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州，去年

12

月，天河公园

去年12月，全国“全民健身示范城市(区)”

试点工作总结会议上，代表四川参加会议的金

牛区文化旅游和体育局局长刘明书曾向记者

透露，在会议期间相关方面推介的一套针对健

身噪音扰民的科技产品，引起了与会者的广泛

关注。

据介绍， 这套科技产品是由一家公司开

发，在有条件的健身广场、绿地投建大LED屏，

健身者可以边看边舞。 如果担心声音扰民，健

身者可以戴上无线耳机“自娱自乐”。刘明书

说，“对于这些设施如何管理， 还必须有一个

具体的方案。比如说耳机，如果多人重复使用

就有卫生和爱护问题，可以让健身者交一定的

押金，由自己保管免费使用，当然之中还有很

多问题需要出台细则。”

“作为全民健身示范城市试点单位，金牛

区正在积极筹划，把其作为推动全民健身深入

开展以及惠民措施的手段，准备先在几个广场

进行试点，如果效果好将大面积铺开。”刘明

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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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你讨论如何

让坝坝舞更和谐

强身健体 、 交朋

友、追溯青春回忆……

大叔大妈们跳坝坝舞

的理由能找出一堆，但

真正引来矛盾的是喧

闹的背景音乐 。“广场

舞不是问题，噪音才是

问题。” 破解广场舞的

噪音扰民问题，你有什

么妙招？正在跳坝坝舞

的你 ，如何看待 “无声

广场舞”？ 你是否愿意

说服小区楼下的阿姨

们， 戴上无线耳机？成

都商报今日起开通热

线

86613333-1

，邀你讨

论如何让坝坝舞跳得

更和谐。

在“大家乐激情健身舞”的老板邓梦

岚看来，戴耳机的无声广场舞让激情健身

舞变成了 “哑巴舞”。“我觉得还是更适

合小区推广，”邓梦岚说。

成都市人民公园党委书记冯惠玲说，

试验的初步情况已上报。与在人民公园推

广相比，如果戴耳机跳坝坝舞的新方式能

在小区推广，可能效果会更明显。

人民公园办公室主任黄刚介绍，公园

管理处几乎每天都能接到一起关于噪音

扰民的投诉。“但坝坝舞并不是人民公园

最大的噪音来源。”昨天，成都商报记者

在公园内看到，整个公园犹如一个综艺大

广场， 除了广场中心位置的两支坝坝舞

团，青羊区童心艺术演出团、东方情韵艺

术团等多家演艺团队和5、6家露天KTV也

盘踞在广场外围，各种不同的音乐声震耳

欲聋。记者站在跳舞人群十米开外的广场

边缘位置，用手机上的多种分贝测试软件

进行测试，数值在95到100分贝之间。

冯惠玲介绍，人民公园的噪音源“太

多、太复杂”，演艺团队、露天KTV、坝坝

舞，甚至还有老年人把扩音器带进来边走

边放，“单纯掐断坝坝舞这个噪音源显然

不能治本。”为了让降噪见到实效，公园

方也在同城管、街道办事处、环保局和公

安一同研讨，希望多管齐下，形成一个更

有效的降噪方案，解决周边住户的困扰。

“发出的100份问卷中，有近7成体验

者提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冯惠玲说，

从问卷情况来看，“无声广场舞” 在人民

公园的舞者中接受程度还不高，多数体验

者认为，“耳机舞” 更适合在住宅小区内

推广。 也有人表示，“来公园跳舞就是感

受氛围，如果在小区内推广，愿意佩戴。”

冯惠玲称，下一步，公园方将进一步联

系城管、社区、派出所、老龄委等相关单位

参与试点，完善各项试点数据。同时把收集

到的试验效果反馈给市林业和园林管理局

和相关执法部门， 虽然能否推广还有待观

察，但冯惠玲坚信，为坝坝舞人群免费发放

耳机是一个有益的尝试。“或许我们的经

验可以提供给部分住宅小区， 让居民的生

活环境更安静，邻里关系更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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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边厢俄罗斯的采购商在各大鞋企展厅

看款式、询价格，那边厢大批市民涌进鞋都·奥

特莱斯淘相因。正在武侯区中国女鞋之都举行

的2014成都国际鞋展呈现出一派热闹景象。记

者获悉，昨日很多国外采购商已进入本地鞋厂

实地考察，预计成都鞋企将收获不少订单。

鞋展期间， 中国女鞋之都园区三大商城

（鞋都·奥特莱斯鞋城、武侯直销鞋城、武侯皮

革城）首次实现联动，组团营销。三大商场将为

国内外客商及消费者提供大量优质鞋类、 箱包

和皮衣。一场“靓鞋风暴”正在女鞋之都掀起，

买赠、 换购等现场活动吸引了大批成都市民驻

足消费。鞋展主办方表示，他们将通过此类活动

提升园区人气，扩大下游渠道，创造产业商机。

一大早， 来自新都的刘女士就赶到鞋都·

奥特莱斯选购女鞋。她说她是通过报纸看到成

都国际鞋展的消息的。“我得知很多俄罗斯人

来这里采购女鞋， 想必本地鞋子质量不错。以

前我都是在商场买鞋，品牌大多数是外地或者

国外牌子。 今天我想看看能不能找到中意

的。”她在各个鞋企柜台仔细对比，最后买走

了3双女鞋，总共花了不到800元。

针对消费者的优惠活动将从鞋展开始一

直持续到5月11日。 其中在鞋展期间及五一节

期间（4月23日～24日，5月1日～5月3日，共5

天），凡在鞋都·奥特莱斯鞋城购物消费满218

元的顾客， 可凭当日收银小票前往抽奖处抽

奖，奖品包括洗衣机、微波炉、电热水壶、柠檬

杯、晾衣架、抽纸等。4月25日～27日，在鞋都·

奥特莱斯鞋城购物消费满158元的顾客， 可凭

当日收银小票前往鞋都·奥特莱斯鞋城北门舞

台处换购小商品。1元换购鞋蜡1个 （每日限

100名），5元换购洗衣液1瓶（每日限80名），9

元即可换购煮蛋器1个 （每日限50名）。5月11

日母亲节期间，带着小朋友买鞋的妈妈们可以

在鞋都·奥特莱斯鞋城得到康乃馨一朵。

各大鞋类品牌也在“靓鞋风暴”上打出了

低折扣牌。红蜻蜓推出夏季单品6.5～8.5折的活

动，特价商品从9元到200元不等。华伦天奴全场

3折起，卡丹路全场1折起，袋鼠全场1折起，啄木

鸟全场女鞋6.8折起，特价男鞋120～199元……

2014成都国际鞋展组委会负责人彭军介

绍， 此次展会是中国西部鞋业原产地盛会。原

产地的优势就是在于距离鞋业制造、零售批发

最近，展览展示到生产端零距离，充分降低了

采购成本，是国际批发贸易最便捷的采购渠道

和平台方式。

成都商报记者 唐小涛

图片由四川外销鞋城提供

2014成都国际鞋展掀起“靓鞋风暴”

5厘米小坎

轮椅车难上地铁

成都地铁公司回应，按

技术规范标准建造， 如有乘

车困难，可提供帮助

一名残疾人想要坐地铁， 但地铁

门开了， 他的电动轮椅驶不进去。原

来，车厢地板比站台地面高出一截，轮

椅的轮子卡在这里了。近日，实名认证

为“成都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微博

发出一名残疾人乘坐成都地铁的遭遇，

质疑地铁如此设计是否存在不合理的地

方。昨日，地铁公司回复称，这是按照相

应的技术规范标准建造的，如乘车困难，

他们可提供帮助。

昨日， 成都商报记者找到这名残

疾人士廖国龙。 他说自己常常一个人

去坐地铁， 发现轮椅很难直接开进车

厢：不管是1号线还是2号线，列车车厢

地面普遍比站台地面高出好几公分，

“对残疾人来说是一个障碍。”

为了证实这个说法，昨日，廖国龙

带记者体验了1号线和2号线的牛市口、

天府广场、锦江宾馆、华西坝等5个站点，

尝试自己进入车厢，但无一成功。

为何存在高差？ 成都地铁运营公

司的专业技术负责人介绍，地铁1、2号

线，以及在建的地铁线路，均根据强制

性标准 《城市轨道交通技术规范》

《地铁设计规范》进行设计建造，标准

要求， 车站站台不应高于车辆客室地

板面，站台的装修面按低于空车（新

轮）客室地板面50毫米计，这一高差

经上海、 广州、 深圳等地铁的运营验

证，证明是合理的，之所以如此设计是

为了保障下车乘客的安全。 如果列车

地板与站台相同高度， 或前者低于后

者，就可能导致车门难以打开，乃至列

车与站台发生擦挂等风险。

据成都地铁相关负责人介绍，一

般轮椅基本可以通过这个高差， 该乘

客的电动轮椅较重，轮子也较小，高差

加上列车与站台之间约6厘米的缝隙，

才导致难以进入车厢内部。

如遇类似情况 ， 乘客可拨打

61638000服务热线进行预约，地铁工作

人员将全程陪同送上列车。对于持有残

疾人证的乘客，本人和一名随行人员可

享受免票服务，前提是随行人员与乘客

同一时间段同站上车、同站下车。另外

身体有不便的旅客，也可以拨打该热线

预约，只是不能免票。

成都商报记者 辜波 张舒

2012年，成都微博网友“浪子”因不堪坝

坝舞的噪音，自制“最苕坝坝舞”视频短片吐

槽自己被噪音折磨的生活。2013年4月，莲花新

区的临街住户由于长期受到楼下坝坝舞的音

响困扰，从高空投下数十个“水弹”表示不满。

对许多退休大爷大妈来说， 坝坝舞是锻

炼，是娱乐，但对受噪音影响的居民来说，坝坝

舞则成了一种折磨。有没有办法两全？

人民公园做了一次新的试验———戴着耳

机跳坝坝舞。在不久的将来，你或许在成都会

看到一群头戴无线耳机，手舞足蹈的“默舞”

大妈。

人民公园的“默舞”试验

戴上耳机跳无声广场舞

4月22日，30多位坝坝舞者在人民公园中

心广场翩翩起舞，奇怪的是，竟然没有伴舞用

的背景音乐。

路人诧异地驻足，看着这群“怪异”的舞

者。有的大妈戴着一个完全罩住双耳的无线耳

机，虽然稍显笨拙，但她仍然津津有味地活动

身体四肢。另外一个太婆戴的无线耳机更为小

巧，耳塞式的设计更适合活动。没了震耳欲聋

的音乐，路过的人不必再躲着音响走。

包括这次在内， 人民公园已进行了4次试

验，邀请了4个坝坝舞团队来体验这种“无声

广场舞”。

成都市人民公园党委书记冯惠玲告诉记

者， 今年3月， 为了化解坝坝舞噪音扰民的难

题，成都市将“无声广场舞”的首个试验田选

在了人民公园。公园方还派人到广州市天河公

园观摩学习，并向“无声舞”的创始人何乾梁

取经，详细询问买什么耳机，如何设置无线发

射频段等问题。最终，成都版的“无声广场舞”

试验方案得以成形。

据介绍，网上购回的无线调频耳机有100个，

分头戴式和耳挂式两种，“头戴式的音质好，卖30

多元，便携度差一些；随后又买了耳挂式的，50元

一个，戴起来很方便。”同时购买的，还有调频发

射器，随后，公园方开始与各个坝坝舞团队展开

沟通，4月起，无声广场舞试验正式启动。

“我们耳机里放的都是他们平时常跳的曲

目。”冯惠玲介绍，为了保证体验者们的舞蹈

不受影响，每次试验前，公园管理处的人都会

提前录制好曲目， 并向体验人群发放一份问

卷，收集反馈意见。据了解，首批参与试验的坝

坝舞团队有4个，为了让试验结论更客观，公园

管理处还特意选择了不同的时段和工作日、周

末分别发放耳机。

大妈体验“默舞”

“刚跳不习惯，愿意尝试”

“大家乐激情健身舞”是活跃在人民公园

广场最大的一支坝坝舞团队。昨天下午3点半，

成都商报记者在现场看到， 伴随着轰鸣的音

乐，50多位市民排成7列，正卖力舞动，而在舞

动人群的外围，不时有市民，跟着律动，加入到

舞者的队列。

“戴耳机跳舞还是不习惯。”正在休息的

邓佳瑜是一名资深的坝坝舞者。 周二下午，她

和20多位其他舞者， 体验过一盘 “无声广场

舞”。“现在天气一天天变热， 大的头戴式耳

机， 跳不了多久就被汗水浸湿了， 感觉不自

在。”在邓佳瑜看来，头戴式耳机最大的毛病，

就是“笨重、出汗多。”“好多跳舞的大妈还要

戴帽子、戴墨镜，戴了耳机这些时髦的装备就

都戴不成了。”

和邓佳瑜一样参与试验的陈敏，是坝坝舞

固定舞者中为数不多的男同胞。 当天体验时，

陈敏选择的是比较轻便的小耳机， 有点类似

“小蜜蜂”。在他看来，戴耳机跳“并不影响做

动作。如果推广的话，我愿意支持。”但他也坦

言，戴上耳机后，外围欣赏的人群明显变少了，

“外人看起来可能比较‘怪’，一群人在那比东

比西的，少了份感染力。”陈敏今年59岁，退休

后， 和妻子双双加入了人民公园坝坝舞行列，

有4个多月的“舞龄”，并准备继续跳下去。成都

商报记者调查发现，虽然戴耳机跳舞有些不习

惯，但多数坝坝舞者仍然表示，愿意尝试不扰

民的无声耳机舞，“毕竟，锻炼身体才是初衷。”

附近居民举双手赞成

“戴耳机对大家都好”

“要能快点推广就好了。”住在人民公园附

近长城园的张阿姨说。昨天，张阿姨正在公园稍

微僻静的一处散步，“当然支持哦，要是能戴上

耳机跳舞，公园要清静不少，以前，我都不愿走

进广场那块区域。”在公园里画素描的小李，已

经习惯在喧闹的音乐声中作画。“这是个好办

法，矛盾的关键在于音量，戴耳机对大家都好。”

住在银杏园路保利198的李先生是坝坝舞

噪音的反对者。他家住17楼，上周末，他在微博

里向朋友们诉苦，“一早就在家躺起了， 小区

中间那么远的距离，坝坝舞的声音丝毫没有减

弱。 已经听到两个人在楼上吼小声点了。”住

在三圣乡鑫苑名家二期的陈小姐同样在下班

时间深受坝坝舞困扰，“因为有坝坝舞， 我拒

绝去体育场和其他有人跳坝坝舞的地方，如果

那是必经之道， 我就绕道而行或快速通过。”

他们表示，举双手赞成推广戴耳机跳坝坝舞。

成都商报记者在新浪微博上检索发现，赞

成的声音不止于此。网友“豆苗小丫”说，“大大

的赞，求推广，拯救住在坝坝周围的居民们。”网

友“美芽Y啊”则直接表示，“望在成都大力推

广起来，大妈们的坝坝舞太影响周边的人了。”

还有网友们纷纷支招， 建议借鉴 “四六级耳

机”，早就该送大妈们蓝牙耳机“解决问题”。

成都商报记者 王游之

成都大妈style

新时代的

人民内部矛盾

坝坝舞的噪音污染问题被网友戏称为

“新时代的人民内部矛盾”。 一边是大叔大妈

们的歌舞升平，另一边则是周边居民因噪音而

起的激烈反弹，在全国各地，被扰居民和坝坝

舞者们发生冲突的报道不时见诸报端。

戴耳机跳坝坝舞

此事无声胜有声

人 民 公 园 新 试 验

人民公园试验

“无声广场舞”

为化解这一矛盾， 成都市将试验田

选在了人民公园，网上购买100个无线调

频耳机，4月试验正式启动， 至今已进行

了4次试验， 邀请了4个坝坝舞团队体验

“无声广场舞”

体验

者说

■

无声广场舞

要实现无声广

场舞，需要一个调频

发射器。在原有的功

放等音响设备上插

上发射器，音频信号

就会转换成无线

FM

调频信号，通过空气

电波传输。附近的舞

者将收音机调至同

一频段，戴上耳机便

可同步收听。

居民

观点

网友

观点

“默舞”试验新方向：

小区里推广

济南 “不扰民的新型广场舞”走红

去年11月， 济南当地媒体报道广场舞

扰民，有很多读者建议，佩戴耳机跳舞可一

举两得。当时，郑州的一家电子电器厂主动

提出提供试用无线耳机， 新世界阳光花园

社区舞蹈队作为 “泉城不扰民广场舞样

本”进行了试用，无线耳机普遍受到队员

们的喜爱， 随之，“不扰民的新型广场舞”

在济南范围内引发效仿。

广州 大二学生免费送大妈耳机

去年12月，广州一大二学生小梁，在天

河公园给跳广场舞的大妈们送耳机。“我

是学音乐的，对音乐舞蹈和相关设备有所

了解，而家人也喜欢跳广场舞，所以就想到

了给她们送调频收音机。”小梁说，灵感源

自四六级英语听力考试。 他以每台50元采

购价计算，共花费3000多元。但有的大妈说

戴耳机跳舞动作不便，推广不是很顺利。

金牛区筹划试点坝坝舞“自娱自乐”

他山之石

成都，今年

4

月，人民公园 济南，去年

11

月，阳光花园

由于存在高差， 廖国龙的轮椅的确很

难上地铁 摄影记者 陶轲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全国检察

机关反贪部门重点查办行贿犯罪电

视电话会议上获悉， 检察机关将进

一步加大惩治行贿犯罪力度， 保持

惩治行贿受贿犯罪高压态势， 坚决

遏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势头。

据悉，全国检察机关反贪部门将

严肃查办行贿次数多、行贿人数多的

案件，行贿数额大、获取巨额不正当

利益，行贿手段恶劣、造成严重后果

等案件，进一步加大惩治行贿犯罪力

度， 提高行贿犯罪的成本和风险，确

保重点查办行贿犯罪工作取得明显

成效。

近年来， 检察机关反贪部门查办

行贿犯罪案件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打

击行贿犯罪的力度也逐渐加大。 据统

计，2013年， 全国检察机关共查办行贿

犯罪5676人，占贿赂犯罪案件总人数的

31.4%，同2012年相比上升了17.3%。

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

局负责人指出，不严惩行贿，腐败现

象滋生蔓延势头就难以得到有效遏

制。要讲究办案策略和方法，做到统

筹查办行贿与受贿犯罪，既要防止只

查受贿、不查行贿，也要防止查了行

贿、查不实受贿等问题发生；要加强

对案件处理的监督，防止和杜绝轻纵

行贿犯罪现象。

检察机关：

严惩行贿

重点查办行贿次数多、行

贿人数多等案件

制图 吴青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