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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这座城市有好多得天独厚之处，但对于露天游泳爱好者来说，却不是一个理想之地——这里不靠近大
海，没有一望无际的淡水湖，也没有一条四季水质清澈的大江大河，也没有像南湾湖那样的大水库……

关键词 龙湖游泳今日评论

“龙湖冲突”究竟该怎样化解？

保安管不了，民警不愿
管，这就导致龙湖野游屡禁
不止。如何改变这种持续
很久的痼疾？有识之士提
出修改《龙湖水域保护管理
办法》，并出台新规，对那些
不及时处理问题、总是把小
问题拖成大问题的责任人
进行惩罚。这是好主意。

但是，规定是死的，人
是活的，再完美的规定如果
不落地，连画饼都不如；再
严格的条款如果不执行，就
徒具观赏意义。即便修改
了管理办法，如果监管人员
仍不愿意管理，修改管理办
法的意义就会大打折扣。

实际上，经由郑州市人
民政府第 26 次常务会议审
议通过的《龙湖水域保护管
理办法》，已经赋予了郑东
新区管委会负责具体组织
实施该管理办法的职权。
于此而言，管委会就有责任
依法管理，不可稍有懈怠。
我们常说守土有责、守土负
责、守土尽责，这个责不能
说说而已，而应该通过行动
体现出来。

多年前，坊间流传“七
八顶大盖帽，管不住一顶破
草帽”的说法，如果说那时
候管理主体纷杂，各吹各
调，而如今管理主体早已明
晰，再不管好就说不过去
了。责任主体明确后，如果
仍不作为，就涉嫌为官不
为。中央早就提出，既要惩
治乱作为，也要反对不作
为，庸政懒政是不允许的。
李克强总理曾明确表示，为
政不廉是腐败，为官不为也
是变相腐败。这就说明为
官不为绝非小事，处理为官
不为绝非儿戏。如果问责
机制健全了，相信没有哪个
管理者不害怕被问责。

同时，还可以设立奖惩
机制，激励公民举报野游
者，每有效举报一次就奖励
若干奖金。对野游者也可
施行处罚机制，设立阶梯式
处罚，第一次被发现野游可
处以较低罚金，若第二次被
发现则罚金翻倍，若第三次
被发现则必须受到更严厉
的处罚。

处罚当然并非维护秩
序的最佳方式，但是不少时
候又离不了处罚，香港、新
加坡等地公民规则意识强，
不是他们天生守规则，而是
在规则规训下养成了守规
则的好习惯，与之相对应的
是，如果破坏规则就付出沉
重代价，这是他们不敢乱来
的主要原因。遏制龙湖野
游并无捷径，靠监管发力，
靠问责发力，靠处罚发力，
才能逐渐实现目标。

□乔志峰

龙湖并非露天游泳场，不
管是水深还是水质，都难以符
合正规游泳场的要求，更别说
配备专业救生设施和救生人
员了。禁止在龙湖游泳，不仅
是为了保护环境和水质，对游
泳爱好者的安全和健康也是
一种呵护。

不过同时也要看到，爱好
游泳的市民有不少，而随着夏
季的到来，露天游泳场无疑颇
受欢迎。不管是从人性化管
理、满足市民需求的角度，还是
从“疏不如堵”的管理智慧来
看，单靠加大管理力度（也就是
我们常说的“严管重罚”）恐怕
很难奏效，还容易招来惰政、懒
政的质疑。在其他地方建起正
规的露天游泳场、给市民一个
能够痛快游泳的地方，才是从

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多赢之道。
当然，露天游泳场并非说

建就能建，必然会面临诸多实
际问题，甚至遭遇某些困难掣
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其他
地方是如何做的、有哪些经验
可供借鉴呢？略加梳理可知，
其一，将露天游泳场与“全民健
身”相结合。例如安徽亳州，将
露天游泳场纳入“15分钟健身
圈”锻炼设施和场所之列，得到
政策和资金的支持；其二，赋予
露天游泳场以公益属性。例如
海南儋州，游泳场从启用之日
起为城区内各中小学校近 12
万名学生进行游泳课全免费培
训，每个学生每个学期不低于
10 课时；其三，将游泳场与其
他公共服务整合在一起。例如
广州佛山，露天游泳场免费对
办卡市民开放，还推出“佛山新
城一卡通”，该卡具有会员积

分、游泳、停车、游园自行车等
业务功能，16岁以上市民只需
凭有效身份证即可办理。如果
郑州也建起更多类似的场所，
游泳爱好者就不会去龙湖扎堆
儿了，由此带来的管理难题和
尴尬局面也将迎刃而解。

建露天游泳场，最大的难
题或许还是选址。此前有媒体
报道，作为郑州的备用水源地，
西流湖曾是一个波光潋滟、蓝天
碧水的地方。可不知从什么时候
开始，这里的污染逐年加重，湖周
边到处是生活垃圾，从各个方向
流出的生活污水直接排入了湖
内，湖水开始发绿发臭。那么，郑
州是否可以将建露天游泳场与水
体治理和环保事业结合起来，一
方面还市民蓝天碧水，一方面给
市民增加游泳、锻炼的地方
呢？相信只要“发动群众”，市
民能够推荐不少备选的地方。

□岳建国

郑州这座城市有好多得
天独厚之处，比如这里一马平
川、地平如镜，骑自行车、开车
省力省油；比如有取之不尽的
城市用地，不用挖山，也不用
填海造地；比如树木在这里生
长得特别茂盛，梧桐树要不了
几年就遮天蔽日……但对于
露天游泳爱好者来说，却不是
一个理想之地——这里不靠
近大海，没有蔚蓝的有着白色
沙滩的海湾；也不处于低洼之
地，没有一望无际的淡水湖，
也没有一条四季行舟水质清
澈的大江大河，甚至也没有像
南湾湖那样的大水库，真的不
是一个露天游泳的好地方。
对于这个不大的群体来说，很
遗憾，我们可以尊重他们的爱
好，可以体谅他们的渴望，可
以对他们的苦恼表示理解，但

是，对于他们成群结队与保安
人员玩猫捉老鼠游戏、甚至动
用武力天天到龙湖去游泳这
种行为，笔者无论如何都无法
理解，更不能赞同。

为什么呢？
龙湖不是一个闲置的野

湖，而是一个花费巨资打造的
人工湖，其目的是为了缓解这
个城市因缺水而导致的过分
干燥，是为了让市民有一个公
园式的人工水景。为了水质
清洁，我们不得不对引来的黄
河水进行过滤。当初为何把它
放在郑东新区的核心位置？为
何把它建造得这么大？就是想
让它拥有杭州西湖那样的功能
和效果，就是想让它和北京的
颐和园或者北海公园相媲美！
想想看，在这样一片水域内，能
是市民随随便便在游人面前脱
下衣裤下湖游泳的地方吗？谁
见过杭州市民三五成群在西湖

游泳了？谁见过北京市民赤身
裸背在颐和园或北海公园游泳
了？没见过吧，因为这是城市
的眼睛甚至灵魂，在里面游泳
既不文明又影响湖水清洁，而
且还会发生危险，龙湖不是已
经发生多起游泳者溺水死亡
的事故吗？

天下没有应有尽有、尽善
尽美的好地方，任何城市都没
有能够满足所有人爱好的城
市文化体育设施。比如一些
郑州人像北欧国家的人那样
非常爱滑雪、溜冰，也有一些
郑州人很喜欢像大海边的人
那样去冲浪或潜水，为了这些
爱好他们不远千里到外地去

“过爱好瘾”，如果不冷和缺水
的郑州市都去想办法创造条
件满足他们的爱好，那得需要
多花多少钱？所以，个人爱好
也有必要考虑因地制宜，尤其
是这类群体还非常“小众”时。

□王册

近日，一则题为《关于人民大
学雷洋同学意外身亡的情况说明》
的帖子在网络空间热转。文章称，
5 月 7 日晚，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生
雷某从北京昌平家中出发前往机
场接亲属而后失联；次日凌晨，家
属接派出所消息，雷某涉嫌嫖娼，
在被警车带往派出所途中因心脏
病突发死亡。

靠个人奋斗考入名校、留京就
业，年仅29岁、初为人父，却与“嫖
娼”“警察”“死亡”等字眼紧密联系
在一起，这样的故事，很难不引发
网友的关注。面对逐步升温的网
络舆情，“平安昌平”9日晚发布了
消息。根据昌平警方通报，民警接
群众举报将涉嫖男子雷某带回审
查，由于当事人“抗拒执法并企图
逃跑”，遂“采取了强制约束措施”，
在此过程中，雷某“突然身体不
适”，送医后抢救无效死亡。

应该说，警方公布信息及时且
必要，有助于还原事实、回应关切，
是司法公开的实际举措，体现出一
种进步。但寥寥数言，尚无法确证
当事人的违法事实，也缺乏事发具
体时间、地点、经过等关键要素。
更重要的是，围绕此事，在家属的
说法与警方的声明之间，存在一定
程度出入，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
步厘清。这种背景下，人们在为生
命消逝而惋惜的同时，多种猜测、
质疑的声音也一并在网上传播开
来。有网友如此留言：“疑点重重、
扑朔迷离，真相究竟是什么？”

无论如何，一个生命的意外陨
落，都足以令人痛惜，更何况还是
一位年轻的父亲。这也提醒人们，
与其八卦当事人的个人信息、成长
历程、家庭关系，莫如聚焦人命本
身，切实尊重死者。当天晚上究竟
发生了什么，事实到底是怎样的，
执法过程是不是存在瑕疵，责任如
何厘清……围绕这起不幸事件的
诸多细节，还有待相关机构进一步
调查核实，以提供更多的证据、认
真回复死者家属的疑问，并在必要
的情况下适时予以公开。

其实，无论一个人毕业于哪所
学校、处在什么样的社会阶层，褪
去外在的种种“标签”，每个人都是
普通公民，都面临着最基本的生命
权如何有效保障的问题。“人命关
天”，对司法机关而言，如果在执法
过程中，当事人遭遇了非正常死
亡，那么对死因的说明尤应审慎、
全面。只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解答、
作出经得起核查的结论，才是对死
者及其亲属最负责任的交代，也才
能从根本上疏导公共空间的不信
任情绪。据媒体报道，检察机关已
介入并开展侦查监督工作，死者家
属也聘请了律师介入此事，期待事
件最终得到公正解决。

不弃微末、从点滴做起，法治
灯塔才能照亮社会的每一处角
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努力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
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当一个普通
人的意外之死激起网络热议，这种
关切与讨论，既是对有关部门应对
舆情能力的考验，更是开展互动、
树立司法公信的一次契机。

【编者按】去年实施的《龙湖水域保护管理办法》明确禁止在这里游泳，但野游者与巡逻者的博弈一直没断。大河报报道了游
泳者与巡逻者发生冲突的事件，虽然肇事者被警方带走，但来这里的游泳者却我行我素，旁若无人。对此，郑州冬泳协会会长李宏启
告诉记者，郑州目前注册的游泳爱好者有800多人，但郑州没有河湖水域让游泳，而周边洛阳、周口、开封、许昌等地市都有开放的水
域供野游。这个问题拖延下去肯定不行，究竟该怎样解决呢？本版刊发几篇观点各异的评论，供市民和城市决策者参考。

为官不为
当被问责

应该给郑州市民一个痛快游泳的地方

龙湖是城市的眼睛，必须禁止游泳

“涉嫖被抓身亡”：
以公开守护公正

人民日报5月10日刊发评论

□秦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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