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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不动”
的喷泉
近日，杭州西湖音乐喷泉大修后首次开放，一时间万人空巷，
引发 5 万人次的观赏热潮。据称，该喷泉广场将促进周边的商业发
展。因此，有扬州市民建议，扬州同样作为旅游城市，也应有自己
的大型音乐喷泉。然而，记者调查发现，事实上我市不少地方早已
建有喷泉，
但绝大部分正遭遇
“喷泉不喷”
的尴尬。
一些小区广场的喷泉，
一些小区广场的喷泉
，自从建成后就从未开放过
自从建成后就从未开放过，
，沦为垃圾池
沦为垃圾池、
、污水池
污水池。
。

扬州有音乐喷泉吗？有！

泉音乐太吵，影响了晚间休息和学习。”大虹桥路 10 号的小

缺少维护沦为摆设的文津园喷泉、文昌广场喷泉，而最初

区居民陆先生向记者表示，小区与音乐喷泉仅一路之隔，

定位于江苏省内最大旱地喷泉的友谊广场喷泉，也随着拆

大众见面，一时间万人空巷，引发大众观赏的热潮。虽然，

每天晚上从 5 点半开始到 8 点有 3 场喷放，双休日白天还

迁而消失。

首秀只喷放了《梁祝》和《我的太阳》两首曲子，但现场观赏

多增加了 3 场，
长此以往，
对生活影响很大。

5 月 1 日，杭州西湖音乐喷泉经过大半年的整修终于和

人次却达到了 5 万，管理方不得不启动了应急预案，暂停喷

然而，从事多年喷泉管理工作的丁志彦向记者解释，

除了维护费用，喷泉的管理也是制约喷泉开放的因素
之一。以虹桥坊喷泉为例，为了维护开放时的秩序，预防

事实上如果喷泉离开音乐，缺少了活力，和一滩死水没有

“喷泉伤人”，每天都要专门安排多名保安进行执勤，并且

据称，因为音乐喷泉而聚拢起来的超高人气，将会有

多大区别。而喷泉要吸引观众，也必须依靠音乐。而为了

有两名专门人员负责管理维护喷泉。但好在虹桥坊的人

效促进周边商业的发展。
“ 杭州有喷泉，苏州也有喷泉，扬

减少音乐喷泉对附近居民生活的影响，广场也调整了喷放

气保持较旺，
管理方也坦言
“费用就当是做广告了”
。

州同样作为旅游城市，也应当有自己的大型音乐喷泉！”近

时间，周一至周五白天基本不开喷泉。

放，疏散观众。

对于一些小区名存实亡的喷泉，对物管费普遍收不齐

日，有市民在政府相关建言平台上建议，扬州可以在“七河

记者调查发现，除了扰民，目前喷泉面临的更大问题

的物业公司来说，其长期开放所产生的电费是一笔不小的

八岛”附近建设音乐喷泉，提升扬州旅游硬件设施建设，聚

是“建而不喷”
。
“ 京杭之心的音乐喷泉除了建好第一年偶

支出。记者在养怡花园小区看到，该小区建设的亲水平台

拢人气。

尔喷过，从此以后，就再没有见开放过。”家住扬州大桥附

已经破旧不堪，池底是一滩污水。小区的居民告诉记者，

近的居民李先生向记者“吐槽”，以前还经常带着孩子来京

自从这个亲水平台和喷泉建成之后，
就从来没有使用过，
纯

街区建有音乐喷泉。事实上，我市已经建成过多个喷泉，

杭之心逛逛，现在喷泉也不开了，京杭之心的人气也越来

粹就是一摆设。
“与其放在这儿风吹日晒，
日渐破落，
还不如

其中除了虹桥坊，还有京杭之心、市民广场，以及其它公共

越差。
“就连去年建城 2500 周年，也没有见喷泉喷过，花这

将水池填平，
改建成停车场，
缓解小区的停车难问题。”

广场、小区，都建设了喷泉。

么大代价建造的音乐喷泉却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

对此，市旅游部门回复称，目前我市已在虹桥坊商业

事实上，
“ 喷泉不喷”的问题在各个城市普遍存在，即

“音乐喷泉自运行以来，吸引了不少市民专程前来观

京杭之心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京杭之心的音乐喷泉

使是在经济发达的南方地区，这也是个难题。有市民认

赏，提升了商业街区的人气。”虹桥坊运营单位的工程经理

平常不开，只有在重大节日和会议时才会开放。记者在现

为，喷泉的无处不在不排除有“政绩工程”、
“ 面子工程”的

丁志彦向记者表示，虽然音乐喷泉的维护费用不菲，每天

场看到，因为长时间不喷水，以及缺少维护，喷泉喷头和配

驱动因素，但它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人民群众的生活需

需要 1000 元左右，但是所起到的宣传作用也算“物有所

属设施已经锈迹斑斑。而另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如果

求，
因此不能简单地否定它的现实意义。

值”，特别是周六、日，音乐喷泉喷放时立刻聚拢起了人气，

有市民需求开放喷泉，可以预约。
“交个实际使用的电费就

改善提升了周边旅游环境。

可以了，
一般十来分钟一二百元。”

据介绍，虹桥坊音乐喷泉建筑面积达到 2500 多平方

扬州一家设计安装景观喷泉的企业负责人向记者坦言，
喷泉每天都要定时开放，
否则会因长期闲置而损坏，
导致不

事实上，
“ 喷泉不喷”的现象在我市极为普遍。其中，

必要的损失和维修费产生。该人士建议，
喷泉选址不好，
建

米，其中喷泉占地面积达到 1500 平方米。喷泉伴随着悠

扬州火车站的喷泉极少使用，而扬州大学校内的喷泉基本

而不用，
不仅劳民伤财，
而且会有损城市形象。因此，
喷泉的

扬的音乐响起，水柱映射着美轮美奂的彩色灯光，有节奏

要等到每年校庆。
“喷泉不喷，这也是整个扬州的通病。花

建设也要做到因地制宜。对于已经建成的喷泉，
有条件的当

地交织变换着各种水景造型，
翩翩起舞、秀美华丽。

了那么多钱，难道就是做样子吗？”有市民认为，在苏州、无

然最好是物尽其用，
没有条件的，
就应该适时做出改变。

而位于京杭之心人工湖东岸的音乐喷泉建于 2011 年，
主喷泉喷水最高达到了 60 米。喷泉由 2700 平米浮台承

锡等城市，最起码大型喷泉能在节假日保持开放，不仅美
化了环境，
还吸引了游客。

也有专家认为，可以尝试将喷泉的“产权”与“管理权”
剥离，让热衷于公益事业的企业来“冠名”。另外，目前一

“一场不喷泉开放下来，电费最低也要二三百元，每天

些房地产开发商也已意识到喷泉维护费用问题，不再利用

费用至少千元以上。”一位业内人士向记者介绍，其实旱地

喷泉制造水景概念，而使用更加节能的方法来制造小区的

喷泉为了保持水质，每天每时每刻内部都在进行水循环，

水景。
“ 因此，建设水景并不仅仅局限于喷泉，还可以用假

市区的不少小区，
也都建有大大小小的喷泉。一方面，
喷泉

这也会产生不少维护费用。
“ 使用费和维护费昂贵是导致

山瀑布、小型水幕等制造新的水环境。”

景观聚拢了人气，
提升了环境品质。而另一方面，
也给喜欢

喷泉成
‘摆设’
的最主要原因。”

载，喷泉结合地域及人文景观特点，主题为“运河神韵，柔
美扬州”
，力求表现江南水乡的秀婉婀娜。
去年，
我市又在市民广场建成了水之谷音乐喷泉，
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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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水的孩子们带来的嬉戏空间，
给夏季带来一丝清凉。

亟待喷水的喷泉何去何从？
尴尬的喷泉：
或扰民或不喷

目前，一些广场、住宅小区在规划时都建设喷泉，动辄

晚上 7 时许，记者在虹桥坊广场上，五光十色的音乐喷

上百万乃至数百万的资金投入，但建成后却因作为公共设

泉吸引了众多市民、游人前来观赏，不少人在不断变换的

施，本身就无法产生经济效益，成了摆设。对于城市喷泉

水柱间穿行奔走。据记者走访发现，市区喷泉虽多，但是

的管理目前并没有统一运作机构，建设、管理都归其“产权

定时开放的喷泉却不多。

单位”
。

就算是每天准时开放的虹桥坊喷泉，也正面临着扰民

因“公益性质”限定，产权单位不能从中获益，所以它

的尴尬。
“我们小区大部分住的都是老年人和学生，因为喷

生来就是“亏损项目”。正因为此，我市近年来改建取消了

恒大引领红五月 全国 8 折大优惠

音乐喷泉增加了商业街区的人气，但却遭受“扰民”
的困扰。

高品质、
高性价比，
无理由退房有保障
优美的自然环境，便捷的社区交通，丰

行力。
喜迎红 5 月，全国 8 折大优惠

切感受到民生地产的实力与关怀。

富的生活配套，对于很多置业者而言，这样

楼市全面复苏，其中，恒大地产持续火

俗称“红五月”。近来，楼市不断出台新政，

一路飙红 买房跟着热盘走

的社区已是难能可贵！长久以来，购房者在

热，5 月更是热销连连。为了回馈广大购房

市场观望情绪开始发酵，分类调控路线明

火红的五月，
不仅仅是炙热夏天的开始，

购房时除了考量社区环境外，更多细究的是

者，恒大全国所有楼盘 8 折大优惠！每套房

更是所有开发商眼中不可错过的黄金销售月

个性化的户型空间以及采光、观景乃至是建

享 1500 元/㎡满屋精装，再送品牌家私券。

度。恒大地产久经市场风云，抢先以全国 8

筑品质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在拥有“无理

继全国无理由退房一周年钜惠之后，恒大地

折钜惠引爆五月楼市，以超高的性价比赢得

由退房”这一信心保证的基础上，恒大此次

产再放大招！品质精装，品牌家私，全能配

傲人佳绩与赞誉。8 折钜惠特价，特价必定

再加入史无前例的超低折扣，无疑将性价比

套，金碧物业，以非凡卓越的品牌实力、规模

升值！恒大地产全国超 300 个楼盘，在今年

做到了极致。
“无理由退房”是民生地产——

宏大的项目规划打造醇熟的社区配套，让品

年初以来一路飙红，在刚刚过去的五一黄金

恒大地产的惠民举措，自实施以来广受市场

质生活成为一种生活常态。买恒大房，还有

民奉献高品质、性价比的精品住宅的同时，

周又传佳绩，继续谱写全国楼市的传奇。选

欢迎，真正实现了房地产开发商与购房者之

“无理由退房”实力保障，最佳购房时机错过

将更多实惠带给广大购房者，让大家真真切

择恒大楼盘，
定有其中足够优秀的理由。

间的双赢局面，再次展现了恒大的魄力和执

每年的 5 月都是楼市的传统销售旺季，

朗，三四线城市加紧“去库存”，市场信心也
得到了极大提振，政策利好，置业者购房意
向大增。作为以优质品质、完善配套和合力
价格赢得市场赞誉的恒大地产，已确定将在
五月持续发力，坚持精品战略，秉承“造老百
姓买得起的精品房”的民主理念，为广大市

不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