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去的游泳馆也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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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盛夏， 游泳健身广受欢
迎。 不久前，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
布 《部分城市游泳池水质卫生抽
查不合格场所名单 （第一批 ）》
显示， 多个城市存在部分游泳场
所卫生不达标问题。

全民健身日到来， 你选择的
游泳馆有隐患吗？ 哪些技巧能帮
我们挑一家安全又卫生的游泳
馆？ 新华社记者为此展开调查。

乱、脏、危：各地“泳”患
仍不少

日前， 北京房山一游泳馆发
生疑似氯气泄漏致多人不适事
件， 令人心悸的同时也不禁令市
民对身边游泳馆是否安全卫生产
生了疑问。 记者在南京、 成都、
厦门等地进行了实地走访调查，
发现多地游泳馆仍存明显隐患。

———“乱”。 走访中， 记者发
现一些游泳场馆未按要求公示相
关信息， 部分泳池未妥善执行入
池前清洁程序。 在南京鼓楼区的
英派斯游泳馆内， 记者发现该处
除场馆余氯含量和水温做了公示
外 ， 泳池pH值 、 检测时间等国
家卫生标准中所规定的自检项目
均未做公示， 其他如浑浊度、 碳

素、 细菌总数、 大肠菌群等与泳
客健康直接相关的重要数据也未
公布。 记者还看到， 不少入场人
员越过消毒杀菌设施直接进入泳
池。 另外， 直接穿着拖鞋甚至根
本未换鞋就进入泳池者也不少。

———“脏”。 部分游泳场所细
菌总数超标， 引发未成年人不良
反应。 “班上好几个娃娃在游完
泳后上吐下泻的。” 不少家长向
记者反映， 自家孩子在成都新都
区的奇迹健身馆学游泳后， 陆续
出现发烧和上呼吸道感染的症
状。 据当地执法部门抽检结果，
该馆泳池池水细菌总数达到标准
值上限的5倍多。

———“险”。 一些游泳场馆救
生人员配备不到位， 一些救生员
“开小差”。 在南京英派斯游泳馆
内，记者发现，周末下午的客流高
峰时段里， 在较长时间全场一位
救生员都没有的情形频频发生。
一些救生员当值期间， 也常擅自
离岗或较长时间背对泳池谈笑。

过分逐利、管理粗疏、监
管乏力成“泳”患主因

记者调查发现， 过分逐利 、
管理粗疏、 监管乏力是多地部分

游泳场馆存在安全卫生隐患的主
要原因。

一些游泳场馆为压缩成本 ，
罔顾安全卫生标准。 按要求， 游
泳场馆应一个月一清洗。 南京英
派斯游泳馆某教练透露： “市面
上游泳馆根本难以做到。” 他告
诉记者， 一个中小规模泳池换水
都需要两三天时间， 大泳池时间
更长。 且不说换水成本， 时间成
本对商业泳馆而言也难以承受。
因此， 一些游泳馆为了最大程度
盈利， 往往尽量减少换水和洗池
的频率。

另有部分泳池 “藏身 ” 小
区， 对其实施动态监管较困难。
成都市卫生计生监督执法支队环
境卫生监督大队副大队长吴翔表
示， 一些小区内游泳池 （馆） 虽
然在设施和环境上比较 “上档
次”， 但水质问题不少。 比如余
氯值低于国家卫生标准、 浸脚池
不符合相关卫生标准等。 他说，
这游泳池馆平时 “隐于楼”， 要
实施动态监管难度很大。

此外夏季客流急增、 对不文
明泳客缺乏硬约束也是问题成
因。 在厦门工体游泳馆内， 记者
眼见当前泳池水体通透度明显低

于其他时间。 为此厦门市工人文
化宫副主任陈宏解释说， 当下时
值旺季票价又低， 客流量骤增给
管理带来巨大压力。 该馆每天为
泳池更换新水超100吨，但仍无法
消解保持水体卫生方面的压力。
另外，陈宏还表示，当前缺少针对
泳池不文明行为的硬性约束手
段。“对相关不文明行为， 我们只
能委婉劝阻，其他无能为力。”

此外， 记者还了解到， 由于
对救生员缺乏有效的尽职监督机
制 ， 救生员 “开小差 ” 情况不
少， 增大了安全风险。

掌握这几招， 挑选安全
卫生游泳馆

多地相关主管部门工作人员
提醒， 普通泳客由于缺乏专业的
检测设备， 想要挑选一家安全卫
生的游泳场馆 “清凉一夏”， 就
必须掌握一定的识别安全指数的
技巧。

一是验。 广大泳客要主动验
看该场所在显眼处是否悬挂了卫
生许可证， 并检查其是否在有效
期内。 要尽量及时了解游泳场所
卫生量化分级评定等级、 水质抽
检历史记录 、 水质实时自检情

况， 并特别注意场馆安全设备与
人员是否到位， 藉此选择合适的
游泳场所。

二是观。 要观察泳池周边卫
生是否整洁、 明亮、 通风， 排水
沟是否有积水。 另外要看池水颜
色。 如果泳池余氯含量正常， 水
质优良， 那么池水呈现明亮的浅
蓝色。 而且肉眼看池水应该是清
澈透明见底的。

三是闻。 就是贴近水面闻水
的气味， 如果能闻到淡淡的氯气
味道， 是合格的， 药味过浓甚至
呛人， 则可能有效氯浓度超标。

四是感。 下水后如池水水质
优良则感觉软 ， 如果感觉硬 、
涩， 甚至身上有瘙痒的感觉， 水
质可能较差。

同时多家游泳场所业者呼
吁， 广大泳客应自觉文明游泳，
共同维护泳池卫生安全。 他们建
议， 管理部门应出台针对屡教不
改的不文明泳客的硬约束手段，
让文明落实， 泳池变清。

此外记者了解到， 泳客还可
通过一些APP查询所在地周边
泳 池卫生状况 ， 可查询水温 、
pH值 、 日均换水率 、 泳池余氯
等情况。 据新华社

“八一” 前夕， 中央宣传部、 中央
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9位 “最美新
时代革命军人”。 “保障打赢的联勤尖
兵” 吴勇位列其中。

生长在云南昭通大山里的吴勇 ，
是联勤保障部队某输油管线团班长 ，
四级军士长军衔。

“我一直渴望当兵， 能端起钢枪、
开上战车。” 吴勇说， 没想到他当了十
几年的管线兵。

刚开始落差是有的， 但当他了解
了输油管线兵的职责———保障打赢
后 ， 就下定决心干好这份事业。 “我
们都是军人， 只是岗位分工不同。” 吴
勇说。

在输油管线兵这个岗位上如何保
障打赢？ 如何担当强军重任？ 这是吴
勇思索最多的， 也是他带兵时经常强
调的———

“要练硬练强本领， 关键时刻顶得
上； 要坚持学习， 不断精进； 一名老
兵， 要以身作则， 带领更多优秀的人
才投身强军实践； 要发挥特长， 服务
部队。”

吴勇用朴素的语言回答了一名士
兵的担当 ，并将它们付诸行动。

2009年 ， 部队在云南某地演习 。
当时担任司泵员的吴勇检查装备时发
现， 泵机突然趴窝。

演练前， 吴勇预想了多种处置预
案， 但是却没预想到出现这样的故障，
他一时想不出解决方案， 于是立即向
导调组汇报。 为了保障演习进行， 他
们决定越站输送， 吴勇负责的泵站则
无缘参与这次演习。

回忆起当年的事， 吴勇觉得很惭
愧， “战场上， 敌人不会等你准备好

再 打 仗 ， 没 见 过 、
没 训 过 、 没修过不
能成为失败的理由。”

从那时起， 吴勇
暗下决心， 不再让此
类问题重演。

回到部队 ， 吴勇找到出厂说明 ，
利用即将报废的泵机练手， 反复拆装，
熟悉部件构造和工作原理。

2015年， 部队第一次去西藏驻训。
演训前一天， 某泵站司泵员李光彦试
验泵机时发现漏水严重。

维修工检查后确定某部件的机械
密封出了问题。 由于此前这类故障均
由厂家处理， 他们一时找不到解决办
法。 时任队长宋毅十分着急。

这时， 吴勇 站 出 来 说 ： “我 来
试试 。”

查阅出厂说明 、 研究工作原理 、
上网查阅资料， 从摸索拆卸器具到更
换部件后的组装， 他们一步一步攻克
难题。

“从上午忙到天黑， 终于解决了问
题。 全队都松了一口气。” 司泵员马炳
坤说， 后来吴勇继续钻研创新机械密
封的拆装方法， 通过人数优化和详细
分工， 将时间由12个小时缩减至2个小
时内。

“机械密封问题得到解决 ， 我内
心很激动 ， 心里的坎儿也过去了。”
吴勇说。

在部队， 吴勇主动冲锋在前解决
问题的故事很多： 面对受损制式门桥，
他革新门桥架设方式， 管线门桥新架
法在全军管线部队推广； 他结合高原
输油保障遇到的实际问题， 摸索总结
出52条操作处置心得 ， 被编入教材 ，

在全军管线部队推广； 遇到车辆故障、
营房设施故障， 他都是立即想方设法
维修……

这些年， 吴勇先后考取了管线装
备修理 、 特种汽车驾驶等6个专业证
书 ， 先 后 获 得 “ 优 秀 共 产 党 员 ”
“爱军精武标兵 ” “全军备战标兵个
人” 等荣誉， 荣立二等功1次， 三等功
两次。

作为一名士兵， 吴勇践行着自己
的使命担当， 但是， 作为丈夫， 他对
家庭亏欠太多。

他与爱人相恋10多年、 结婚6年，
一直异地分居， 老人孩子都由妻子夏
举梅照顾。 遇到困难时， 他不在身边，
尤其是第二个孩子出生时， 都是妻子
自己签的字。 “也发过牢骚、 也曾泪
流满面， 但是擦干眼泪后， 我依然选
择理解他、 支持他。” 夏举梅说。

“我一直觉得， 这些年我没有家。
可三岁半的女儿却说， ‘爸爸在哪 ，
我们的家就在哪 。 ’ ” 夏举梅说， 女
儿和吴勇很少见面 ， 但只要吴勇在 ，
女儿就是他的 “小尾巴”， 一刻也不愿
离开。 “他把青春献给了国家、 献给
了部队， 我愿意把我的一生献给他。”

“你流过的汗水永远不会骗你 。”
入伍那年 ， 已经当兵 3年的哥 哥 吴
磊送给吴勇这句话。 这也是吴勇的人
生信条。

据新华社

一名士兵的担当
———记“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吴勇

八月的北京骄阳似火， 而同样火热的是位
于前门的天乐园大戏楼。 一支由 “90后 ” 和
“00后” 专业演员组成的 “亮相文化” 戏班子
入驻这座百年戏楼， 让沉寂许久的天乐园再次
迎来了它的盛夏。

如今的天乐园大戏楼， 每晚演出都坐满了
慕名而来的观众。 这里的演出原汁原味保留了
传统京剧的唱、念、做、打、舞，手、眼、身、法、步，
在人物设计方面涵盖了生、旦、净、丑四个行当，
选取梅兰芳先生的《霸王别姬》《贵妃醉酒》等京
剧经典名段，同时结合了酷炫的现代舞美特效，
再加上丑角扮相的串场人笑料不断， 还有现场
教学的体验式互动，这些都让观众有种耳目一新
的感觉。

“亮相文化”的创始人马瑛瑛是位“80后”。
今年年初，她开始全力打造“亮相·天乐园”这座
全球首家京剧体验馆。“我曾经和大多数年轻人
一样，对京剧两个字并不感兴趣。”马瑛瑛回忆
说，但一次偶然的机会和京剧结下了缘分，慢慢
醉心于这门艺术的深邃厚重。

“可是在实际调研中我发现，很多人不了解
京剧。于是我就想，能否创造一种新的方式让更
多人了解京剧、喜欢京剧呢？”马瑛瑛说。

在2014年，她带领团队不断尝试，将京剧跟
芭蕾、说唱、流行音乐、音乐剧、歌剧、摇滚，甚至
是T台秀结合起来 。“我们那时候就是咬牙坚
持，坚持到第二年，我们不但活着，而且还做得
越来越好。”马瑛瑛说。

说到团队， 马瑛瑛骄傲满满：“我们有三组
演出团队，现在很多‘80后’和‘90后’的青年京
剧演员都非常优秀， 但没有包装和推广就很难
让人了解。 我们希望搭建一个平台推出这些年
轻的国粹传承人，传承弘扬京剧艺术。”

今年，北京市政府出台了打造“夜北京”的
计划，提出在前门、大栅栏、三里屯、国贸等地打
造夜间消费的文化创意产品， 并且鼓励跨界融
合、业态融合、综合经营，策划组织一批戏曲、相
声、影视产品。

“政府推动打造‘夜北京’有非常好的导向
性， 我们已开始计划用激光投影方式点亮这栋
老戏楼， 让戏楼在夜晚变得更美。 同时增加演
出场次， 延长营业时间。” 马瑛瑛说。 与此同
时， “亮相文化” 也尝试融合更多业态， 比如
京剧主题体验馆、 主题摄影、 微综艺、 京剧普
及教育兴趣班等。

“很多人都愿意去了解京剧， 只不过第一
次以什么样的方式打开这扇门很重要。” 马瑛
瑛说。 据新华社

时尚京剧火起来的奥秘

不换鞋入池 细菌超标5倍 救生员开小差

吴勇和战友一起维修受损的输油泵 （资料照片）。

最美军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