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明旅游环境 你我共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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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旅游要向国际化方向发
展$ 文明旅游是其中的应有之义$

海南可在推行一系列硬性规定的同
时$ 通过柔性的引导$ 激发人性美
好的一面$ 共同倡导文明旅游%& !"

日下午$ 在谈及如何共同维护海南
旅游环境时$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旅
游学院院长杨哲坤表示$ 在这方面$

国际上很多旅游热门地区都有成功
的经验可供借鉴%

威基基海滩是夏威夷黄金海岸
线上最著名的景点% #这个海滩的
开发其实也是经过一个曲折的过
程%& 杨哲坤介绍说$ 上世纪#$年
代开始$ 随着游人逐渐增多$ 威基
基海滩的沙滩质量全面下降$ 生态
系统面临严重危险' 为此$ 当地政
府首先采取了限制游客数量的方
法$ 同时通过州立法的形式$ 每周
给海滩 #放假& 一天$ 禁止游客前
往$ 让沙滩自然恢复% 现在$ 受到
保护的威基基海滩依然是夏威夷最
具魅力沙滩%

#其实$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印尼(马来西亚早年在开发热带雨林
旅游时$也一度出现了塑料袋遍布山
林的情况$ 但后来通过一些硬性规
定$逐步扭转了这一局面% &杨哲坤
说$海南是个生态省$那就要有自己

的要求$#只要这种要求是合理的$大
多数游客是会支持的&%

同时$杨哲坤认为$在倡导文明
旅游的过程中$ 柔性的引导也非常
重要% #深圳民俗文化村刚开业的时
候$景区也是非常火爆$清洁卫生成
了大问题$加派多少人手都不够用'

最后$ 景区采取了一个非常巧妙的
办法$ 每一名清洁工的工作服后面
都用非常醒目的字体写上)你扔$我
捡*四个字% &杨哲坤说$在这样的暗
示下$不到一个月$景区的环境卫生
就开始转好$ 随意乱扔垃圾的游客
减少了很多%

#从这中间$我们也能得到一定
的启示$游人来自五湖四海(各式各
样$但只要能给予良好的引导$把人
性美好的一面激发出来$ 从一硬一
软两方面入手$逐步倡导文明之风$

文明旅游其实是不难实现的% &杨哲
坤说%

此外$杨哲坤还表示$海南旅游
还应在市场选择方面有所考虑$通
过大力发展度假(休闲旅游$提升自
身的旅游品质$发展深度游(体验游
等较为高端旅游产品$ 同时对优质
的滨海( 热带雨林等生态敏感地区
的旅游资源进行保护性开发$ 提高
来琼游客的消费(文化层次$并最终
实现文明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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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丢垃圾是一种不良的习惯$对
于这种行为大多数市民表示反感$希
望可以采取必要的措施管管这种不
道德的行为% 为此$很多市民纷纷支
招为解决垃圾问题出谋划策%

幼儿园王老师表示$要养成良好
的习惯$应从娃娃抓起% 社会在发展$

时代在进步$人的公共道德意识也应
当随之进步$ 才能跟得上时代的要

求% 幼儿园和小学是最好的宣传教育
环境$从小就不随地吐痰(乱扔垃圾$

这时候受的良好教育是终身的$还可
以对家长及社会的不文明现象有纠正
的作用% 不乱扔垃圾$其实在于大家
是否都遵守$要想让大家都不乱扔垃
圾$必须有人带头$人人约束%

更多市民建议$对乱扔垃圾的人
很有必要进行处罚% 公共场所#禁止

乱扔垃圾& 这样的文明卫生规定已是
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但明知故犯者仍
是不少$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执法
不严$处罚不当%如今对乱吐乱扔者的
罚款对大多数违犯者来说$ 还是罚得
不痛不痒$教育作用不大$要治理这一
影响社会文明和环境卫生的 #顽症&$

应当从严%这样$乱扔垃圾的人在重罚
之下必然会管好自己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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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每年节假日后会产生大量
的垃圾$海口市民张先生说$其实景
区或者景点产生的垃圾$基本上不是
从景区外带来的$而是他们在景区内
就地消费造成的$属于景区旅游收入
的副产品% 尤其是饮料瓶(包装袋(餐
巾纸(干鲜果皮等$完全可以通过就
地回收(就地归类(就地投放等方法

直接处理掉$ 有些还可以变废为宝%

景区内的经营业户只管赚钱$不管垃
圾回收处理$是造成一些景区垃圾堆
积如山的主要原因之一%

#节假日游人多$ 产生的垃圾自
然多% &张先生说$既然如此$节假日
当地有关部门就应该增加人手$及时
收集清运垃圾$ 提供一个好的环境$

确保游客享受景区消费和服务不打
折% #垃圾箱满了$有游客直接将垃圾
投放到已经爆满的垃圾箱外$这不是
游客的错$而是景区服务不到位造成
的% 出现这样的局面$广大游客本身
就是受害者% 因此$这更需要有关部
门加强教育和引导$加大监督力度$提
高服务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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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你是市民还是游客$我们
应该有环保意识$ 最起码不能乱丢
垃圾果皮(不能随地吐痰等% &从山
东来海南旅游的游客范女士说$记
得她前两天去三亚$ 看到当地居民
在吃槟榔$ 然后随地吐痰现象比较

严重$ 这给她留下了不好的印象%

#一个好的卫生环境$做到这一点的
前提条件$就是要有垃圾桶$但我发
现有些景区里的垃圾桶太少% &她建
议能够在公共场所$特别是学校(商
场( 医院等人流比较大的地方多设

置一些垃圾桶%

用范女士的话说$海南最吸引她的
地方$就是因为有阳光沙滩与绿水青山$

美丽的生态环境就是海南的生命$保护
这片碧海蓝天的土地$不仅是海南每个
市民的责任$更是所有人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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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据记者了解$实际上$澜江文
化公园只是澜江新城这一宏伟蓝图
中的一部分%

临高县澜江新城控制性规划范
围是东起文澜江东岸$西至金澜大道
与中心城区外围道路相接的联系线$

南起文澜大道$北至和文水库$总用
地约"'"(平方公里%

澜江新城功能定位是+临高县的
政治(文化(教育(体育(展览中心$临
高县城标志性的景观节点$城市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优质生态组团$涵养生
态(着眼宜居的宜居组团% 其规划提
出了#一轴(一心(两带(六组团&的土
地利用总体结构模式%

按照临高县委书记李江华的想

法$即是要举全县之力$创造一套符
合澜江新城建设的新模式$将澜江新
城建设成为一座迷人的现代化城市$

使澜江新城成为临高发展史上浓墨
重彩的一笔% 打造一个以人为本(生
态优越(生活便捷(产业现代(适宜人
居的公园化县城$增强临高的吸引力
和美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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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项目启动之前$ 整个公园的设
计方案历时半年多的精雕细琢$ 先后
有多家国内外顶级设计团队参与$ 并
进行了多轮的征求意见和修改完善%

根据设计方案$ 该公园共包括三大景
观区和十二个功能板块$ 分别是+ 文
化科教区( 休闲娱乐区和生态体验
区$ 以及牌坊叙事( 历史长廊( 幸福
广场( 人生如戏( 心怡若水( 快乐时
光( 夕阳霞光( 渔歌唱晚( 文澜心
醉( 千古流芳( 平湖银镜( 百仞听涛
声等十二个功能板块%

据介绍$ 澜江文化公园项目计划
分三期建设$ 其中一期启动的主要项
目包括+

一是)'*公里长的牌坊一条街$共
建"*座牌坊% 牌坊以不同的形状展现
临高历史$ 同时$ 将把中华民族上下
+$$$年的经典楹联镌刻在牌坊上% 此
外$ 该县还将邀请中国书法家协会的

书法家为楹联题字$ 最终将这一景点
打造成集牌坊文化(楹联文化(书法文
化(石雕文化为一体的亮丽景观%

二是位于公园中轴线上的历史长
廊$长廊上设立!,$根历史石柱$将把
世界,$$$年历史和中国,$$$年历史的
朝代更迭(主要历史事件(主要历史人
物雕刻上去%走过这条长廊$就能对世
界历史和中国历史的脉络(大的事件(

主要历史人物有一个较为清晰的了
解$ 使澜江文化公园成为历史文化的
教育场所(融教于游$寓教于乐%

三是建设幸福广场$ 设置幸福女
神主题雕塑% 这一主题雕塑将与临高
角已有的热血丰碑互为呼应%

据临高县有关负责人介绍$ 该县
的目标是要把澜江文化公园建成一个
生态(休闲(娱乐公园$变成临高的一
个地标(一张名片$提高临高核心竞争
力$成为临高重点旅游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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