贫护弱"

在河南老家生活时" 有一些手艺人因
讨不到工钱回不了家" 她留人家在自
己家里吃饭" 人家毕恭毕敬地叫她干
娘# 遇到那些敲门讨饭吃的人"她宁愿
自己饿肚子"也要给人家吃上饭# &蒋
家几个孩子继承了母亲的坚强# 他们
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陆续来到海南创
业"在炎炎烈日下"骑着单车在街头推
销商品"经过一番努力打拼"在激烈的
市场竞争中站稳了脚跟# %我们兄弟姐
妹共'人"大姐因出嫁早在河南老家生
活"另外(人都在海南过着美满的小日
子# &蒋付军说"把老母亲从河南老家
接到海口长期居住之后" 一家人真正
在海南扎了根" 自己的一个弟弟还娶
了海南姑娘当媳妇#

老人是个闲不住的人" 这些年最
开心的事是抱上了重孙子# 一大家子
四代同堂有好几十口人"每逢节日"都
会聚在一处吃团圆饭# 遇上长假"一大
家子还会包一辆中巴车到各处旅游#

老人是个知足的人"在河南老家"很
多老姐妹都羡慕她在没有冬天的海南岛
生活# 她最喜欢这么一句话'幸福不是财
富$权大$位高"而是自在$快乐$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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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海口的变化真大啊# &赵
月英老人感叹道" 因为儿子们在白沙
门附近做生意" 她在海甸岛生活了不
少年# 前些年"一过金海岸大酒店就是
荒滩" 海甸溪两岸全是小瓦屋和低矮
的小楼房"挤得密密麻麻的# 而现在"

海边建起了白沙门公园" 孙子们最喜

欢去那里的游乐场玩" 沿海修建的马
路宽敞得很"还有很多漂亮的洋房# 变
化最大的还是海甸溪两岸" 高楼一幢
幢拔地而起"气象万千# 交通的发展更
令老人印象深刻# 她刚从河南老家到
海南时"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然后坐
船$坐汽车"路上非常辛苦# 而最近这
些年"想回河南老家方便得很"到美兰
机场坐上飞机",个半小时后就能到郑
州了# 市内公交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前
些年" 海口人少公交车也少",%路$,$

路车都是破旧的中巴车" 夏天坐这种
车热得全身冒汗# 最近这些年"所有的
公交车都换成了冷气大巴" 只花一块
钱"就能舒舒服服坐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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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海蓝天多美好啊"千万别把环
境搞脏# &老人在感叹着环境的美好之
时"时常教育儿女和孙子们"要惜福"

不要乱丢垃圾#

%保护环境要从自身做起# &老人
的儿子蒋付军说" 看着清洁工们顶着
太阳扫大街"而那些开着汽车$吹着空
调的人" 喝完水后随手就把塑料瓶往
马路上丢"情何以堪啊# 大家在海滩上

捡垃圾时更感到痛惜' 那么美丽的海
滩"居然被塑料包装袋$吃剩的鸡骨头
和玉米棒等垃圾覆盖"涨潮时"垃圾会
被卷进海里"令人触目惊心#

%我把搞环保当作户外活动" 弯腰
捡垃圾也是一种锻炼嘛#这也是对社会
的一种奉献"我的心情很愉快#&赵月英
老人说" 她身边还有好几位老姐妹"都
在为保护环境当义工" 大家的口号是
%环保尖兵多用心"日日环保有恒心"保
护地球用爱心"世界变好真开心# &

每天早上七点多钟" 蒋付军喜欢
陪老母亲在世纪大桥下的公园里散
步"路上看到别人乱丢的矿泉水瓶"两
人会顺手捡起来"一周下来"一般能够
捡到两大包的旧报纸或是塑料瓶# 与
他们志同道合的一批志愿者在白龙路
设了一个废旧物品回收屋"每逢周末"

大家会自发来到这里" 整理收集到的
物品# 大家捡来的物品五花八门"有旧
衣服$旧电池$旧雨伞$旧电器$旧纸皮
等# 能够回收的"集中送往收购站(不
能回收的"集中进行无害化处理# 卖废
品得来的钱"用来办慈善活动# 每个月
的第二个星期天" 他们会相约到社会
福利机构送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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