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禁鞭令”改成“限鞭令”，市民
如何看？8月30日家住岔路口附近
的王女士说，全面“禁鞭”是好事。

“有些人凌晨放鞭炮，真的吵人。”
不过她也认为，红白喜事等特殊

时候，放鞭炮是传统。因此，她建议加
大研发和推广零污染烟火、电子烟火
等新型设备，让不点“火”也能点鞭炮、
放烟花成为常态，既有利于我市的环

境，也能让市民心理上更好接受。
“以燃放烟花爆竹的方式来庆贺

节日，这种传统的方式，已经不适应
现代的城市生活。”当日，城区温泉村
的市民张世卫称，他经常看到村里一
些居民婚庆嫁娶时，燃放大量的烟花
爆竹，给周边居民带来很大影响。

“这次禁鞭设立了举报奖励机
制，应该会对禁鞭工作的顺利开展起

到积极作用。”在市中心医院工作的
张一兵认为，国内一些城市已经出台
了禁鞭令，咸宁山清水秀，又是旅游
城市，全面禁止在城区燃放烟花爆
竹，对保护环境很有益处。

在温泉某机关单位上班的李先
生则表示，禁鞭，光靠职能部门执法，
很难落到实处，更多需要广大市民对
禁鞭有一个全面的正确的认识，共同

呵护我们生存生活的环境，并且提升
到社会文明素养的层面，形成一种自
觉行为，养成一种文明习惯。

李先生也认为，红白喜事禁鞭，执
法部门管理难。此时更需要市民增强
文明意识、环保意识、安全意识，要改
掉陋习，移风易俗，约束自己的行为，
用既有利于环保又利于健康文明的方
式，进行婚丧嫁娶活动。

市民有何看法？

网民“苏醒”是咸宁日报官方微信
公众号一名粉丝。她十分热衷于将美
食变成萌萌哒的卡通、漫画人物。

“苏醒”真名叫苏茵，今年32岁，家
住金桂路，是位全职辣妈，她最大的快
乐就是研究美食。

8月25日，苏茵在朋友圈里秀出了
她的美食作品。用芥麦面、三文鱼、大
葱、胡萝卜等，在餐盘上摆成树懒的模
样，那眼神、发型像极了《疯狂动物城》里
的“闪电”。

苏茵坦言，她将美食变成萌萌的动
物和卡通人物，源于自己有个不爱吃饭
的孩子。

2010年，她从深圳回到咸宁成家，
便一心享受在家带娃的日子。因为跟
父母同住，孩子在老人的溺爱中慢慢长
大，养成挑食的坏习惯。

如何让孩子爱上吃饭呢？苏茵在
网上找寻答案时，意外看到有位妈妈为
了吸引孩子吃饭，将食物摆成风景、动
漫人物。苏茵心生“自己动手试试，也
许孩子会喜欢”的想法。

苏茵立即行动。她下载了一些食
物图片后，便到菜场、超市采购食材，将
它们煮熟，再摆在餐盘里。

让食材呈现出不同的形象，并不
是想象中的那么简单。试过几次后，
都失败了。或构图不对，或形象不对，
或颜色不对。苏茵为此绞尽脑汁。终
于，在查阅一些网站资料后，找到失败
的原因。

芥麦面煮半熟时就要捞起来，青菜
也应焯水后迅速拿出，不然会影响其颜
色和营养；定型方法可以先用食物记号
笔将大概模式画下来，或者买些类似的

模型直接定好型了再装盘。
用米饭做可爱的小熊当主角，加入

蕃茄酱可以让米饭更有味道，适合孩子
的口味，外加些半熟的青菜放在旁边，
摆成小草、小树的样子，看起来可爱又
可亲，还能加强营养。

现在，只要是苏茵出品的食物，孩
子很爱吃。苏茵也表示，给孩子做饭，
让她找到了全新的乐趣。

用米饭、鸡肉、全麦饼，做成了功夫
熊猫；用灶烧鸡肉、菠菜、紫菜和饭团搭
配，做出浣熊师傅；用腌制鸡肉、土豆
泥、紫甘蓝、全麦面包组合成小黄人；用
黑豆、全麦饼做出米奇……

苏茵每做完一道菜，便将“作品”晒
在网上，与朋友们分享，吸引了不少围
观群众在网上请教。她也毫不吝啬地
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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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茵：将美食变萌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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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市政府2016年第15次常
务会议审议通过《咸宁市市区禁止燃
放烟花爆竹实施办法》，从9月1日
起开始正式实施。

燃放烟花爆竹是中华民族的传
统习俗，但由此带来的环境污染、噪
声污染和安全隐患危害广大群众的
身心健康，也严重影响了咸宁城市文
明形象。

2014年9月，市政府出台了《咸
宁市市区限制燃放烟花爆竹规定》，
取得了“实现零事故、环境在好转、投
诉大下降”的阶段性成效，各类违规
燃放烟花爆竹的投诉大幅下降，城区
集中燃放时间和频次明显好于往年。

然而，违规燃放现象还时有发
生，“限鞭”政策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因此，为了减少城市环境污染，保障
公共安全和人身、财产安全，营造好
的生产生活环境，在限鞭令到期失效
之际，我市决定在市区禁止燃放烟花
爆竹。

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区域（以下
简称“禁鞭区”）为咸安区温泉办事
处、永安办事处、浮山办事处、向阳湖
镇、官埠桥镇、马桥镇和咸宁高新区
及横沟桥镇的全部或部分行政辖
区。在禁鞭区内，禁止任何单位和个
人燃放烟花爆竹和非法生产、储存、
运输、销售烟花爆竹。

A 为什么禁鞭？

此次实施的“禁鞭令”与之前的
“限鞭令”相比，各方面都进行了大幅
调整。

首先，责任主体更明确。由咸安
区人民政府、咸宁高新区管委会承担
市区禁鞭工作的主体责任，公安部门
是禁鞭工作的主管部门，负责依法查
处违规燃放、非法运输烟花爆竹的行
为，安监、工商、城管、环保等行政执
法部门各负其责。

禁鞭措施更全面。单位违规燃
放 烟 花 爆 竹 的 ，由 公 安 部 门 处
100-500元罚款，并可对直接责任
人或单位负责人处 100-500 元罚
款；个人违规燃放烟花爆竹的，处
100-500元罚款；对携带烟花爆竹
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或者邮寄烟花爆
竹以及在托运的行李、包裹、邮件中
夹带烟花爆竹的，由公安部门处
200-1000元罚款；对未经许可举办

大型焰火燃放活动、或者违反安全规
程和作业方案的，以及未经许可经由道
路运输烟花爆竹的，均处1-5万元罚
款；单位或个人擅自在禁鞭区内生产、
经营烟花爆竹的，由安监部门处2-10
万元罚款并没收物品及违法所得。

对拒绝、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依法执行禁鞭工作的，由公安部门予
以处罚；情节严重的处5-10日拘留；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行
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履行或不依法
履行其禁鞭工作职责的，依据《湖北省
行政问责办法》追求其行政责任。

我市还将建立举报奖励制度，形
成全民支持禁鞭的氛围；开展专项清
理整治行动，禁鞭区内杜绝设立经营
网点；加强对居民区、城中村、市区道
口等重点部位的巡查，加大对集贸市
场、日杂商店、中小超市的检查，依法
查处打击烟花爆竹违法违规行为。

如何禁鞭？B

十六潭公园健康步道上狗屎多
公园管理处：期待市民文明遛狗

本报讯 记者马丽报道：8月25日，网民“深海鱼儿”在咸宁
新闻网（咸宁论坛）发帖称，十六潭公园健康步道狗屎很多，相关
部门应该加强公园管理。

该网民说，她每天到十六潭公园散步或跑步，踏在美丽的步
道上，置身于优美的环境中，神清气爽，心情愉悦。“可是，当你看
到路上有一坨坨狗屎，或者一不小心一脚踩在狗屎上时，会有怎
样的感觉？是否大煞风景？是否恶心阵阵？希望市民们能文明
遛狗，也希望公园管理处能加强这方面的监督管理。”

8月31日，十六潭公园管理处负责人刘燕珍说，十六潭公
园是一个开放式的公园，受到市民的欢迎，但管理起来难度很
大。一是保洁难。公园的保洁是外包给物业公司在打理，但公
园管理处一直都没有放松监管。但市民边吃东西边扔垃圾、宠
物狗随地拉屎等现象屡禁不止、屡劝不止。

二是安保难。公园共设计了7个大小入口，因为各个路口
车辆都可以开进，不少晨练和散步的人，本来可以随意走动，车
子挡了大部分道路，市民只能从树丛里穿越；有的人骑着电动车
在公园里飞奔，给游人带来安全隐患。

三是园林养护难。公园里的名贵花木，常被市民偷挖。
四是设施维护难。公园的垃圾桶都是木制的，搬起来特别

沉重，但还是会被人偷走了。
刘燕珍说，管理处在不断完善管理手段和制度的同时，希望

市民们能文明游玩。“公园是大家的，大家要共同呵护。”

渔水路两家烧烤店扰民
环保部门：已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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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安渔水路一小区内两家烧烤店产生的油
烟，熏得小区居民无法开窗。

网民“陈先生”发帖称，他是咸安渔水路一小区的居民，小区
门口不知道从何时开始开了两家烧烤店，店里的油烟直接往小
区内排，导致居民们白天晚上不敢开窗，晚上也不能好好休息，
居民们对此怨声载道。

就此问题，记者向咸安区环保局了解情况。区环保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该局已经对此事进行调查处理。

区环保局环境监察工作人员来到该小区两家烧烤店，经
现场调查，发现两家烧烤店的确将油烟直接排向居民区内。
其中一家主要经营家常菜和烧烤，厨房安装的排烟管从店后
与排水道连接，没有安装油烟净化设备。由于该小区的排水
道不密封，导致油烟泄漏，影响周边居民生活。该店的烧烤箱
每晚放置店外经营，所产生油烟也对周边造成影响。

另一家烧烤店虽然目前安装了油烟净化装置，但烤箱晚
上在店外经营，所产生油烟也对周边环境造成影响。

针对这一情况，区环保局环境监察人员当场要求两家烧烤
店进行整改。其中一家烧烤店老板承诺排烟管不走排水道，在
一个月内安装油烟净化设备，烤箱不在店外经营。另外一家餐
馆老板也表示烤箱将不在店外经营。

随后区环保局环境监察人员告知该小区居民此调查处理结
果，居民们表示很满意。

大畈移民路居民用水困难
网民期盼：早日彻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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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安区大畈移民路居民家因水压不够、流量
小导致用水困难，希望相关部门尽快处理。

网民“说句心里话”发帖称，他家住在咸安区大畈移民路附
近，住房是两层楼自建房，前两年请咸宁联合水务进行水改后，
用水一直都很正常。但在一年前，咸宁联合水务在没经过该网
民同意的情况下，直接把后面邻居家的水管接到他家的水管上，
导致片区内居住在二楼的多数居民水压不够。“一到居民生活用
水高峰期时，二楼以上要么没水用，要么就水特别小，非常不方
便。”

8月31日，记者到该小区，发现居民夏先生的家中，二楼用
水确实存在“水特别小”的现象。

就该网民反映的情况，记者向咸宁联合水务公司了解情
况。该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公司已进行过现场查勘，经现场
拆水表测压，压力0.26MPA，水压充足，流量大，片区内的水管
改造设计合理。居民用户如果再遇到用水问题，可直接拨打他
们的服务电话。

虽然联合水务公司已明确给出答复，但夏先生等居民表示，
希望有关部门能拿出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方案来解决该问题，
而不是用“如有水压问题我们随时提供服务”来搪塞居民。

长途汽车售票员态度差
运管所：将加强职业道德教育

本报讯 记者赵晓丽报道：近日，网民“陈”在咸宁新闻网
（咸宁论坛）发帖称：“前段时间一大早送我妈坐车回崇阳，在岔
路口等到车后，我只是问了一句有座位没？售票人员的回答很
不耐烦。后来还让我妈下车，并说了一些难听的话，态度极其恶
劣。还与我争吵起来，并表示不怕投诉。请问，长途汽车公司到
底归哪管，真的投诉无门了吗？”

针对这一问题，市运管处根据属地管辖原则，立即部署咸安
运管所调查处理。

日前，市运管所安排调查人员深入温泉至通城客运班线所
属公司（咸运集团温泉分公司）开展调查。经查，发现温泉发往
通城第一班车经过岔路口时间是6：50左右。工作人员调查了
所有客车司售人员，没人与乘客发生过口角之类服务态度问题。

为此咸安所又与当事人取得联系后确认，不是司乘人员服
务态度恶劣，是帮忙拉客的其他人言语粗鲁、态度恶劣，因当事
人只反映是六点左右由温泉发往通城在岔路口配载，无法找到
相关责任人。

根据调查，咸安区运管所无法确定明确的责任对象，只能责
成咸运集团温泉分公司加强司售人员及全体工作人员职业道德
教育，努力提高综合素质和服务水平，确保道路旅客运输服务质
量良好，树立咸宁良好的窗口形象，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9月1日零时起，市区“限鞭令”取消，开始实行全面“禁鞭令”——

限鞭为何改为禁鞭？
记者 赵晓丽

新闻追问 问热点

C

禁鞭具体范围：东以东外环与常横线交汇处沿东外环至东外环
与马柏大道交汇处为界；南以东外环与马柏大道交汇处沿南外环、太
乙大道至太乙大道与西外环交汇处为界；西以太乙大道与西外环交
汇处沿西外环、巨宁大道至巨宁大道与107国道交汇处为界；北以巨
宁大道与107国道交汇处沿107国道、常横线至常横线与东外环交汇
处为界，东、南、西、北四界向外延伸300米形成的环形区域为禁鞭区。

相关链接

【网民咨询】 网民“沙子”说，她家
有很多过期的化妆品，如洗面奶、香水、
面霜、洗发水等，丢了很浪费，但留着又
不知道有何用。

【记者打听】 1日，城区一家化妆
品店老板江红说，过期化妆品利用得好
能变废为宝。她对此做了详细介绍。

过期洗面奶可当清洁剂用，洗衣
领、擦旅游鞋等。

过期香水可喷在房内、车内、洗手
间或洗好的衣服上；还可清理胶带揭除
后留下来的痕迹，擦拭脏的灯具。

过期洗发水可以清洗衣领，枕巾、
枕套，另外因为洗发水中含有毛发柔顺
剂，可清洗羊毛衫，使羊毛清香柔软。

干粉底或爽身粉过期后，用布袋装
起来，放在衣柜或鞋子里，可去潮去味。

过期的面霜可以保养皮具，可以涂
在发尾当护发素用，还可以抹在脚上，
保护足部皮肤。

将过期口红抹在纸巾上，在银饰发
黑的地方反复擦拭，银饰能恢复如初。

洗甲水的主要成分是丙酮，是一种
有机溶剂，过期了可以清洁不干胶标签
留下的印记，可擦拭电灯开关或插座，
可清洁油腻的餐桌、瓷砖、抽油烟机等。

化妆水含有酒精，可以用来擦油腻
的餐桌、瓷砖和抽油烟机；还可以用来
抹皮具、擦镜子等，效果很好。

（记者 马丽 整理）

【网民咨询】 网民“阿牛”咨询：家
里有好多塑料制品，塑料杯子、塑料盘
子、塑料盆等等，用久了会发现这些东西
很难清洗干净，尤其是那些带纹的、有网
眼的，就更难清洗了。有没有妙招解决
这个问题呢？

【记者打听】 8月30日，家住温泉
张家湾巷的家庭主妇张艳星向大家推荐
了一个小妙招：用84消毒液清洗。

首先，将 84消毒液与清水，以 1：
200的比例混合（一般情况下一盆水中
倒入三小瓶盖就可以了，水多要多放
点），倒在一个大盆子里。

其次，将要清洗的塑料制品泡入消
毒水中半个多小时后，污渍会逐渐脱

落。如果脏得比较厉害，需要多泡会。
没有泡到的地方用刷子沾水刷一下。

第三，泡好后再用清水冲洗干净就
可以了，效果非常好。消毒水不会对塑
料制品产生任何腐蚀，除了去污之外，也
顺带消了一下毒。

84消毒液价格便宜，各大超市都有
售，使用放心。洗完塑料制品的消毒水
还能冲洗马桶，带着给马桶也消了毒。

（记者 马丽 整理）

塑料制品如何清洗干净

网民在线

过期化妆品如何变废为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