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民咨询】 网民“绿”咨询，夏天
太阳暴晒后，小车内的温度特别高，一
打开车门，一股热浪扑面而来，让人没
有勇气进到车里。请问怎样快速给暴
晒后的爱车降温？

【记者打听】 3日，城区一家4s店
的销售人员表示，用车前，可以先打开
副驾驶的窗，然后通过反复开关主驾驶
座的门，让车内热气得以“抽离”。一般
情况下只需要十多下就能起到较好的
降温效果。

然后记得打开空调，开到最大档，
并且打开外循环。这样一般2、3分钟
内，就会有非常好的降温效果。

此外，也有降温剂可供选择。在放
置降温剂时，也要避免阳光直射，以免
发生爆燃危险。

建议给爱车贴上太阳膜。太阳膜
可以隔热、隔离紫外线，减少热量进入
车内的机会，从而可以减少空调的负
荷，缓解引擎负荷，降低油耗。另外，
太阳膜还能降低乘客皮肤被晒黑的几
率。

有些车主因为工作需要或者条件
限制，每天不得不把爱车停在室外。所
以，即使贴了太阳膜的汽车，也无法阻
挡太阳的侵袭，于是，遮阳挡便成为“降
温神器”。遮阳挡常用反射性铝箔制
造，使用得当可以起到较好的隔热遮光
效果。

（记者 赵晓丽 整理）

网民在线

【网民咨询】 网民“一根筋”咨
询：炎炎夏日，外出时喜欢外搭一件防
晒衣防晒。可市面上的防晒衣样式五
花八门，价格差别很大，从几十元到数
百元不等，她都挑花了眼。请问，如何
才能挑选质量较好的防晒衣？

【记者打听】 2日，城区一防晒用
品店销售人员袁萍解答了这一难题。

正规的防晒面料制成的服装，都
会在其标牌上标明紫外线防护系数。
防紫外线产品在标签上标有三个方面
的内容：一是标准的编号，即 GB/T
18830-2009;二是 upf 值：40+或者
50+;三是标明“长期使用以及在拉伸
或者潮湿的情况下，该产品所提供的
防护性能可能减少”。

市民购买的防晒衣，只有标签上

注明了标准编号和upf值的，才有可
能真正防晒。而标签上没有标明防晒
指数的防晒衣布料中，很可能并未添
加防晒材料。由于透明度高，所以并
不能挡住穿透力强的紫外线。

普通布料的防晒效果优于任何防
晒霜，而防晒布料的防晒效果又优于普
通布料。但添加了防晒助剂的布料经
过多次洗涤后，会降低防晒衣的防紫外
线指数，防晒效果就会有所降低。普
通布料中，就颜色而言，颜色越深，其
紫外线防护性能越高，如黑色;就质地
而言，在化学纤维中，涤纶优于锦纶，
锦纶又优于人造棉、丝。

值得提醒的是，防晒衣不宜经常
清洗，脏了最好也不要用力搓、刷，以
免破坏防晒涂层、降低防护性能。

（记者 朱亚平 整理）

如何挑选防晒衣？ 夏季车内如何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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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达人

网民“晓菲”是咸宁日报官方微信
公众号的一名粉丝。从小就是“手工
控”的她，热衷于将袜子变身为萌萌哒
的玩偶娃娃。

“晓菲”原名丁晓菲，今年29岁，家
住御龙花园。工作之余，她最大的快乐
就是在家DIY玩偶。

1日，她在微信上晒出了自己的新
作品——袜子兔，并配文：“大家好，我
是袜子兔，我叫小乖。其实，我以前是
一只很普通的臭袜子，你看我现在变得
多漂亮，我成了一个很可爱的娃娃，见
到我的人都想亲亲我，抱抱我，我觉得
特别开心。”

袜子是怎么变成萌兔子的呢？当
日，她向记者简单介绍了操作方法。选
一只废袜子，从袜口中间向袜底剪约5
厘米。在脚趾处剪个口。将袜子翻面，
用针将耳朵缝合，然后翻回正面。取两

团等份量的棉花，塞入耳朵中，让耳朵
饱合而自然挺立。

再取适量棉花，将棉花一次塞
进。“如果棉花的量太多或太少就要全
部取出再重来。因为兔子的头与身体
是一体成形，因此棉花要用力往上顶，
这样兔子的脸形才会有圆嘟嘟的可爱
感。”

最后用针将底部的开口缝合，兔子
的身体就完成了。用浅色笔画出兔子
的五官，再顺着笔迹缝出兔子五官。“缝
好之后，轻压塑形，就完成啦！”

这些繁琐的步骤，丁晓菲半个小时
就能完成。丁晓菲说，这是因为她有很
好的手工基础。

上小学时，同学间流行送贺卡，没
零花钱的她自己动手做 ，结果同学们
都赞好看。班主任发现她在手工方面
的特长，就主动找到她的父母，建议让

她学美术。丁晓菲从小学四年级开始
学美术，后来到武汉一所高校学平面设
计专业。

在校期间她除了学习绘画、色彩搭
配等规定科目，还自学陶瓷雕塑、印章
篆刻，和志同道合的同学组了个社团，
没课时聚在一起缝缝补补做小物件。

2011年，她在一本书上看到了袜
子娃娃，一下子便爱上了这种手工艺。
从2011年到现在，她用袜子做了近两
百个娃娃，大都送给了亲友。

“这也算是废物利用吧，所以会一
直做下去。”丁晓菲说。

丁晓菲：将袜子变成萌兔子
记者 马丽

鱼岳镇残疾补贴发放不到位
相关部门：即将发放到位

本报讯 记者马丽报道：近日，网民“汪洋军”在咸宁新闻网
咸宁网络问政平台投诉：“嘉鱼鱼岳镇残疾人补贴发放不到位。”

该网民说，他是鱼岳镇南社区残疾居民，残疾人两项补贴，即
护理补贴和困难补贴，已实施半年多，却到现在都没有发放。当
他去残联咨询时，残联称只有护理补助，困难补助没有。而在今
年四月初，他已将这两项的资料都提交给社区了。

“是残联、民政、社区的操作程序出现问题，还是互相推诿？
希望相关部门能落实好这项惠民政策。”该网民说。

1日，鱼岳镇镇政府接到投诉后，对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详细调
查。调查发现，这名残疾人叫邹早远，女，现年89岁，是鱼岳镇南
街社区22组居民。老人育有三个女儿，现一人独居。邹早远于今
年4月12日办理了二代残疾证，视力一级，按政策可以享受重度
残疾人护理补贴每月100元。她本人属于低保户，每月低保金
280元，同时可享受困难残疾人补贴，每月50元。

南街社区及民政办已于5月，将邹早远的残疾人两项补贴资
料，分别上报县民政局和县残联审核。残疾人的两项补贴由县民
政局和县残联审核后委托银行分月代发，因二季度残疾人补贴资
金拨款暂未到位，镇民政办已与县民政局和县残联联系，两项补
贴将尽快于8月发放。

1日上午，镇民政办与投诉者、邹早远外孙汪洋军见面沟通，
向其解释残疾人两项补贴申报及发放流程，其本人无异议。

新闻追问
问民生 2日，市物价局相关负责人称，我市正启动医疗服务价格专项整治活动，规

范我市医疗机构服务收费行为，减轻患者医药费用负担。

“这个活动，或许能缓解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现状。”得知这一信息后，

咸宁老百姓对此活动很期待。那么这次活动将如何整治乱收费，怎样保证整

治效果？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你曾遭遇过哪些医疗服务乱
收费？”2日，记者就此问题采访了一
些市民。

市民张女士说，女儿萌萌几个
月大时，到城区一家医院打预防
针。医生建议给萌萌做个微量元
素检测。

检测结果一出来，医生就说萌萌
有轻微佝偻病，建议吃药。医生还
说，如果不治疗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

一听佝偻病，张女士吓坏了。医
生给萌萌开了一百多元的药，大都是
补钙补锌的。

回家后，张女士遵医嘱喂药。
“女儿哭得那是撕心裂肺啊，她哭我
也哭。”最后张女士放弃喂女儿吃药
了。现在，女儿一岁多了，健康活泼
聪明，连感冒都很少患。而没有吃
的药还放在药箱里。

市民何女士说，她的孩子两岁
时，有次有点咳嗽，本没打算看医生，
正巧经过医院就去检查了下。医生
建议拍片。拍片结果是，肺部有阴
影，要住院做雾化打点滴。何女士不
愿住院，带着医生开的药回家了。吃
药后，没几天就好了。现在，孩子生
龙活虎。

看病难看病贵是很多人的共同
感受，但在价格体系中，专家挂号费
通常并不高；而一些非必要检查、高
价药、超大处方，让患者个人和医保
负担沉重。

“希望这种情况能在这次整治中
被彻底改变。”这是市民们的共同心
声。

当日，市物价局相关负责人说，
正因为如此，市物价局、市卫计委等
部门联合开展这次整治活动，以进一
步规范我市医疗机构服务收费行为，
减轻群众医药费用负担，促进医药卫
生行业健康发展。

“此次整治活动将在全市医疗机
构开展。”当日，市物价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重点检查公立医院是否严格执
行价格主管部门规定的医疗服务价格
项目编码、项目名称、项目内涵、除外
内容、计价单位和说明。是否存在未
经价格主管部门批准，擅自更改和增
加医疗服务价格项目。

检查内容还包括：
各医疗机构是否擅自提高标准收

费、重复收费、分解项目收费、改变计量
单位收费。未经价格主管部门批准，医
疗机构是否按自行设立的检查治疗组
合项目对患者进行检查、治疗并收费。

各医疗机构是否存在不执行政府
定价药品零差率、加价率的行为，是否
执行药品、医用耗材加成的价格管理
（国家基本药物零差率销售）。

各医疗机构是否将常用医疗服务项
目、标准在醒目位置公开，是否建立了收
费查询制度，是否落实了费用清单制度，
是否设立举报箱和公布举报电话等。

是否向患者提供“一日清单”，“一
日清单”是否注明医疗服务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计价单位、价格、服务次数
和收费金额；是否说明患者使用的每
一种药品、材料的规格、数量和单价，
是否每日免费向患者提供。患者出院
时，是否按清单所列金额付费。

此外，还将对检查全市第一批、第
二批及2015年新增县级公立医院综
合改革是否按规定取消药品加成，医
疗服务价格是否调整到位并与医保支
付政策相衔接。

检查非公立医疗机构是否建立健
全内部价格管理制度。是否按照公
平、合法、诚信原则合理制定价格，合
理约束价格行为。是否严格执行明码
标价和建立医药费用明细清单制度，
是否通过多种方式向患者公示医疗服
务和药品价格。

这次整治活动可谓众人所盼。那么该如何保证整治出成效
呢？一些市民建言献策。

市民林先生说，近年来，有关部门的专项整治并未停歇，但医
疗乱收费在一些医院依然存在，深层原因一是整治“刮风”式，一两
年来一次，让被监管者存侥幸心理；二是处罚的力度不够大，违规
者没有痛感。

因此，他建议，要有效遏制医疗乱收费，首先整治要常态化，或
聘一些市民监督员；其次是加大处罚力度，不仅要罚单位，更要罚
主要责任人。

市民钟先生建议，有些医疗机构的各项制度都很完善，但一些医
生的素质却比较差，因此要多举办一些培训会，对医生进行素质培训。

市民刘女士建议，可借鉴“信用评级”的做法，如果某机构屡查
屡犯，降低其信用等级，甚至列入“黑榜”，广而告之。

对此，市物价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整治活动从7月开始，
将持续到今年底，按四个阶段组织实施。即，动员部署、自查自纠、
整改落实、总结提高四个阶段。

活动中，各医疗机构要征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群众代表等
社会各界建议意见，广泛、深入查找、解决社会关注、群众反映强烈
的问题。整改结果要向专项整治工作组汇报，并向社会公布。

“整治活动本着‘边自纠边整改、边治理边规范’的原则，强化
‘被监督’意识，规范医疗服务收费行为，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
加强源头治理，解决医疗服务收费行为中存在的问题，以实际成效
取信与民。”市物价局相关负责人说。

B 整治重点在哪？A 为何开展整治？

C 怎样推进整治？

向医疗服务乱收费开刀
记者 马丽 通讯员 徐晓明

通城县一路口污水横流
市政部门：此事正在调查中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报道：近日，有网民在咸宁新闻网（咸宁
论坛）上发帖称，通城县金泉路与解放西路交叉处，有一处管道被
堵，导致污水横流，严重影响市容市貌及百姓生活环境。

网民“刘”发帖称，他居住在金泉路附近。近日发现，金泉路
与解放西路交叉路口的西北角，因附近有人建设房屋，并长期向
外排放污水，导致市政污水管道严重堵塞。每逢下雨时，污水管
道内的脏水便流往金泉路上，臭味熏天，严重影响了周边居民的
正常生活和个体商户的经营，对城区的市容市貌也造成相当大的
影响。

该网民说，前段时间汛期时，臭味熏天的情况更是严重。希
望有关责任部门能对该处污水管道进行改造恢复，禁止管道旁房
屋建设所产生的污水向金泉路排放，并尽快恢复金泉路周边环
境，还居民一个安居乐业的好环境。

网民“周周”、“叶落归根”跟帖表示，该路口的污水横流现象
已有相当长一段时间。附近居民已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此事，但
一直没有得到正面回复。“相关部门在获知此情况后，应该及时采
取相关措施，避免居民怨声载道。”

1日，记者向该县城市管理部门了解情况，相关负责人表示，
接到网民投诉后，该部门已派相关工作人员前往现场了解情况。
目前，此事还在进一步调查中，确定污水横流的原因后，将迅速进
行污水管道改造。

微信群发能验证“拉黑”？
公安部门：不能，反而会泄露个人信息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报道：近日，网民“流动红旗”在咸宁新闻
网（咸宁论坛）上发帖称，这几天很奇怪，微信上，几乎每天都能收
到几条关于“别让拉黑你的人占用你的微信空间……”之类的信
息。短信内容含有“清一清拉黑你的人吧，能节约不少手机空间”
等。

“这些信息真是令人厌烦，发这些信息真的能检测出自己有没
有被删除或拉黑吗？会不会是病毒？”该网民问。

据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是一个骗局。不仅测不出你
的好友有没有把你拉黑，还有可能就此被好友拉黑。市民最好不
要转发这类东西，不法分子可以通过你群发这条信息掌握你有多
少好友，你好友的手机号码是多少，最终实施诈骗。

那么到底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可测试一下你的好友有没有把
你删除拉黑呢？

内业人士表示，可以通过发起群聊的方式测试。进入群界面
时，会出现两种不同的情况，第一种是你拉的好友都没有拉黑或者
删除你，好友都加入了群聊；第二种，如果有人拉黑你，就会出现

“请先发送朋友验证申请给XXX，对方将你加为微信朋友后，你才
能邀请其加入群聊”的界面。接下来只要你不发任何消息就可以
神不知鬼不觉的删掉这个群，最终达到测试效果。

孩子该如何学习国学经典？
网民建议：寓教于乐

本报讯 记者赵晓丽报道：近日，网民“zxlfree”在咸宁新闻
网（咸宁论坛）发帖表示，孩子在城区某小学读书，学校在推广学
习国学经典，会在课堂上学《论语》和《弟子规》等。她觉得这种形
式很好，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应当被继承和发扬。

但是，这位网民发现，暑假里孩子呆在家里，就围着电视机
转，学的东西都忘到脑后。“没有长久地坚持下去，岂不是达不到
该有的教育效果？”因此，该网民很疑惑，到底应该怎么办？

帖子一经发出，网民纷纷提出各自建议。网民“王女士”认
为，经典诵读是一项长期的、潜移默化的活动，需要家长的参与。
很多家长重视孩子文化课的培养，而对国学经典的学习较淡薄。
但其实，国学里含有许多做人的道理，对孩子们的人格塑造有着
重要的作用。她建议家长可以参与其中，带领、陪伴孩子阅读国
学，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

网民“墨马姑娘”认为，国学经典包括一切古文化的精华，
老师应当结合各年龄层次孩子的特点，推荐适合的篇目。诵读
经典是学国学的基本方式，儿童时期是记忆的黄金时期，通过
大量的诵读、理解记忆，吸取传统文化的精髓，最终达到传承的
作用。

网民“蔷薇谣”则认为，在学习国学经典过程中，可以开展多
种形式的学习方式，让孩子们乐于学习国学。学习国学经典应该
结合教材，如中小学语文有古诗文背诵篇目要求和阅读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