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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了高速公路，只要看见路边有一堆堆垃
圾、小贩随意占道经营、车辆大排长龙，说明你已
进入乐东境内。”这是乐东人曾经无奈的自嘲。
此前，乐东城乡环境“脏、乱、差”一直备受诟病，
尤其是当地人有嚼槟榔的习惯，在路面上、墙壁
上、花草上、树干上，都有槟榔水的身影，当地百
姓也见怪不怪。

但这两年，乐东环境卫生状况大大好转，甚
至成为学习典型。据了解，2013 年以来，乐东打
响城乡环境卫生整治攻坚战，全县上下推进市容
村貌等整治工作。县城各街道分段分片，划出责
任区，由 115 个县直机关单位包干，进行全天候
保洁管理，并督促沿街店铺落实“门前三包”。喊
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做出样子。乐东四套班子
成员每人驻点一个乡镇，全程负责整治工作。县
委书记林北川驻点九所镇，顶着烈日扫大街、洗
槟榔水，一扫就是一个星期。

治理随地乱吐槟榔水顽疾，乐东重于言传身
教。干部在劝说教育的同时，主动清理冲洗路
面、墙壁、围栏上的槟榔水。群众吐，马上清洗；
群众再吐，再清洗；群众还吐，继续清洗，不懈的
努力感化一位位群众自觉停止随地乱吐行为。
80 多岁的邢阿婆嚼了几十年槟榔，每次上街前都
会在口袋里装个塑料袋，“在家嚼槟榔有垃圾桶，
在外面就吐在塑料袋里。”现在，每每看到有年轻

人随地乱吐槟榔水，她都会主动上前制止，批评
他们不讲卫生。

此外，乐东抓好宣传教育，让环卫观念深入
人心。卖槟榔的小摊贩会自觉备上垃圾袋，卖槟
榔时一并“送上”，不让槟榔水随地乱“跑”。加大
经费投入，提升城乡环卫功能；推进乱搭乱建、乱
堆乱放、乱设摊点、乱拉乱挂、乱贴乱写乱画、乱
扔乱吐“六乱”集中整治；完善长效机制，推动环
境卫生管理常态化，先后出台了《城乡容貌和环
境卫生管理办法》、《环境卫生长效管理意见》、

《县城重点路段和地点卫生管理制度》、《农村环
境卫生整治标准》等相关制度措施。同时，将环
境卫生综合整治列为各镇、各部门年终考核五项
内容之一，实行一票否决制，建立每月考评制
度。县纪委对各责任部门进行履职监督；成立由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县委督查室、县委组织部、
县政府督察岗和县电视台组成的督察组，不定时
对各乡镇进行巡查考评，巡视情况进行月度评分
排名。考评结果处于末位的乡镇，乡镇主要领导
和驻点县领导在电视上向全县人民检讨。

就是在这样多管齐下、多措并举的行动下，
乐东谱写了“乡风文明 村容整洁”的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新篇章。2013 年，乐东被评为省级卫生
城市，荣获全省环境卫生整治特别进步奖；2014
年，环境卫生整治工作全省综合排名第一。

12 月 23 日，河西路人行道上仍有人乱吐
槟榔水。 本报记者 孙清 摄

本报推出的“向乱吐槟榔水陋习宣战”系
列报道引起市民网友的持续关注，大家纷纷给
整治乱吐槟榔水行为支招。网友“@haonan-
hai123”在天涯社区发表了一篇题为《三亚城市
文明的伤疤槟榔汁如何根治？》的文章，呼吁全
体市民共同整治乱吐槟榔水这一不文明行为，
以下是经过本报记者整理后文章的主要内容：

说到地上鲜红的槟榔水，一直是我心中的
痛。作为一个国际旅游城市，随地乱吐槟榔水
的行为给这座美丽的旅游城市抹了黑，降低了
这座城市的形象和品位，给三亚市民的文明形
象抹了黑。浓浓的槟榔水从嘴里一吐，混着口
水和槟榔渣的汁水飞溅在马路上、电线杆上、
花池里、洗手池里，不看还好，看到了让人心里
作呕。槟榔水的颜色特别刺眼，这里面有许许
多多的病菌，汁水慢慢地渗透到地板里，就算
环卫工人再怎么清洁，都无法彻底清除，破坏
和污染这座城市的设施和环境。这一吐，不仅
影响市民的健康，如果被我们的下一代看到，
还是一个不良的示范。乱吐槟榔水这一个陋
习没有解决，三亚这座美丽的城市就没法进
步，文明程度将得不到提高。

无论是刚刚铺好的新路还是老街巷，都能
看到鲜红的槟榔水，有的甚至已经发黑发臭。

记得我有个外省同学初到三亚，看到满地鲜
红，误以为是鲜血，当时就惊慌失措以为发生
了什么事。看到从人们嘴里吐出的汁水，还以
为是这个人吐血了。后来得知这是吃出来的
槟榔水时，她才松了一口气。

乱吐槟榔水行为这么不好，没有管过吗？
其实这种不文明行为在很多年前就被列为“三
亚十大不文明行为之首”，也曾经断断续续整
治过，但是效果如何？我们看看现在的三亚街
道就知道了。现在情况依旧严重，乱吐槟榔水
现象依旧普遍。

改变陋习要宣传教育，但这还不够，一定
要出台相应的措施加以整治。为什么多年的
治理还是无法根治？说到底，还是因为这种不
文明行为所付出的代价太低，甚至不用受到任
何处罚。为了图方便，有人随便吐、随地吐、随
时吐。

不久前三亚曾经出台《三亚市城乡容貌和
环境卫生管理办法》，规定对乱吐痰、乱吐槟榔
渣水、乱倒生活垃圾等违法行为处 50 元罚款和
责令清除。这个办法很好，但是我们发现，政
策出台了，监管却缺失了。没人监管，不文明
行为依然存在，没有得到有效遏制。

谁去监管呢？这是一个问题，需要我们全

社会共同参与。当参与的人多了，影响就更
大，被监管的人就不会去乱吐乱丢。首先可以
招聘一些固定的监管员监管三亚主要街道路
段，配合执法部门、园林环卫部门工作人员一
起监管，用罚款的钱来补贴监管员。还可以招
募中学生、大学生以及“候鸟”老人等当志愿
者，共同监督和治理乱吐槟榔水等不文明行
为。借三亚“创文巩卫”的契机，联合各媒体积
极参与整治报道，建立良好的舆论氛围，对不
文明行为进行曝光。

错不在槟榔，错在我们乱吐的那一刻。槟
榔是南药，具有清洁牙齿和药用价值，也是海
南农民致富的产业之一，还需要大力培育。

最后建议建立长效管理机制，持续管理。
毕竟乱吐槟榔水陋习一时半会儿难以改变，需
要长期抓、长期管，做到有错必罚，教罚结合。
罚款不是目的，目的是让人们学会自觉遵守文
明规则，不乱吐槟榔水。

维护和爱护三亚这座美丽城市是我们所
有市民、游客的义务。远离脏乱差，需要大家
共同努力，只有这样才能让三亚这座城市更文
明，更美丽。

（本报记者 陈吉楚 整理）

拟申请建立的海南三亚东河国家湿
地公园（试点）已通过专家实地考察论证
和专家评审。按照《湿地保护管理规定》
和《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办法（试行）》的要
求，为体现公开、公正的原则，征求公众
对国家湿地公园设立、建设和管理工作的
意见，现对拟建的海南三亚东河国家湿地
公园（试点）进行公示。

公示期间，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采用
来信、来电和来访的方式，发表意见、建
议或反映问题。国家林业局将对反映的
问题进行核实，并对来信来电来访者的姓
名和单位严格保密。

一、公示日期：2016 年 12 月 23 日-12

月 27 日（5 天）
二、国家林业局受理电话、信箱和来访

地址
电话：（010）84239119、（010）64299898
传真：（010）84239013
电子邮件：wetlandpark@sina.cn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阜通东大街

12 号宝能中心 A309 国家林业局湿地保护
管理中心（信封请注明国家湿地公园公示）

邮政编码：100102
三、进行公示的拟建海南三亚东河国

家湿地公园（试点）位于海南省三亚市，
总面积 703.45 公顷，功能区划图见附件。

2016年 12月23日

国家林业局
关于对申报建立海南三亚东河
国家湿地公园（试点）公示的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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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发文呼吁全体市民
共同治理乱吐槟榔水行为

低潮
时间

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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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

三亚湾 优 24.8 20:15 12：13
大东海 优 24.7 19:58 12：01
亚龙湾 优 24.8 19:56 12：00
海棠湾 优 24.6 19:35 1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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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之石

网友支招

乐东黄流镇整
洁干净的街道。

机关干部上街打扫卫生（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