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民在线

【网民咨询】近日，网民“豆豆”咨
询，不久前，跟闺蜜学会了织毛衣。
最近一直手痒痒，想给家里老人和孩
子织围巾和毛衣。但不知道怎样的
毛线才算好毛线。想咨询，怎样才能
正确挑选毛线呢？

【记者打听】近日，咸安某服装店
负责人汪经理分享了几点挑选毛线
的小技巧。

购买毛线时，要看毛线条干是否
丰满、均匀、圆顺，捻度是否合适。不
松不紧、手抓柔软的毛线品质较好。
为质量好的毛线。

挑选纯毛绒线时，首先要观其
色泽，要求白要雪白，青要靛青，蓝
要蔚蓝，黑要乌黑，而且色泽要均匀
一致，无色斑色差，柔和悦目。除特
殊品种外，一般纯毛绒线忌带刺眼

的光。
好的毛线手感舒适，不扎手，可

以放在脸上或者手臂内侧试试，如果
有发痒、刺身、发粘，可能质量有问
题。此外，绒线本身不应带有油味或
其它异味。

一般而言，毛线生产中允许有
单纱接头，但不能超过规定的标准、
一小绺(50g)允许有一个接头，一大
把(250g)允许有三个接头。超过这
个标准，毛线质量就会下降。同时，
还应注意毛线不应有粘连和挂毡现
象。

粗绒毛线是半斤一束（一束五
绺），即250g；针织毛线2.5两一把，即
125 克。重量足的说
明毛线质量好。

（咸宁日报全媒体
记者 陈希子 整理）

【网民咨询】近日，网民“星期八”咨
询，去年年底买了新房，下半年装得差
不多了，现在已经进入打扫阶段了。打
扫的时候发现，书房因为改装过，墙上
留下几个大大小小的钉眼，看着就不舒
服。所以他想问问，有没有什么办法可
以祛除墙上的钉眼？

【记者打听】近日，在城区一家装修
公司工作的设计师刘宣回复了该问题。
刘宣介绍，每家每户装修的时候，墙上都
会多多少少留下痕迹，钉眼如果不处理
很影响美观。刘宣分享了一个小妙招，
让你快速解决这些钉眼的问题。

通常钉子钉在墙上都比较结实，用
钳子拔出来的时候，用
力方向一定不能偏，最
好是跟墙面保持垂直，
否则掉一大块墙皮就更

难处理了。
小钉眼的处理方法是，在手指上挤

一点牙膏，要纯白的那种，将牙膏抹到
钉眼上，用一张卡片将牙膏刮平，牙膏
风干以后，比现在还要白一点，所以如
果不是仔细看，根本看不出痕迹。

大钉眼的处理方法是，需要用腻
子粉或是石膏来处理。房主在调腻子
粉时，先用一块饰面板，刷上腻子与
墙面对照颜色，直到与墙面颜色基本
接近为止。填补钉眼后，需用小毛笔沾
上用清漆加颜料粉调和好的涂料进行
修色，轻轻地在钉眼上涂刷。补好后，
站在离墙1米外的位置，观察遮盖的钉
眼是否自然。如果业主翻新墙面采用
的是壁纸，只需用腻子粉填补钉眼，抹
平墙面后铺贴壁纸即可。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朱亚平
整理）

如何挑选毛线？ 如何祛除墙上的钉眼？

给市民带来便利

武汉游客王伟喜欢咸宁的美景美
食，每到周末就会带上家人，约上三五个
好友来咸宁游玩。但是，上厕所的问题
却让他心生不适和惋惜。

“厕所少，指示牌也少，内急的时候
到处找人问厕所，特别尴尬。”王伟说道，
城区公厕如果免费开放，会让游客玩得
更舒心。

湖南一名游客也有同感。他说，有
次找厕所找了很久，最后还是开车到城
区一家商场解决的。

“以前上厕所时经常会因为没有零
钱把人急的不行，现在好了，可以到旁边
的温泉谷酒店上厕所，锻炼起来就方便
了。”在潜山森林公园锻炼的李大妈道出
了不少人的心声。

杨女士在乡镇开了一家综合门市
部，每隔几天就要来城区进货。“菜市场、
五金批发部、零食批发部、汽车站这些位
置经常跑，以往出门为了少上厕所，水都
很少喝，现在进城来不用担心这些问题
了。”

但免费公厕的服务怎么样、会不会
是“表面光”工程？

沃尔玛超市是这批社会公厕开放主
体之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市城管
执法委将指导、督促他们对厕所进行一
次彻底清扫和维修，确保设施完好、干净
整洁。并与他们签订厕所对外开放承诺
书，落实专人保洁，完善卫生管理，并对
辖区内或行业管理区域内的公共场所厕
所进行日常监管，确保对外开放的社会
厕所干净整洁，正常使用。

给社会带来和谐

傍晚，很多市民会在饭后出来散
步，有的遛狗遛猫，有的跑步打拳，这个
时候就会有些小孩子、猫狗在路边大小
便。

“有时在路上走着，一不小心踩到大
便，十分恶心！”家住温泉一号桥附近的
杨女士说。

“我们每天打扫卫生，都会遇到这样
的事情，这加重了我们的清洁任务。”环
卫工人陈爹爹说道，公厕开放后，这样的
现象将会大幅减少。

此外，有些游客对咸宁公厕位置不

熟悉，想就近到某些单位借用一下，却常
遭拒绝。现在这种现象不再存在。

“把内部资源变为公共资源，促进资
源共享，为政府部门点赞。”针对各单位
厕所免费开放这种“内厕外放”的行为，
市民张先生表示。

2018年10月份，市环卫局就对沿
街单位（经营户）的内部厕所管理现状进
行了调查、摸底、登记造册，共登记单位
（经营户）162家，按照“统筹街道人流
量、街道公厕数量、公厕设施状况”原则，
做到资源共享合理利用。

如厕事小，却关乎百姓的直接利益，
解决不好挺憋人！

此次开放的87座免费公厕中，半数
以上是企、事业单位的内部厕所。

小厕所，大民生。
多少年来“官本位”的文化在人们头

脑中形成了一种观念和习惯的固化，没
事一般不到“衙门”去叨扰。单位厕所的
免费开放不仅提升政府的亲和力，也促
进了政府部门与老百姓的沟通交流，切
实提升人民群众生活满意度和居民幸福
指数。

给城市带来文明

俗话说，人有三急。当人处于内急
状态下，又找不到厕所，只能无奈地“随
便”去解决了。

“城区免费开放了这么多的厕所，讲
文明的人都会去厕所方便。”在十六潭公
园散步的许大妈说道。

随着公共基础设施的不断健全，不文
明行为将受到广大市民的监督和批评。
公厕的免费开放为市民素质的提升提供
基础，引导市民文明如厕，爱护卫生环境。

自去年11月1日我市召开创建文
明城市动员大会以来，全市“创文”热情
高涨，各部门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展。

“三年获提名，三年创成功”的任务
艰巨。免费公厕的开放无疑给“创文”添
了一把火，催生市民讲文明的内生动力。

此外，市文明办和市城管执法委将
对市区87座免费开放社会厕所的日常
保洁与养护进行检查考核。涉及单位和
单位辖区内或行业管理区域内的社会厕

所考核结果，直接与市文明单位创建考
核挂钩。

厕所犹如一张城市的名片。
这批开放的社会公厕对硬件设施、

看厕保洁、完善管理、责任落实等方面提
出要求。

从免费开放，到管理规范化、标准
化，我市一步步将公厕打造成特色名
片。公厕的规范化管理将擦亮咸宁城市
名片。

元旦前夕，记者从市环

卫部门获悉，市区将有87座

单位（经营户）厕所免费对外

开放，切实解决市民如厕难

的问题，促进社会资源充分

利用，助推我市全国文明城

市创建工作。这87座公厕将

给咸宁带来什么？

新闻追问
问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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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安一红绿灯设置不合理
部门：由规划设计等部门裁定

本报讯 见习记者刘念报道：近日，一网民在咸宁
网络问政平台反映，咸安三正半山花园小区前方新建
红绿灯，影响小区居民开车回家。

该网民称，2018年12月24日，咸安区巨宁大道三
正半山花园小区前方新建红绿灯，规划路线，影响小区
居民开车回家。小区位于巨宁大道与107国道交汇
处。没设红绿灯前，可以直接在两车道左转开进小区
路口。现在两车道改成单行道，如果像之前一样到小
区路口可能会是逆行。如果过红绿灯再掉头反方向开
回小区路口，不仅危险还会造成交通堵塞，因为小区路
口在红绿灯等待区旁边。

对此，咸安区交警大队调查处理，并回复：107国
道1319KM至1341KM（里程碑已更新）属于事故多
发路段，存在重大交通安全隐患，2018年被列入省级
挂牌督办进行整改。该项整改工程由咸宁市规划设计
院及相关交通管理职能部门进行实地勘察设计，通过
专家评审，最终形成整体整改方案。

目前该路口已按规划设计要求渠化、施工完毕。
针对当事人反映的情况，区交警大队将及时向规划设
计等部门反馈，由规划设计等部门裁定。

嘉鱼一小区收燃气开户费
部门：依据购房合同而定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报道：近日，一网民在咸宁网络
平台上发帖称，嘉鱼一小区疑似违规收取燃气开户费。

该网民反映，2015年，他在嘉鱼县鱼岳镇高地·嘉
境小区购买了一套商品房。按开发商和物业公司的要
求交清了相关费用，其中包括燃气开户费2300元。今
年他听说购买商品房不应该另付燃气开户费。他咨
询，购买商品房是否要另付燃气开户费？

对此，嘉鱼县物价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经该局查
实，高地·嘉境项目一期于2012年11月8日取得《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并开始
承建，嘉鱼县规划和城市管理执法局审核批准的《嘉鱼
县高地·嘉境项目规划设计方案》中，综合工程管线网
规划图未把管道燃气纳入基础配套设施同步建设规
划，其财务账簿基础设施建设成本支出没有管道燃气
支付情况。

高地·嘉境项目一期商品房，在《商品房买卖合同》
中明确了管道燃气初装费用由买受人承担的情形下，该
《商品房买卖合同》应属于有效合同。在《商品房买卖合
同》中未予以明确，且收取了管道燃气初装费用的行为,
属于违反了《合同法》，建议购房户直接向司法部门提起
民事诉讼。

黄龙山旅游城乱收物业费
部门：正在调查处理

本报讯 记者马丽报道：3日，网民“李”在咸宁网
络问平台反映，黄龙山旅游城乱收物业费。

该网民称，黄龙山旅游城聘请的家安物业，向一期
业主收取电梯使用费600元，装修管理费100元。向
二期业主收取装修材料运输费700元。

对此，通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责成县房管局，组
织人员对该事项进行专项处理。针对近期黄龙山旅游
鑫城投诉问题较多，县房管局已组织专班人员，并拟定
计划，进行专项处理。

该局4日上午约谈了开发企业负责人，下午约谈了
物业企业负责人。7日—9日，入户摸底调查业主反映的
问题。10日就所调查的结果跟开发企业和物业企业进
行沟通，并拿出整改方案。11日将组织业主代表、开发
企业负责人、物业企业负责人召开沟通座谈会。

该局下步将对所处理及整改方案在小区内公示，
对开发企业和物业企业在经营活动过程中是否有违规
违法的行为进行审查，如有违规违法行为，将严格按相
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并责成整改。

校区宿舍无热水
部门：已维修整改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报道：近日，咸安一网民在咸
宁网络问政平台上发帖反映，因校区没有配备热水器，
冬天非常不方便，希望相关部门能帮忙解决问题。

该网民表示，他是湖北科技学院大一新生，冬天洗
澡要去澡堂，天太冷接个热水要排很长的队，希望宿舍
里能够安装热水器。

对该网民所反映的情况，湖北科技学院后勤处经
过调查后回复，咸安校区公寓的建筑结构属于砖混预
制板结构。此前已做专业论证，每间房不能单独安装
淋浴设施，否则会导致严重漏水，只能在一楼设置集中
洗浴场地。可能该学生反映的时间段刚好处于开水器
维修时期，后勤处已再次联系商家检修，能维修的设施
现已修好。

学生用水主要集中在几个时间点，排队现象确实
存在，校方建议大家尽量错峰使用，避免排队。下一
步，学校会进一步加大基础设施的改造力度。

87座公厕带来了什么？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见习记者 阮泽华

近日，湖北科技学院经济与管理学
院酒店管理专业一名学生在咸宁网络问
政平台反映，湖北科技学院强制要求学
生二次实习。

该学生反映，2017年下半年，他读
大三，学校强制安排他到深圳实习，并
拿到了实习学分和实习证明。现在他
大四了，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以学习计
划为由，强制要求学生2019年再去外
地实习，而且如果不去的话，已经拿到
的实习学分和实习证明都将没有。该
专业往届学生只在大三实习一次，现在
为何是这样了呢？

2018年12月26日，该校经济与管
理学院通过调查后，对此事回复：酒店
管理专业是该校转型试点发展专业之
一，加强实践环节教学、进行校企合作
是转型发展的重要内容。在专业转型
发展中酒店管理专业实行“3＋1”的人
才培养方案（其它专业后来也实行“3＋

1”培养模式），分两个学期共1年时间
到企业进行顶岗实习（见《酒店管理专
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第340页）、专业
实习活动（见《酒店管理专业本科人才
培养方案》第 337 页）。以上内容为
2015年制定的湖北科技学院酒店管理
专业人才教学计划，经济与管理学院完
全遵照教学计划执行。投诉件中指的

“院长以学习计划为由，强制要求……”
的说法不属实。

另外，专业实习以集中实习为主，以
便监管，保证实习效果，这是专业实习的
要求。以集中实习为主，并不是不让学
生分散实习，而是要进行酒店管理专业
实习，即分散实习也是要进行酒店管理
专业实习。有的学生毕业后不想从事酒
店管理专业工作，就不想去进行酒店管
理专业实习，有的学生想考公务员，不想
实习，这些都是与酒店管理专业人才培
养方案不相符合的。因此，综合1、2，不

存在人为“强制实习”的情况。
经济与管理学院联系的实习单位，

都是国企或民营企业的五星级酒店，经
过实地考察，其条件符合酒店管理专业
人才培养的实习要求。学校与企业进行
校企合作，不存在利益交换，相反，还为
学生争取到了实习补贴、意外伤害保险、
一天四餐的免费饮食（工作、休息日都
有）、免费住宿等。

学校本科教学培养计划是经过专
家组多次研究后制定的，具有绝对的科
学性和权威性，各学科、专业必须遵照
执行。集中实习就像集中到教室上课
一样，是学生必须遵守的制度，学校教
务部门和教学院部需要对学生的实习
情况进行掌控和管理，对实习成绩进行
公平、客观的评判和考量，这些都只能
在集中实习时才能实现。

该校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学生们
能理解并遵从。

湖北科技学院强制学生二次实习？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丽问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