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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文丽娟

□ 本报实习生 周于卜

  刚游完泳回到家，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

北京市民张琛的脖子上便起了一块块红疹，

他怀疑是游泳池内消毒剂过多刺激皮肤所

致。今年以来，这种情况在他游完泳后多次出

现。“有时是水质不好，有时是消毒剂超量，这

些都容易引发皮肤过敏。”

  在这个热浪频频来袭的夏天，游泳成为

张琛最喜欢的一项避暑活动，无论是在泳池

里游上几圈，还是安安静静泡在池子里，都足

以抵御高温。但让张琛烦恼的是，一些看着清

澈见底的游泳池其实并不干净。

  和张琛有着相同感受的人不在少数。《法

治日报》记者近日随机采访了北京、天津、浙

江等地20多名游泳爱好者，有60%的人认为游

泳池卫生状况不佳，建议监管部门加强卫生

检查并对不文明、不安全行为进行处罚。

  公共游泳池水质不合格等问题近年来屡

被曝光，如入池前不冲淋，在泳池小便、吐痰、

搓澡，携带传染性疾病入池等。近期，全国多

地出现儿童在游泳池感染腺病毒，再次将游

泳池的卫生安全问题推上风口浪尖。

  本该清澈透明的游泳池，却成了藏污纳

垢之地，不仅降低了公众游泳体验的舒适度，

还给公共卫生安全埋下隐患。人们该如何选

择一家安全卫生的游泳馆？长期以来游泳池

水质不达标的难题又该如何破解？

一汪池水问题颇多

尿素超标最为普遍

  整片水域呈现清透的淡蓝色，池底和标

线清晰可见，泳池里有10余人正在游泳，两名

安全员在池边巡视。这是8月10日记者走访北

京市朝阳区一家游泳馆时看到的场景。

  但泳池水的卫生情况究竟怎么样？刚上

岸的市民刘先生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出了自己

的看法：“池水只是看起来比较清澈。游泳时，

大家的口水、汗液和身上的污垢都会流入池

子里，仅凭肉眼无法判断水质如何，有多少细

菌和杂质根本看不见。”

  张琛对此深有体会。他通常一周游泳两

三次，经常看到有的人进入泳池前不冲淋，有

的人在泳道游了一半停下歇息时随口吐唾

沫，甚至有人在泳池内小便。

  一次游泳时，张琛身边一名小男孩疾呼

自己要小便，没来得及出泳池，就在里面解

决了。

  记者近日走访北京市朝阳区、东城区多

家公共游泳池，在现场看到确实有不少游泳

者存在不文明行为，比如有人绕过浸脚池，穿

着拖鞋直接进入场馆内；有人在泳池吐痰；有

人在游泳过程中泳帽脱落后不再佩戴。对于

这些不文明行为，一些泳池的管理员发现后

会立即上前阻止，但也有管理员视若无睹。

  在朝阳区另一家游泳馆，记者注意到，入

口处设置醒目标志：凡患有肝炎、皮肤病、重

症沙眼、肠道传染病、急性结膜炎、中耳炎、精

神病者或酒后人士均不可进入使用泳池。然

而，在记者入水前，并没有相关人员进行基本

检视。

  据北京卫健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从历

年对游泳场馆水质卫生安全的专项检查来

看，一些游泳场所出现的主要卫生问题有以

下几种：一是游泳场所水质浊度、尿素等指标

不符合卫生要求；二是水中余氯浓度过高或

过低；三是水中检出大肠菌群、细菌总数等微

生物的指标不符合相关卫生要求。

  记者梳理了今年暑假公布游泳馆各项检

测具体数值的广东深圳、广东东莞、江苏苏

州、浙江杭州4个地方，发现尿素和游离性余

氯是游泳池最常出问题的两项指标。

  “尿素是游泳场所关乎水质的一个重要

指标，其主要反映出游泳场所水质的卫生状

况。”上述负责人说，泳池中的尿素主要来源

于三个方面，即人体的汗液、排泄物以及化

妆品。

  他介绍称，游泳者在游泳过程中，无法体

验到尿素指标是否超标，必须经过人工采样，

送到实验室检测后才能知道该指标是否超过

国家标准。

  “尿素中含有氨的成分，能与水中的含氯

消毒剂产生反应，形成氯胺类的物质，对游泳

者的身体健康造成一定影响。此外，尿素指标

超标也会导致藻类生长增速，且容易消耗水

中二氧化碳，使本来比较清澈的水变得相对

浑浊。”该负责人说，为了控制尿素指标，游泳

场所需要定期补充新水。

泳池消毒水味道重

余氯不达标不安全

  除了尿素指标不符标准外，在多地公布

的游泳场所水质抽检结果中，游离性余氯含

量不达标也是普遍存在的问题。

  游离性余氯是指游泳场所的池水经过加

氯消毒后，接触一段时间，在水中余留的有效

氯。它是泳池水中消毒的“活性物质”，是监测

游泳池是否消毒到位的重要指标。

  2019年我国颁布的《公共场所卫生指标

及限值要求》中，要求人工游泳池游离性余氯

含量为0.3毫克/升至1.0毫克/升。在这个范围

内，游离性余氯含量既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

又可以保证消毒效果，杀灭池水中的病原微

生物，抑制池水中藻类生长。

  “余氯保持在一定浓度范围内，可以保证

水质的消毒效果，过低或者过高都会产生一定

后果。含量过低可能导致消毒效果不佳，不能

杀灭水中病原微生物包括病毒和细菌；含量过

高则可能对人体的皮肤、黏膜产生刺激作用，

甚至会导致气道产生过敏性的症状。余氯还会

与水中的一些物质发生反应，产生三氯甲烷等

致癌物质。”深圳卫健部门相关负责人说。

  今年暑期，四川、湖南、云南、安徽等多地

传出，有儿童在公共泳池或游泳馆游泳后，感

染腺病毒患病的消息。

  河南省疾控中心环境卫生研究室相关负

责人介绍，腺病毒污染的水传播，一般发生在

人群密集区，像医院、托幼机构、公共泳池。腺

病毒对温度较为敏感，56℃就会失活。游泳池

内温度低，腺病毒会停留一段时间，通过各种

渠道的接触导致感染。泳池须严格消毒，保证

卫生状况，中高浓度的含氯消毒剂如二氧化

氯、漂白粉、84消毒液等，均可有效杀灭病毒。

  记者注意到，为了加强消毒效果，一些泳

池大量投入含氯消毒剂，导致游离性余氯含

量超标。

  采访中，多位游泳爱好者向记者吐槽称，

泳池的消毒水味道太重。

  “游泳时会闻到一股刺鼻的消毒水味，皮

肤也会感觉不适。”张琛说，他7月中旬在一家

游泳馆游完泳后，多次出现皮肤瘙痒的症状，

且多日未见好转。

  记者向业内人士核实得知，这种刺鼻的

味道很可能来自三氯化氮。这类化合物之所

以形成，是因为池水中的尿素水平超标后与

水中的含氯消毒剂发生了反应，会刺激游泳

者的眼睛和鼻子。

  “目前国家要求游泳场所定期对水质进

行自测。低了要补充，高了要稀释，从而将余

氯控制在有效范围内。”这名业内人士对记

者说。

成本偏高影响换水

水质安全标准难控

  想要从根源上保持泳池的水质优良，通

行的做法是换水。

  记者走访北京市朝阳区一家游泳培训基

地时，对方称其使用外溢循环，24小时一直在

换水，每天会有三分之一的池体水量流走作

更换。另一家游泳馆的工作人员称，其所在泳

池使用溢水循环，每两个小时循环一遍，每周

日晚换四分之一的水量，基本上3天至1周可

实现一次水更新。

  然而，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现实中一些

游泳馆全部换水的概率较低，主要原因在于

高额的换水成本。

  记者通过多方渠道了解到，一个25×16×2

米的半标准泳池，如果蓄满水，成本至少需要

数千元。此外，泳池必备的净水循环系统、加

热系统、消毒剂、杀藻剂、PH调节剂等都是一

笔不小的开支。

  李翔在北京多家游泳馆工作过，他现在

所在的半标准泳池，每天撒药、净化系统要花

费三四百元，此外还要对泳池水质进行酸碱

度测试，使其维持在正常范围值内。“如果要

全换水，从换水、蓄水、加热到撒药、净化等整

个流程下来，时间要三四天，而且换水当天泳

池一般不能使用，这些都是成本。”

  李翔还发现，一些游泳馆一两个月不进

行全换水的现象很常见。尤其到了暑期，一些

游泳馆开设了游泳班，更不愿意因为全换水

而影响教学进度。“有的游泳馆为了招生，会

宣称自己一周换一次水，但基本都是放掉一

部分水再加一部分新水。”

  而记者梳理发现，目前各类标准中对于

游泳池池水换水的时间并没有硬性规定。

  “这个换水的概念并不是说要把整池水

全部换掉，指的是每天定量、定时补充一些新

水。”前述深圳卫健部门相关负责人说，“一般

而言，对泳池的要求是每天补充新水量达到

5%至10%。假如是儿童游泳池，对卫生指标的

要求更高，要求每天换水量一般在15%至20%

之间。”

  在他看来，游泳场所经营者是场所卫生

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所以加强对游泳场所水

质检测十分重要。

  按照我国相关规定，游泳场所水质检测

有三种方式：由经营者自主定期定时对游泳

场所的水质和相关的卫生条件进行检测和管

理；游泳场馆的经营者每年聘请有资质的第

三方机构，对水质和相关的卫生指标进行一

次实验室的检测，检测报告要贴在游泳场馆

的公示栏；国家卫健委每年会下达相关抽检

任务，各个省、市、地相关卫生监督机构对辖

区内游泳场所的水质和相关卫生指标进行监

督抽检，之后依据相关规定和要求，向社会公

示监督检查和处理结果。

  然而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一些游泳馆通

常只会在相关部门要求下，将泳池水样提供

给第三方机构进行检验，之后提供质检报告。

  记者以泳池管理者的身份，向北京一家

水质检验第三方机构了解情况。对方介绍，从

寄样、到样、安排实验，一般需要一周时间，

“如果水样是城市自来水，一般都没有问题”。

  这种送检的方式其实很容易作弊。李翔向

记者举例说，比如接一瓶水样，倒掉半瓶，再加

半瓶清水，再加药，“一些检测成了走过场”。

  “游泳池水的安全其实很难把控。游泳者

的密度和卫生习惯，药物投放、循环过滤等都

会因现实情况发生变化，再加上商家要考虑

成本，这些因素都给游泳池管理增加了不少

难度。”李翔无奈地说。

完善制度加强监管

换水期限不超七天

  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又该如何甄别泳

池水质是否达标？

  作为一名常年游泳的资深人士，张琛支

出两大“绝招”：用眼睛看，如果水质优秀，用

白瓷砖铺设的泳池池水将呈现明亮的浅蓝

色，用浅蓝色瓷砖铺设的泳池池水则会呈现

深蓝色；如果池水发白，且略带浑浊，不能清

澈见底，则可能是细菌超标。用鼻子闻，如果

贴近水面能闻到淡淡的氯气味道，水质是合

格的；如果味道过浓甚至呛人，则可能是消毒

剂超标，会对呼吸道及皮肤造成伤害。

  不过，多名接受记者采访的业内人士提

出，仅靠消费者“眼看”“鼻闻”判断，是治标之

策，更需国家层面的制度持续发力，由各地职

能部门实施常态化监管。

  早在2007年，我国出台的《游泳场所卫生

规范》就明确要求，人工游泳场所每场开放

前、开放时均应进行池水余氯、PH值、温度等

检测，检测结果应公示并注明测定时间，且记

录备查，检测结果应每月上报卫生监督部门。

同时还规定，游泳池水应保持游离余氯浓度

为0.3毫克／升至0.5毫克／升，浸脚消毒池池水

余氯含量应保持5毫克／升至10毫克／升，并应

每4小时更换一次。

  2019年出台的《公共场所设计卫生规范

第3部分：人工游泳场所》要求，游泳池人均面

积不应小于2．5平方米，游泳场所应设余氯、

浑浊度、PH、氧化还原电位等指标的水质在

线监控装置。

  “从近年国家职能部门抽查以及各地监

督检查结果来看，国家政策法规并未得到真

正落实。一方面，个别制度条款形同虚设，比

如相关规范要求游泳场所入口处应有明显

‘严禁肝炎、重症沙眼、急性出血性结膜炎、中

耳炎、肠道传染病、精神病、性病等患者和酗

酒者进入’的字样，但现实中，多数公共泳池

要么不设置标志，即使设置标志，也全凭消费

者自觉。”财经评论员吴睿鸫说，与此同时，监

管疲软乏力，监管部门公布公共泳池水质超

标后，商家往往不会受到其难以承受的处罚。

  在他看来，制度设计方面也应该更加完

善，“目前已有的规范都没有对换水期限作出

明确要求，这种循环利用方式固然能起到节

约用水、减少商家负担的作用，但从公众生命

健康的角度来考量，国家层面有必要在节约用

水的前提下，规定一个明晰且易操作的换水期

限，譬如公共泳池换水期限不应超过7天”。

  “公共泳池水质安全，更离不开公众的积

极配合，尤其是一些疾病患者，应严格遵守禁

令提示，自觉地不到游泳池里‘凑热闹’。对于

违反国家政策法规者，公众也要积极向当地

卫健部门举报，从而凝聚合力保障公共泳池

水质安全、可靠。”吴睿鸫说。

（文中张琛、李翔为化名）  

漫画/高岳  

□ 本报记者 丁国锋

  前几天，江苏省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五老村派

出所辖区某主干道发生一起打架类警情。网约车驾驶员

将车停在了巷口，影响他人通行，后车驾驶员下车上前

找他移车，谁知他不仅不愿意，还动手推搡、打人。被打

的后车驾驶员见势不妙想离开，可网约车驾驶员不依不

饶还开车追赶。对方报警后，其被带回派出所处理。

  “双方没有明显伤情，按照以往就调解了。但考虑

到该事件发生在城区主干道上，性质比较恶劣，动手的

网约车司机根本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就依法进行了

治安处罚。”五老村派出所法制员蒋凌云说，如果是邻

里纠纷一般都是调解优先，但像类似寻衅滋事的、性质

比较恶劣的，现在都要首先分清性质和情节，该处罚就

要处罚。

  这是五老村派出所规范执法处置打架类警情的一

个缩影。

  五老村派出所位于南京主城区大行宫区域，辖区

面积仅0.76平方公里，常住人口3.6万人左右，但因商贸

楼宇林立，人流密集、流动性大，暂住人口超两万人，尤

其是居民区大多属于老旧小区，沿路沿街小饭馆、小商

铺众多，治安状况复杂，各种普通民事纠纷较多。

  近年来，该所以辖区高发、易发警情和案件为“小切

口”，不断提升执法规范化能力和法治宣传教育水平，经

过总结梳理出来的打架类和侵财类警情处置工作法，为

上级部门制定处置警情规范化提供了实践依据。

  五老村派出所从源头抓起，结合最容易激化矛盾

的打架类警情进行详细梳理。根据2019年、2020年、2021

年辖区发生的打架类警情，细分为七个引发类别，包括

邻里纠纷、消费纠纷、偶发纠纷、婚恋家庭、物业纠纷、

同事纠纷等。

  据该所所长刘永春介绍，偶发因素导致的打架类

纠纷占比，持续保持在40%左右，其中包括行人机动车

等碰擦引发肢体冲突，还包括就餐和等位过程中发生

争执等。很多纠纷一旦处理不好，极易激化矛盾，还可

能引发当事人对警方不满。

  刘永春认为，打架类警情虽然大多是“小案”，但其

中有很多社会治安隐患，考验民警各方面能力。

  辖区某小区的七楼顶楼上，有个老人养了多年鸽

子，也和邻居产生了很大的矛盾，这让派出所社区民警

蔡雁清十分忧心。“只要提起要他拆除鸽子笼，他就十

分抵触，街道社区出面都很难做通工作。”蔡雁清介绍，

后来通过一次次当面和老人交流，慢慢获得老人的信

任，说服老人将鸽子笼搬迁，这个难题终于被化解了。

  “很多邻里纠纷要找到矛盾点，争议大的地方怎么

去解决，然后才能去讲什么是违法的、什么是要讲道德

的，既要耐心说理又要严格执法。”蔡雁清说。

  曾经通过走访发现命案线索的派出所社区民警、

获得过江苏省优秀人民警察荣誉称号的王书燕扎根五

老村社区已经9年了。“社区民警的主要职责是摸排和

积极化解矛盾。”王书燕说，“很多矛盾因漏水、噪声、门

口公共区域多占一寸半寸等生活琐事引发，社区群众

比较注重自己的利益，情绪激动时非要分清楚‘子丑寅

卯’，即便是让步，也计较‘谁先让’。”

  “我们要积极防止‘蛋壳脑袋’案件（受害者身体有

意想不到的脆弱问题，导致伤害后果加重）。”刘永春介

绍，该所为此以110警情处理规范为指南和范本，总结出

妥善处理打架类警情纠纷的“123”工作法，对于现场调

查和证据收集等作出规范性要求，为打架纠纷类警情

化解处置提供制度基础。

  《法治日报》记者了解到，该所的“123”工作法，“1”

是指一个规范——— 以110警情处置规范为范本结合所内

工作实际制定的《五老村派出所打架类警情处置工作

指南》；“2”是指两个必须——— 无论口头报警还是警务

站移送警情，接警时必须到现场进行调查、必须及时收

集固定相关证据；“3”是指三个到位——— 调查取证到

位、执法引导到位、监督考评到位。

  “如果因证据不足而无法处罚、降格处罚或以调解

代替处罚，受害人从心里就会不信任公安机关，就会认

为派出所对报警敷衍了事，甚至质疑公安机关执法不

公、偏袒护短。”刘永春说，必须在受理警情后第一时间

对现场进行走访，及时固定收集相关证据、收集证人证

言，避免因工作滞后而导致主要证据灭失。

  据蒋凌云介绍，该所强调执法记录仪规范使用，要

求接报警后，从民警出发开始就打开执法记录仪，一直

到回到所内开始讯（询）问作笔录，视频录制必须无缝

对接，确保证据链规范完整。

  五老村派出所还要求民警在每一次执法过程中嵌

入法治宣传教育，要求将规范化执法理念不仅体现在

案件办理过程中，更要体现在接处警、矛盾纠纷排查化

解等日常工作中。

  自从五老村派出所高度重视打架纠纷类警情的规

范化处置后，该所投诉信访比例呈阶梯式下降。2019年

处理打架类警情引发的南京公安民意110投诉14起，

2020年投诉7起，2021年投诉4起，其间所有投诉都经过上

级部门复核，没有发生一起错案或者执法瑕疵案件。该

所在秦淮分局执法考评中，连续三年名列前茅。

  “三条巷附近的邻居打架可以治安调解，但是一定

要把前因后果和相关情况调查清楚，要为后期调解打

好基础”“调解不能和稀泥，要把法律规定和是非曲直，

每一处都细细讲清楚讲明白”……近日，在五老村派出

所的晨会上，刘永春围绕打架类警情和民警们点评。

  每天早上，该所都要举行晨会，围绕如何规范处置

警情和全所民警“敲木鱼”。“每个接处警民警都要把警

情、案情处理在会上公开讲，大家作点评，也是一种监

督。”蒋凌云介绍，警长必须将前一天的重点工作进行

汇报，工作小组进行点评，再由她对重点警情进行回

访，向责任民警核实情况。

  “我们要求必须在24小时内完成各种问题和瑕疵的

自查自纠，落实执法过错追究制度，对整个执法办案流

程做到闭环监管有始有终。”刘永春有本厚厚的工作笔

记，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他对执法办案的想法和思路，

某月某日、何种警情案情，包括事后简单点评，看起来

简洁又清晰。

  “现在当派出所所长责任很大，必须时刻重视民警

的法律素养、法治意识和业务技能等方面的培训。”刘永

春坦言，以事析理、以案说法，与民警一起交流接处警和

案件办理中存在的问题和经验，也是一个学习过程。

  “民警法律意识和法治水平不断提高，法治素养不

断增强，业务水平也日渐提升。”刘永春说，3年来，该所

31名民警、47名辅警没有发生一起违法违纪行为，为推

进所内执法规范化建设，营造知法、守法、懂法、用法的

工作环境，打下坚实基础。

  ● 在热浪频频来袭的夏天，游泳成为很多人的避暑方式之一。然而，公共游泳池水质不合格等问题屡被曝光。近期，全国多地出现儿童在游泳池感染腺

病毒，将游泳池的卫生安全问题推上风口浪尖

  ● 一些游泳场所出现的主要卫生问题包括：水质浊度、尿素等指标超标；水中的余氯浓度过高或过低；水中检出大肠菌群、细菌总数等微生物的指标不

符合相关卫生要求

  ● 一些游泳馆一两个月不进行全换水的现象很常见。尤其到了暑期，一些游泳馆开设了游泳班，更不愿意因为全换水而影响教学进度。有的游泳馆宣称

一周换一次水，但基本都是放掉一部分水再加一部分新水

  ● 国家层面有必要在节约用水的前提下，规定一个明晰且易操作的换水期限，譬如公共泳池换水期限不应超过7天。公众也要积极向当地卫健部门举

报，从而凝聚合力保障公共泳池水质安全、可靠

为何一些游泳馆的水那么脏？
记者调查公共泳池水质问题

这里的打架类警情都被处置妥当
南京警方推动打架类警情规范执法

调查动机

  打架，是基层公安派出所经常要处置的警情

之一。导致打架的原因很多，派出所处理后当事人

不满而投诉的情况也不少见。在江苏南京，有这样

一个老城区派出所，2021年处置的打架纠纷类总

警情达358起，却鲜有因当事人不满而有效投诉

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多年保持“零发生”。

  这个派出所就是五老村派出所。为一探该所

处置打架类警情有何妙招，记者近日进行了实地

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