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8日，
长沙 市 白 沙 古
井，据来打水的
市民介绍，今天
来 古 井 打 水 的
人比平时要少了
许多。
实习记者李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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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8日讯 “大清早去白
沙井取水，竟然发现有人在井里面
拉了大便，实在是太缺德了！长沙
每天至少有几千人来白沙井取水
喝， 发生这样的事太不应该了，管
理方必须要加强管理。”9月7日早
上，长沙市民刘先生拨打本报新闻
热线96258投诉。

记者随后对此事进行调查，公
园工作人员迅速对白沙古井进行
了清理，恢复了正常取水。由于没
有摄像头和目击者，这名恶意破坏
井水的肇事者到底是谁仍是个谜。

园方紧急为白沙井“洗胃”

首先发现白沙古井内有异物
的，是习惯了每天清晨就来取水的
市民。

7日早上7点多，家住城南路的
陈爹爹像往常一样，提着水桶来到
白沙井取水。“平时在1号井取水的
人最多， 奇怪的是当天却没人，大
家都围在2号井取水。”陈爹爹也没
细想，径直走向1号井准备取水。

“还没下瓢， 一旁的市民就大
声喊住了我， 说不能在那取水，水
不干净。”陈爹爹往井里一看，立马
就忍不住骂了起来，“井水很清澈，
一眼就看到井底有一坨大便，不知
道是哪个缺德鬼做的。”

随后，市民将这一情况反映给
了白沙古井公园管理处。 早上8点
多， 工作人员在1号井旁设置了警
示牌，防止有人再来此取水，然后
用漏网对井底异物进行了打捞，调
来抽水机对井水进行抽离，并用刷
子对井底进行了洗刷。

忙活了近一个小时，直到上午
9点， 工作人员连续抽了4池井水、
对井底进行了4次洗刷后， 才恢复
了1号井的取水。

肇事者是谁仍是个谜

昨日上午， 记者在现场看到，
随着围观市民的散去，10点钟之后
来到白沙井取水的市民已经完全
不知晓此事，1号井又恢复了往日
的热闹。

白沙古井公园的保洁员回忆，
她们每天早上5点多开始打扫公园
卫生。“6日下午还没人发现有异样，
井中大便应该是当天晚上或者7日凌
晨出现的。”

公园管理处工作人员介绍，由
于白沙井是24小时开放的露天取
水点， 每天至少有数千人来取水，
即便是深更半夜，也经常有人开车
来取水。 白沙井周围没有安装监
控，也没有目击者，到底是谁往井
里排便没办法查出。

白沙井底现大便，园方紧急“洗胃”
井水安全涉及数千市民，取水点附近拟装监控

“家里煮饭、 泡茶都是喝白沙
水， 已经十几年了， 不喝会不习
惯。” 住在河西的罗先生每周末都
会骑电动车来白沙井取水，每次都
会装上3大桶。罗先生说，“前来取
水的老长沙，对白沙井有很深的感
情，都会自觉爱护它，平时有谁去
捞井水洗手， 都会被大家严厉地
批评。”

记者在白沙井旁粗略算了一
下，中午时分，短短十分钟内，前来
取水的市民就有23人， 既有普通

市民，也有茶楼的工作人员，大家
都是自带桶子和瓢。

“肇事者竟然往取水最多的1
号井内排便， 摆明了是恶意为之，
白沙井这么人来人往的，他做得无
声无息， 估计对白沙井还相当熟
悉。”取水市民推测。

不少前来取水的市民也表示，
排便事件折射出管理的不完善，
“这次只是排便， 万一下次投毒怎
么办， 这可事关长沙几千个家庭、
上百个茶楼的饮水安全啊。”

“身边的文明”拷问公民素质
今年5月，14岁的南京中学生在埃及神庙浮雕上刻下“到此一游”，将

国民恶习带到了国外，一度引发轩然大波。
长沙天心阁景观墙44人像惨遭斩首，刻字留言是长沙各大公园的“标

配”，白沙井遭人丢弃垃圾乃至恶意排便……这些所谓的“长沙素质”，都
拷问着长沙人的良心。

陋习，就如同明镜，折射出我们与城市文明间的距离。今年10月，白沙
古井公园将提质改造，设施将完善，景观将美化，白沙古井也将得到更好
的保护，我们也希望看到，与公共设施改善相匹配的是，我们能践行公德
心，改变陋习，还环境以洁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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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本产品为非保本浮动收益型人民币理财产品，主要风险是信用风险、市场风险
及利率风险等，以上收益率根据截至发稿期收益水平测算，具体执行将根据有关政策最
新标准实施调整。 �

“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投资须谨慎”。

兴业银行喜迎 25 周年行庆， 特面向零售客户推出多款理财产
品，帮助您的财富增值提速，敬请关注，更多理财信息详询各网点。
产品限期发售，售完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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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7日， 长沙市天心阁古
城墙上，有一段50余米的浮雕墙
44个人物头部被削掉了，墙面遭
涂鸦，还被喷上了红漆。而西大门
的警世钟内壁，被刻写了“到此一
游”、“爱情告白”等字句。

2012年6月23日下午，年嘉湖上南侧的荷花观赏
区，一艘游船撞断护栏，冲进了荷花观赏区，船上的年
轻男女肆意采摘荷花、荷叶。看到有人带头，其余船上
的游客也紧跟着，将船开进了荷花观赏区。很快，荷花
观赏区像被“咬”去了一块，烈士公园的管理人员心疼
不已，“约20多亩的水域，一天就被糟蹋了近5亩。”

9月6日， 在四川宜宾市翠屏区西城
街道，50多岁的环卫工人曾武旭劝阻小
孩当街拉屎， 与孩子父亲林波发生言语
冲突， 林波一怒之下将儿子刚拉的大便
扔到曾武旭脸上，引起公愤。随后，林波
被当地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十日。

8月28日，在南京地铁二号
线上，两位老人抱着一名小孩，
小孩哭闹想方便， 便让孩子直
接在车厢内大便， 臭味熏走了
坐在旁边的一名外国人。 两天
后，孩子家人向社会道歉。

井水安全难保障让人忧

文明
照妖镜

▲ ▲ ▲ ▲

市
民
声
音

▲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在白沙井
里发现异物，经常有不文明市民向
白沙井内扔包装袋、 矿泉水瓶等，
但发现大便还是头一回。” 白沙井
公园负责人沈主任表示。

8日上午，记者通过Hi都市报
微博、长沙网征集保护白沙井水源
的办法，不少网友建议“在井上加
盖，用摇泵或水管取水”。

对此，沈主任称，“加盖的方案
早就考虑过了，但我们向取水市民
做过大范围民意调查，都不同意加
盖。 大伙表示几十年来都是如此，
已经习惯了用瓢舀水。”

沈主任介绍，园方每周都会对

白沙古井进行清洗，有时下暴雨有
泥沙入井，或是发现井内有异物就
会马上清洗。虽然白沙井是露天水
井，但清洗频繁，水质绝对没问题。

“园方每天在园区安排了十多
人24小时值班巡逻， 但公园有15
亩，面面俱到还是有难度。”沈主任
说，“今后会考虑向公安局备案，在
取水处安装摄像头，避免排便事件
再次发生。 白沙井是文物保护单
位，我们也呼吁市民来共同爱护水
源。”（刘先生提供线索， 奖励30
元）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潘显璇 彭可心 实习生 乔玉为

拟在取水点安装监控

园
方
回
应

▲

记
者
手
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