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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盛盛丽丽 孙孙艳艳 张张晶晶

近日， 一段 “郑州大妈烈士
陵园旁边跳广场舞” 的网络视频
引起网友热议 。 翻看网友的留
言， 在这个事件中， 网友几乎一
边倒地认为大妈们此举不妥 。
“疯魔的广场舞” 又一次成为了
热门话题。 近些年， 广场舞成为
了不少人健身的一种方式 。 然
而， 占道跳舞、 不分时间段、 喇
叭分贝过大等问题， 也让不少人
对广场舞有所抱怨。

【调查】
随意舞蹈有些扰民

“不好意思， 您稍等一下再
说啊， 我这边太吵了， 听不清！”
7月11日晚上7点， 房产中介业务
员李忠一边走一边打电话和客户
约定见面地点， 正好经过刘家窑
地铁站A出口， 突然传来的高分
贝音乐声让他不得不中断和客户
的对话。 他扭过头一看， 二三十
名大妈正跟随节奏扭动着身体，
“是跳广场舞的。” 李忠一边向客
户解释， 一边加快了脚步。

才来北京5年的李忠并不知
道， 刘家窑广场舞的 “历史” 比
他来北京的时间还要长。 “至少
得10年了， 最早是扭秧歌， 后来
就变成广场舞了。” 家住附近的
张先生说。 几年前， 跳广场舞的
人 “盘踞” 在刘家窑桥下的空地
上， 导致过往的行人和车辆都得
绕着他们走。

后来， 刘家窑地铁站A出口
前的空地建成了休闲广场， 他们
便火速占领了这个新地盘。 “喇
叭开得震天响， 人家家里有小孩
儿的想在这里乘个凉都不行， 太
吵了。” 张先生说。 “只要不是
下雨天， 他们就天天在这里跳，
一跳跳到晚上九十点钟， 我就住
在这附近的小区里， 21楼， 听他
们的音乐声清楚着呢， 这要是住
在低楼层， 估计想早点儿睡觉都
难。” 听到记者在和张先生讨论
广场舞 ， 一位路过的大爷说 。
“不光是噪音扰民 ， 他们还侵占
了公共空间， 我家孩子想在这里
练练轮滑， 可是他们占了大半个
广场， 孩子根本没有办法好好活
动。” 另一位居民也加入了 “声
讨” 队伍。 调查中， 不少人都提

到广场舞音乐声音过大的问题，
人们对此感到很头疼。 “特别是
小孩儿备考期间， 听到这么大声
的音乐， 头都炸啦， 但是又能怎
么做。 也没人管， 没处说理去。”

据了解， 在 《中华人民共和
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 第四十
五条中提到， 禁止任何单位、 个
人在城市市区噪声敏感建设物集
中区域内使用高音广播喇叭。 在
城市市区街道、 广场、 公园等公
共场所组织娱乐、 集会等活动，
使用音响器材可能产生干扰周围
生活环境的过大音量的， 必须遵
守当地公安机关的规定。

此外， 根据今年6月1日发布
的 《2017年中国环境噪声污染防
治报告》。 其中提到根据 《中华
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和 《中
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
法》 要求， 保护和改善人民群众
的生产生活环境， 国家相关部门
和各级地方政府积极采取各项有
效措施， 不断加大环境噪声污染
防治力度， 2016年共印发29部环
境噪声污染防治相关法规、 规章
和文件。

2016年， 全国各级环保部门
共收到环境噪声投诉 52.2万件
（占环境投诉总量的43.9%）， 办
结率为99.1%。 其中 ， 工业噪声
类占10.3%， 建筑施工噪声类占
50.1%， 社会生活噪声类占36.6%， 交
通运输噪声类占3.0%。

无处可去只得路边舞动

在调查中， 记者发现， 因为

没有相对宽敞或者固定的场所，
一些广场舞爱好者只能在路边临
时组团， 任意舞动。

“没办法， 实在没地方跳舞，
只能在路边凑合着扭扭。” 说到
广场舞， 家住东五环的刘女士有
一肚子话要说。 今年61岁的刘女
士， 平时除去跳舞没有太多的爱
好。 但是自大女儿生完小孩， 刘
女士舞动的时间少了很多。

“小两口下班， 或者是周末
才能去扭扭。” 虽然跳舞的时间
不多， 但是刘女士见缝插针式的
跳舞经历也会出现一些坎坷 。
“主要是没合适 、 宽敞的地方 ，
跳舞的地点比较受限。” 刘女士
介绍， 自己居住的小区没有太大
的广场适合健身或者是跳舞 。
“小区里的楼比较多， 稍微有点
空地就会被汽车占领。 居委会前
的一小块空地， 无论是早上还是
晚上， 锻炼的人都不少。”

刘女士表示， 一到夏季， 早
晚锻炼的人都很多。 “你看， 就
这么一小块地。 早上特别热闹。
有打太极的、 有跳广场舞的、 有
打球的， 有时放着几个喇叭， 基
本都在互相干扰。 但是也因为实
在没办法， 没有大的地方跳， 否
则谁想挤在一起。”

不少参与广场舞的老年人也
开始思考并且探索一些解决方
法。 比如， 在时间上有的广场舞
爱好者就自觉进行约束。 2014年
7月22日晚， 在西安市未央区百
花家园小区， 参加未央区市民大
舞台广场舞决赛27支代表队1000
名广场舞大妈， 在决赛前夕发出

倡议， 表示之后跳广场舞时要把
时间控制在上午7时之后晚间9时
之前， 音乐音量不超过60分贝，
文明健身， 让聒噪的广场舞远离
居民区， 还居民们一个寂静安宁
的夜晚。

【建议】
保护广场舞 还要合理规范

老百姓身边随处可见的广场
舞现象， 如今已经成为全国范围
内的一个共性问题， 今年3月的
全国两会上， 有政协委员把相关
问题带上了会并形成提案， 提出
要保护与规范广场舞等健康文娱
活动。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美术家
协会理事何水法认为， 随着群众
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人们
对精神生活和身体健康的追求日
益高涨。 广场文体活动既能强身
健体， 改善人际关系， 还能让部
分群众从低俗的迷信、 赌博等活
动中 “解救” 出来， 应该说广场
文体活动是提高群众生活质量的
一项民生工程。

特别是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
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 也是
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
之一。 引导老年人更好地参与文
娱活动，丰富晚年生活，解决老年
人由于缺乏陪伴等引发的身心健
康问题， 是整个社会都不应该回
避的问题。何水法觉得，音乐可以
减轻心理压力， 舞蹈能够强身健
体，广场舞集二者于一体，同样是
一项有益的老年文娱活动。

但各地日益红火的广场舞
也 暴 露 出 一 系 列 亟 待 解 决 的
问 题 。 首 先 ， 在 城 市 和 小 区
建设规划之初 ， 没有考虑留出
群众活动的充分空间。 在有限的
公共空间内放高分贝舞曲， 存在
噪音扰民问题。 或几支队伍争抢
地盘， 引发矛盾冲突。 文体、 环
保、 治安等部门常常接到此类投
诉电话 ， 被影响的市民用扔瓶
子、 泼污水、 放高音炮等方式予
以抵抗， 这种不和谐情况在各地
不时发生。

其次， 政府对这种有益身心
的群众文体活动， 缺乏扶持与引

导， 任其自由发展。 有些地方的
广场舞场地甚至成为传销 、 诈
骗、 推销假药、 推销伪劣保健品
的泛滥之处， 不少老年人上当受
骗， 存在隐患。 广场舞人均占地
面积可能不足１平方米， 需求不
高， 但由于城区大片空地普遍缺
乏 ， 太远的地方人们不方便前
往， 人们对缺少活动空间的抱怨
有所上升。

既要保护广场舞， 又要解决
扰民问题 ， 就应该做到合理规
范。 何水法在调查过程中发现，
很多跳广场舞的大妈反映 ， 她
们 每 天 都 盼 着 这 段 难 得 的 自
娱 时 光 ， 而 提 供 给 老 年 人 的
健身场地太少 。 对此， 何水法
建议， 有关部门应重视公共场所
运动设施的投放和提供， 并开放
更多公共体育场馆， 为老年人广
场舞开辟场地， 从而彻底杜绝广
场舞扰民问题。

他提出， 有关部门还可以设
立专门机构指导与推进广场舞这
项体育健身活动 ， 组织不同级
别、 不同地域的广场舞大赛， 在
引导老年人积极参与的同时， 让
广场舞的水平也得到提升。 建议
有关政府部门可以适当扶持与激
励广场舞曲目与舞蹈的创作。

至于具体怎么规范， 有政协
委员提出， 面对广场舞的高音音
响乐曲声随处扰民问题， 有必要
制定相应法规或管理规则， 对其
加以限制、 管理。 各地文体主管
单位需要牵头， 协调城管、 街道
办、 社区等相关基层组织， 把各
方 “广场舞” 负责人请到一起，
坐下来商谈如何更好开展活动，
或者组织 “广场舞自愿者团队”，
有效解决各类纠纷及扰民问题。

在充分综合各方意见基础
上， 各地可以制定因地制宜的，
以文体主管部门为主体进行管理
的广场舞管理模式或办法。 有些
地方， 由政府统一提供器材， 由
第三方管理， 音量控制在标准范
围内， 曲目由大家选定认可。 在
靠近居住区， 采用耳麦播放。 文
体管理部门聘请专职辅导员、 保
安负责管理音响场地、 安全等工
作， 环保部门进场监测音量， 高
考期间暂停活动等， 以有效解决
各方矛盾。

老老年年人人健健身身场场所所问问题题如如何何破破局局？？
广场舞既要保护又要不扰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