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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痛斥“吸血鬼饮料”——

别让“外观”毁“三观”
□本报记者 贺心群

网友吐槽：

跳舞可以，但别影响他人

@ilovedanny2：现在广场舞无处不在，
喧闹得让城市没有一块净土。

大河网网友“茄子多”：跳舞可以，但别影
响他人。不管是广场舞，还是暴走族，本质
都是扰民，人艰不拆啊！

@眺望美好：今早我不幸遭到广场舞大妈
的伤害！我在公园内人行道上快步走，上百大
妈站满了公园空地在跳广场舞，她们高度兴奋，
一个右臂外展舞姿猛击了我的面部，顿时我的
唇部破了。哎！我算服了大妈啦！我奉劝大
妈：你们跳美了，但不能伤害别人呀！

大河网网友“那时花开”：广场舞最大的问
题就是噪音污染，高音喇叭让人无法入睡。如
果不加以控制，人们会对公共场所的概念越来
越淡，如此发展下去，会越来越难管。

@ Sarah_Exception：能 理 解 退 休 人
士需要自己新朋友圈子，但也请他们理解年
轻人下班后的生活学习压力，给大家一些平
和安宁的空间。

广场舞大妈：

如果跳得足够快
孤独就追不上我

河南手机报“138********”的读者：我喜
欢和老邻居们一起走走跳跳，社会发展太
快，适合我们参与的“夜生活”太少，孩子们
都在外地工作一年半载回不来一次，如果不
找点事儿做，岂不很闷？我相信如果跳得足
够快，孤独就追不上我。

河南手机报“132********”的读者：我们
年纪大了，身体渐渐不如以前，所以我不想一
直在家看电视，我颈椎不太好，又有肩周炎，
太剧烈的运动已经做不了，广场舞容易学，我
觉得挺好，为啥就不能给我们一点空间？

大河网网友“泪洒汨罗”：我有俩儿子，
都在外地工作，我退休在家没事做，一个人
待在家都快憋出病了，自从跳上这广场舞，
多了一大帮好朋友。

网友反思：

你忍心责备自己母亲扰民吗？
@央视网评论员赵强：这一代大妈，算起

来，正是独生子女的妈妈一代。特殊的家庭
结构，注定了独生子女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养
老负担。现在医院看病又那么贵，积蓄又在
为子女买房买车中掏得所剩不多，为了避免
成为子女的负担，不成为家庭的累赘，大妈们
谁敢不自强？广场舞、暴走族，大妈们扭捏身
姿、大步甩汗，说起来，都是一种无奈、一份体
贴，一颗慈母心、一把辛酸泪。

大河网网友“寂寞神客”：今年年假回了
趟老家，老爹说老妈迷恋上了跳广场舞，每
天晚上都要去跳。可我在家的三天里，她没
有去跳过一次，邻居来叫她，她说，女儿回来
了谁还去跳舞啊，一时泪奔了。

河南手机报“139********”的读者：你们看
看父母孤寂的背影，你还忍心责怪他们扰民？

@小王同学0117：别再黑广场舞大妈们
了，我家门口的广场舞大妈们9点准时散，喇
叭声音适中，和跳交际舞的大爷大妈们从不
相互干扰，开开心心地每天锻炼，还能交流感
情。最关键的是，大妈们跳得小苹果真好看！

网友建议：

让大妈们有组织地跳起来
大河网网友“天亮说晚安”：你说她们乱

跳，那就找个地方给她们跳。你说她们暴走
占道，那就引导她们去没有车的地方。

@秋哥722：面对不断逼近的老年社会，
如何更好地满足老年人不断上升的精神文
化需求是一个重大的时代命题。这不仅折
射着公共建设和精神的缺失，还折射着公共
文化和空间的不足，如何实现老少同乐，年轻
人不是看客和批评家，而是温和的参与者、推
动者。

@niuniu88271：对这些广场舞大妈，我
觉得不能一味地指责，中国已经步入老龄化
社会，很多人退休之后便与寂寞为伍，他们所
做的一切无非是为了消磨时间，广场舞其实
和遛鸟、下棋没有区别，想解决扰民问题，不
能仅仅靠限制，还要靠政府和社区的引导。

“广场舞大妈”最近频频登上“媒体头条”，受到网友关注。
7月 15日，哈尔滨市执法局为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广场舞噪音问题，将进行集中清理整治，警告后仍不

改正的，最高可处以 500元罚款；
7月 10日，在江苏徐州，每晚七时许，上万名广场舞大妈统一着装，三人一排，大步向前暴走。由于经常

占用机动车道，干扰正常交通，受到他人埋怨；
7月 10日，河南信阳一车主因停车不当占用大妈跳广场舞的地盘，轿车被大妈们合力推出去四五米远。
有网友吐槽说，噪音扰民真烦心，人类已经无法阻止广场舞大妈了！也有网友说，不让她们跳舞，让她

们干什么？还有网友对此现象进行积极反思，为广场舞的发展寻找出路。

近日，多地媒体曝光名为“吸血鬼饮料”、“吸血鬼日
记饮料”、“吸血鬼血浆饮料”等多种“品牌”血袋饮料，在
网络和实体店铺热销。对此，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
局表示，这些产品未经任何部门批准生产，属于“三无”产
品，提醒消费者不要购买食用。有网友认为，这个已不仅
仅是食品安全问题，这样的造型更是毁“三观”，应当越早
禁售越好。

@饼饼DE妈咪：我的天哪，还有这么可怕的饮料？
这样的东西会有人买吗？要是小朋友从小喝这样的东
西，岂不“三观”尽毁？

@鸡蛋_小石头：民以食为天，食物是人们每天都要
接触的东西，如此血腥的外观，会给小朋友带来怎样的影
响？这种毒害，远比食品安全问题更可怕。

@棍棒下好员工：之前还有厕所主题餐厅，真心觉
得奇葩啊，还真有人边吃边发朋友圈，看得我恶心死了，
有关部门是否应该出面管管了？

@SunShine1983：好恶心哦，看着跟医院的血袋一
样，喝这东西的人都是美剧看多了吧？幻想自己是吸血
鬼？快醒醒吧各位，再睡工作就没了。

小区电梯损坏20多天无人管
商丘市虞城县房管局称已可正常使用

大河网网友“快乐”：虞城县阳光世纪城 9 号楼电梯
坏了 20 多天了，小区没有物业，电梯以前都是开发商负
责维护的，现在坏了却没人管，居民每天上下楼很辛苦，
请有关部门协调解决。

民声回复：虞城县房产管理局物业管理办公室回复
称，接到网友反映的问题后，该局安排专人到阳光世纪城
小区调查落实，目前问题已经得到有效解决，电梯可以正
常使用。城关镇政府正在组织该小区成立业主委员会，
待成立后将公开招聘物业管理公司。

教师利用暑假收费补课
开封市通许县教体局称已退还

大河网网友“karl”：通许县大岗李乡中心小学教师
利用暑假开设培训班，向学生收取补课费用。

民声回复：通许县教育体育局回复称，经查，期终考
试结束后，大岗李乡中心小学 3 名教师准备在暑假给学
生补课，当时有 10 多名学生交了补课费。学校校长得知
该情况后，在学校教师离校会上，强调不允许学校教师在
暑期举办任何形式的补习班。目前，3 名教师已经将收
取的 1980 元补课费全额退还给学生。

沼气池建设预交费去哪儿了？
新乡市获嘉县政府称无法查证

大河网网友“达人”：几年前，获嘉县太山乡陈孝村向
准备建设沼气池的农户收取预交费，每户 100 到 400 元。
村干部说等到国家补贴款到位就将收取的费用退还给农
户。2013 年年底，国家的补贴款到位了，可是农户的预
交款却有一大部分没有退还。请问我们的预交款哪儿去
了？

民声回复：获嘉县人民政府回复称，经查，2005 年陈
孝村为申请沼气池建设项目资金，由村里包工包料修建
沼气池。为弥补前期建设费用支出，该村以申请沼气池
建设为由，每个沼气池在申请和建设阶段共收取 100 到
200 元的现金，收取的款项全部交由时任村保管的杨某
某保管。由于时任该村的村会计和保管均已去世，该笔
款项总数和收支手续无法查证。经时任村干部和村民小
组长称，该款项总数已记不清，款项全部用于村内沼气池
建设的人工工资和工程用料等支出。1 月 21 日，太山乡
会计工作站向陈孝村发放沼气池补贴，其中 125 户通过
粮食直补存折发放，每户 1406 元共计 175750 元，5 户发
放现金补贴，每户 1406 元共计 7030 元。

壹号广场无手续违规建设
洛阳市珠江路办事处称正在报批

大河网网友“selena”：洛阳市壹号广场在没有办理
手续的情况下，在壹号城邦车库上方、小区围墙上加盖各
种建筑，给小区居民生活带来不便。

民声回复：洛阳市珠江路办事处回复称，壹号广场项
目被列为“洛阳市 2013 年度第一批省市重点项目”，所引
进的商家为国际高端品牌，由于品牌商要求壹号广场设
立专业品牌仓库，否则将停止双方的合作。壹号广场为
避免项目搁浅所带来的巨大损失，按品牌商的要求在壹
号广场设立了品牌展示中心及品牌仓库。目前，壹号广
场仓库项目正在报批之中。 （本栏目主持人 张 磊）

“黄河边渔家乐早就该取缔了，垃圾直接
扔进黄河，严重危害水源。”大河网网友“uuin”7
月 15 日在大河论坛发帖说。

据媒体报道，因可能危及郑州饮用水安
全，郑州黄河花园口 39 家渔家乐、农家乐面临
关闭。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对黄河花园
口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环境问题挂牌督办，要求
取水口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一级保护区内 39 家
农家乐、渔家乐，于 9 月底前取缔。此消息引发
网友的讨论。

支持：污染水源，坚决不留
@鼻尖儿上的奶油：周六去黄河边玩，亲

眼看到渔家乐的工作人员把各种垃圾直接往
黄河里扫，支持取缔。

@梅兰竹菊_1131：终于有人管啦，完全赞

同，保护水资源。
@马到成功7125：有些渔家乐，饭菜不怎

么样，卫生条件差，苍蝇乱飞，早就该取缔。
@花开几度春秋几何：必须取缔，他们占

用公共场所发财，危害公共卫生，应严厉打击。
大河网网友“暖宝宝”：在船上吃饭感觉是

不错，我还以为他们垃圾统一回收的，直接倒
入黄河，这就不能忍了，以后再也不去了。

大河网网友“环环紧扣”：这种所谓的渔家
乐，根本乐不起来，东西比市里面贵得多不说，
卫生条件也让人揪心。如果按照正常餐馆的
标准审视他们，绝对没一个过关的。

@绿色郑州：应该下决心！郑州市白庙水
厂取水口位于黄河花园口处，上游 1000米到下
游 500 米范围内为一级水源保护区，严禁生活
垃圾和污水排放。

建议：上岸、搬家、归整中不中？
@君悦-1988：在符合相关规定的

情况下，引导规范下也许更好吧，那些经
营者也是弱势群体，他们靠这养家糊口
呢。

@老中青1948：如果搬离水源地，上
岸经营，管理好，垃圾集中收集处理，是不是能
够“变废为宝”，毕竟它是花园口景区内的一种
服务，方便游客。

@王保赢：做好渔家乐，建议有一个！环
境远程来监控，发现污染要叫停！

@云小端 1896462641：上 岸 、搬 家 、归
整。环保，生计两不误嘛。

@0394周可可：这是一个机会，改造升级
渔家乐，首先政府拿出少量启动资金建立渔家

乐近郊旅游公司，由公司来执行管理，然后向
社会募集资金，用大家的钱为大家办事，还能
让大家一起赚钱，更重要的是政府可以对渔家
乐进行直接领导和管理，让市民放心，让政府
放心。

大河网网友“沟沟壑壑”：水源地自然不
能污染，但是渔家乐也体现了百姓的一种需
求，升级是最好的办法。相关部门应该规划
一些区域，制定好标准，符合的进入，不符合
的淘汰。

郑州黄河花园口 39 家渔家乐将被取缔，网友——

渔家乐怎样让人“乐”起来？
□本报记者 张 恒

大河网网评员“寒江雪”：

广场舞不应被妖魔化

广场舞本身是一种健康积极的健身
运动，但不知何时起，广场舞突然成了一
种带有负面色彩的社会现象。提起广场
舞，人们的眼中就带有嘲讽和憎恨的意
味，而关于广场舞的负面新闻也常常更
容易引发大众的热议。如此现象，主要
是因为一些跳广场舞的行为对周边居民
的生活造成影响，而且满大街都是大妈
跳广场舞，引发市民视觉疲劳。此外，自
媒体时代，跳广场舞的大妈们是没有话
语权的，妖魔化加剧而无法自辩。

正如很多人所说，大家对广场舞本
身没有意见，对大妈们也不抵触，只要在
早晚跳舞的时候，注意降低喇叭的音量，
不要扰民，不要对周边人群造成噪音干
扰，绝大部分人还是可以接受的。我们
都会有老去的那一天，希望不管是媒体
还是拥有自媒体话语权的年轻人，也应
多理解，多出主意，想办法，而不是冷嘲
热讽，去憎恶、孤立。

大河网网评员李振忠：

不让跳舞，
让“大妈们”干点啥

过去在公园中常见的太极拳运动、
广播体操运动、形形色色的集体气功运
动，无一不是老百姓乐于参与的健身活
动。“广场舞”也好，“暴走族”也好，不过
是这种群众健身运动的最新方式。有了
广场舞、太极拳运动之后更显人居活
力。因此说，无论是任何一种形态的“广
场舞”、“暴走族”，都是我们城市中一道
亮丽的人文风景。

作为老年群体，他们的人文生活出
口在哪里？健身需求的满足渠道又在哪
里？健身房去不起，高档会所更是望尘
莫及，广场舞又颇受诟病，“暴走族”也受
到“占领”道路的指责。城市管理者，你
们给“暴走族”、“广场舞”一族安排丰富
的文化盛宴了吗？

7 月 15 日晚，焦点网谈记者来到郑
州市 21 世纪社区里。天刚擦黑，小广场
里的音乐就已经响了起来，炎热的天气
并没有减退大妈们跳舞的热情，一曲终
了，不少人已经大汗淋漓，她们一边喝
水，一边聊着家长里短。在人群中，记者
见到了退休在家的刘阿姨，刘阿姨告诉
记者，她女儿女婿白天都上班，所以她要
在家帮着带孩子，到晚上才有时间出来
和这些老朋友聚聚。刘阿姨说：“这里面
好几个都是独居在郑州的，如果晚上没
这活动，胳膊腿早就僵了，跳个舞不但锻
炼身体，也能找个聊天的伴儿。”

在跳广场舞的人群中，记者发现，这
里面还有几个年轻人，小赵便是其中一
个，她告诉记者，广场舞并不是大妈们的
特权，下班之后来扭一扭，不但身体好，
就连睡眠也比以前好多了。她从最早的

“佳木斯”跳到现在的“小苹果”，体重减
了十多斤，现在她的很多同事也开始跳
了。

“其实运动下挺好的，只要引导好、
协调好，应该不会扰民，我相信大家都会
接受广场舞的，全民健身嘛。”小赵说。

白天看孩，晚上跳舞，
这就是生活！

7月 16日上午，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
公共管理学院教研室主任刘英基在接受
焦点网谈记者采访时表示,要辩证认识广
场舞的进步与缺陷，广场舞之所以带来噪
音污染、扰民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究其原
因，一方面是部分广场舞组织者的综合素
质不高，对公共环境、公共交通和公共秩
序的维护意识不足。另一方面是部分地
方政府部门工作不细致，缺乏科学的引导
手段。此外，社区、政府和广场舞组织者
缺乏有效的协同合作治理机制。

刘英基说：“政府相关部门要引领和
规 范 广 场 舞 ，让 其 成 为‘ 文 明 ’与‘ 时
尚’。街道和社区要加大对广大市民的
社会公德与综合素质宣传教育，而环境
执法部门要和街道、社区合作，通过墙
报、网络、电视等多种形式加大宣传教
育，提升广场舞参加者的守法意识。要
积极完善、合理规范广场舞的相关政策，
构建基层政府部门、社区与广场舞组织
者的协同治理机制。县区、乡镇和街道
办事处等基层政府和社区、广场舞组织
者协同合作，明确规定广场舞活动的空
间、时间范围和音响响度等。”

要引导广场舞
走向“文明”与“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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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带孩子没时间，健身房太贵去不起，在小区跳舞又遭冷眼

广场舞该迈出什么步？
□本报记者 亢 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