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厕少、如厕难、环境差……这是以往市
民对城市公厕的直观感受。不过，在咸宁，这
些都有明显改观。继去年市区新建改造一批
公厕后，今年市区将再新建公厕6座，改造公
厕23座。

城区公厕如何建怎么改？市民对此有何
看法？记者进行了采访。

网民在线

【网民咨询】近日，网民“留下”咨
询，准备将去年用过的凉席拿出来洗
洗，却发现凉席已经发霉了，还有一股
味道，该怎么清洗呢?

【记者打听】近日，在中百仓储超市
负责销售凉席的周大姐介绍，凉席发霉
有多种原因，不同的凉席有不同的清洗
方法。

开水烫法。对付螨虫的最直接办
法便是利用其怕热的特性，对其要害进
行直接攻击。可用滚烫的开水直接烫
在凉席上，反复三遍即可达到除螨效
果。这个方法比较适合麻将席，而草编
的凉席容易断裂、缩筋，最好避免开水
直烫的方法。

浸泡法。为了让凉席上的菌虫在
盐度高的水里脱水而死，可以先用盐水

浸泡大约一小时，用刷子刷干净后，再
用清水反复冲洗。在清洗草席时，要注
意避免大力拧干，切忌暴晒，否则容易
导致草席断裂、变形。

蒸汽法。把凉席平铺在干净的地
面或沙发上，用湿布将表面擦拭干净，
然后铺一块干净的湿毛巾在凉席上，用
电熨斗在上面熨烫，让高温蒸发的水蒸
气杀死菌虫。蒸汽杀菌的方法比较温
和，适用各种凉席的清洗。

酒精法。用开水或蒸汽烫洗凉席，
烘干之后，用酒精擦拭凉席。由于酒精
易挥发，因此直接放在通风处晾干即
可。最好用平常可以
接触皮肤的药用酒精。

（咸宁日报全媒体
记者 朱亚平 整理）

凉席发霉怎么洗 台灯如何选购
【网民咨询】近日，网民“薄荷”咨询，

市面上的台灯品种繁多，怎样可以正确
选购呢？

【记者打听】近日，咸安某灯具店经理
叶先生分享了几点选购台灯的小技巧。

常见的光源类别有白炽灯、卤素灯、
日光灯、荧光节能灯、LED。从光谱看，
白炽灯、卤素灯的光谱最接近自然光；从
频闪看，LED灯较好；从显色性看，白炽
灯和卤素灯显色性略胜一筹；从色温看，
白炽灯和卤素灯属暖白，而荧光节能灯
和LED灯的色温可以分为暖白、正白、
冷白三类；从能效看，LED最节能。

建议市民选择
低蓝光的台灯，市场
上部分照明灯光含有
对眼睛有伤害的“蓝

光”，长期在有害蓝光下阅读会导致近视、
电脑综合症、白内障甚至失明。蓝光对儿
童眼睛的伤害也是很严重的。

台灯色温在 4000K—5000K 内对
眼睛最好，这个色温范围内的光线舒适、
柔和，很适合阅读和写作。一般而言，如
果阅读要在这个范围之内选用稍微偏高
一点的色温，写作则需要选择相对低一
点的色温。

频闪极其容易引起视力疲劳、头晕、
眼睛不舒服等症状，严重的还有可能引
起头痛，视力减退等问题。

检验有没有频闪的最直接方法就是
打开手机相机对着台灯光源处，如果手
机屏幕上不出现一闪一闪的暗线就代表
无频闪，暗线流动越快则频闪越严重。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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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消费

立夏后，离“露肉季”又近了一大步。
但如果想靠吃减肥药瘦身，那可要谨慎了。

日前，市民林女士在微信朋友圈里看
到一网友分享了减肥经验，提到一款“纯中
草药”制作的减肥药，称效果极好，还附带
了卖家微信号。

添加微信好友成功后，卖家立即热情
询问林女士的身体情况，介绍说他们的减
肥药是按不同人的体质特征、减肥目标进
行“私人订制”，绝对安全无副作用。对方
还发来一段现场配药的视频，以打消林女
士的顾虑。

在取得林女士信任后，对方建议林女
士先购买一个疗程试试，费用为1380元，
并承诺无效可以退款。经过一番讨价还

价，林女士付了1300元购买了一个疗程。
收到药后，林女士严格按照“医嘱”服

用。一个疗程吃完后，对方又劝林女士继
续服药，达到更理想的效果。林女士深信
不疑，于是又购买了价值3680元的第二疗
程套餐。

哪知一天早上，林女士起床时突感双腿
无力、心跳加快、头晕目眩，家人立即将林女
士送往医院。经医生检查，林女士属于轻度
药物中毒，所幸救助及时，没有大碍。躺在
病床上的林女士左思右想，自己除了吃减肥
药没有碰过其他药品，并且三餐不落，便立
即联系卖减肥药的微商。没想到，对方一听
林女士是来“找茬”的，立马就将林女士的微
信拉黑。林女士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据专业机构检测，林女士服用的胶囊
里面添加了国家禁止添加的“西布曲明”。
这是一种中枢神经抑制剂，具有兴奋、抑食
等作用，由于可能引起血压升高、心率加
快、厌食、失眠、肝功能异常等严重后果，对
人体存在较大危害，早在2010年，我国就
已经明令禁止在任何食品和药品中添加。

市妇幼保健院专家提醒，服用减肥药
可能会造成以下伤害：损害肝脏。大部分
减肥药里面含有一种醣禄锭成分，当被吸
收到人体后会增高肝酵素，从而引起药物
性的肝损伤，患者会出现黄疸、腹部不适等
症状。

尿毒症。长时间过度的减肥容易患上
尿毒症，因为40%的减肥药对于肾脏有副

作用，长期服用会影响肾小管的机能，最终
引发尿毒症。

影响生育。60%的减肥药会伤害到神
经中枢，而且紊乱女性内分泌，容易引发内
分泌系统的疾病，严重的还会导致女性患
上心脏瓣膜的疾病，尤其会给产妇增加难
产的风险。

容易长肌瘤。长期吃减肥药会导致女
性的新陈代谢速度减慢，诱发月经不调、阴
道不规则出血、月经周期延长、月经量多、
腹部胀痛且有肿块等症状，这很可能是子
宫肌瘤的前兆。

因此，医生真诚提醒广大有志于“减肥
大业”的市民：真正想要健康地减肥瘦身，
最靠谱的还要管住嘴、迈开腿。

网购“减肥药”靠谱吗？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市民对此有什么看法呢？记者随机
采访了几位市民。

咸安南大街桂乡园服装城一服装店
老板但女士对服装城公厕改造很期待。

“虽然现在的服装城公厕有人打扫，但环
境不是很好。”但女士表示，来服装城购物
的顾客询问厕所，她一般告诉顾客去附近
的商场，自己也经常去商场的厕所。“改造
后就不用时常去商场上厕所了。”

正在服装城逛的陈女士说，刚刚一路

逛过来，看到很多公厕引导牌，走进了一
座公厕，但转身就出来了，“有异味，我情
愿憋一会儿”，最后去了商场的厕所。陈
女士表示，有的公厕环境好没有异味，但
有的公厕环境还有待改善。公厕是城市
文明的一个窗口，一个清洁、舒心的如厕
环境很重要。

和朋友一起在十六潭公园游玩的刘
女士表示，我们都是随心逛，逛到哪里算
哪里，但如果想要上厕所，公厕却难找那

就尴尬了。对于公园的公厕将达到６座，
刘女士表示，“很人性化，找公厕将很方
便。”

“以前公厕少，现在数量越来越多，找
公厕容易多了。”在咸宁生活多年的蒋女
士表示，以前公厕数量不多，出去逛街，找
个公厕要走很远，现在到处都有公厕引导
牌，方便多了。“有的引导牌上还有二维
码，手机扫一扫，就可以找附近公厕，很实
用，非常人性化。”

采访中，每一位市民都期待公厕环境
更好、如厕更方便……

城区公厕如何打开“方便”之门？
咸宁日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刘念 通讯员 廖珣 王淇 孟润民

20日下午，记者来到南大街桂乡园服
装城，在走遍一楼未寻到公厕后，记者询
问一服装店老板但女士，但女士说，“这处
公厕环境不是很好，旁边有一商场，你可
以去那边。”

记者最后在服装城二楼找到公厕，公
厕外地面长有绿色苔藓、落满叶子，没有门
只有半高的水泥墙遮挡。女厕里面较暗，
用瓷砖墙隔断成三个部分没有门，第一部

分靠墙处有个老式水龙头，是唯一水源。
几个月后，这里将大变样。南大街桂

乡园服装城公厕是市区今年计划改造的
23座公厕之一。公厕将按照二类及以上
标准改造，装修一新，每个坑位都有独立
的空间、冲水箱，设有洗手池、洗手液、风
干机、通风系统等。由专人清理保证公厕
干净卫生、无异味等。

据了解，今年是我市城镇“厕所革命”

的攻坚年，市区将新建公厕6座，改造公
厕23座。

新建6座公厕分别是东门山大乘寺
公厕、玉泉街与十六潭路高架下交汇处公
厕、大畈村委会旁公厕、浮山还建点公厕、
旅游集散中心公厕、岔路口附近烈士陵园
公厕。

改造的23座公厕分别是浮山办事处
665仓库公厕、车站路福安苑小区公厕、永

安大道大修厂两个公厕、南大街桂乡园服
装城公厕、南大街中心商场院内、月亮湾
露天泳池公厕、镀铸管厂公厕、肖桥车站
公厕、马柏大道供销车队公厕、万年路盐
业公司公厕、嫦娥广场两个公厕、城铁南
站地下停车场公厕、一号桥桥头公厕、原
中港娱乐城旁公厕、桂花广场公厕、师专
公厕、香泉花园公厕、高铁北站公厕、宝塔
大道水果市场公厕、西大街公厕。

今年市区将新建6座改造23座

市环卫局副局长胡金兵介绍，新建公
厕造价平均每座55万元，改造公厕造价
平均每座10万元。

新建改造的公厕有什么特点呢？
胡金兵介绍，新建的公厕有如下特

点：一是新建公厕按一类标准建设，配置
感应水龙头、洗手液、风干机、抽纸等。改
造的公厕主要以旱厕为主，按二类及以上
标准建设。

二是设立第三卫生间，方便行为障碍

者或协助行动不能自理的市民使用。第
三卫生间不仅空间大，还配有成人坐便
器，有的还配有安全抓杆等设施。

三是女卫生间坑位多于男卫生间。
以往男卫生间坑位比女卫生间多，然而女
性如厕时间和频率均高于男性，每逢双休或
节假日，有的地方出现女卫生间门口排着
队，男卫生间较为冷清的情况。新建改造公
厕合理调整厕位比例，增加女厕坑位。

四是公厕将按照外观与周边环境相

协调、荆楚建筑风格，突出咸宁文化特色，
注重本地城市文化融入进行建设。标识
标牌和引导牌，做到统一标识，体现咸宁
特色和城镇特点。

五是新建改造公厕选址为市民、游客
反映强烈，流动人口多的地方。比如，今
年将在玉泉街与十六潭路高架下交汇处
建一座公厕。“十六潭公园的公厕将达到6
座。”胡金兵介绍，此前十六潭公园内部有
两座公厕，西北、东南方向分别有一座公

厕，去年在咸宁会议中心旁十六潭公园入
口处建了一座。“新公厕建成后，十六潭公
园四个方向及内部均有厕所。”

六是新建的公厕设有小房间，未来将
设置为便利店等，探索“以商养厕”。

市区还建立了公厕管理长效机制，明
确了公厕的管理主体、建设和维护责任以
及监督考核机制，将对公厕日常保洁与养
护进行检查考核，考核结果直接与市文明
单位创建考核挂钩。

新建公厕将按一类标准建设

期待公厕环境更好更方便

医保慢性病如何申报？
部门：提交相应资料

本报讯 见习记者刘念报道：近日，一网民在咸
宁网络问政平台上发帖咨询，如何申报医保慢性病？

该网民表示，他的母亲户口在咸安区官埠桥镇，
患有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检查出有糖尿
病，一直在吃药控制，每月600元-700元的药物费用
给低收入的家庭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想咨询如何申报
医保慢性病。

对此，市医疗保障局相关工作人员回复，申报医
保慢性病需填报《咸宁市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特殊慢性
病申请表》，并附上近三年内住院病历资料复印件（包
括必要的就医记录、特殊治疗记录或手术记录、化验
检查报告单、功能检查报告单等，并由医院病案室审
核盖章确认）及身份证复印件，向参保地医保经办窗
口提交申请，经参保地医保部门组织专家评审后，评
审合格的办理门诊特殊慢性病医疗证，从发证之日起
开始享受门诊慢性病医疗待遇。

该网民母亲户口在官埠桥镇，应属于咸安区参保
对象。该网民可向官埠桥镇人社服务中心医保经办
窗口或咸安区医保局医保经办窗口提交相应的慢性
病申报材料。

本报讯 记者焦姣报道：近日，一网民在咸宁网
络问政平台上发帖咨询，我市公积金贷款房屋套数的
认定原则是怎样的？是否认房又认贷？贷款利率是
多少？最高贷款额度是多少？

对此，市公积金中心回复：根据《咸宁市住房公积
金贷款管理办法》规定，房屋套数的认定原则是“先认
贷后认房”。

首次申请公积金贷款五年以内利率为2.75%，五
年以上利率为3.25%；第二套(次)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
利率不得低于同期首套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利率的
1.1倍；借款人申请第三次公积金贷款时，需要提供当
地不动产登记部门出具的房屋套数证明。

借款人及配偶均缴存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
为40万元；只有借款人一人缴存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
额度为30万元。

咸宁公积金机构停止向购买第三套及以上住房
的缴存职工家庭发放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

公积金贷款房屋套数如何认定？
部门：先认贷后认房

能否增设火车站公交线路？
部门：会不断优化线路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报道：近日，一网民在咸宁
网络问政平台上发帖反映，他是一名外地来咸上学的
大学生，班里大多数同学都是从外地来的，每次从学校
搭的士去火车站、高铁站费用都较高，班里的同学有时
只能选择拼车或者换乘公交。希望能多增设公交线路，
可以让学生从校门口坐车直达火车站、高铁站。

咸宁枫丹公交集团相关负责人回复，目前城区
内，枫丹公交集团为市民提供的公交车路线到火车
站、高铁站的情况如下：1路、19路到咸宁北站，8路、
19路到咸宁火车站，1路经过火车站，8路、17路到咸
宁南站，2路、6路经过咸宁南站，6路到咸宁东站。

该负责人表示，感谢大学生群体对集团工作的支
持与关心，集团下面设有市民公交需求调查组，就目
前的公交运营情况来看，这些路线基本能满足广大市
民去火车站、高铁站等地的出行需求。后期集团将根
据城市发展的速度，城乡结合部的发展情况，不断优
化公交线路。

宏大城市广场改造是否合规？
部门：已详细答疑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报道：近日，一网民在咸宁
网络问政平台上发帖反映，自己是咸安区宏大城市广
场的一名业主，宏大城市广场正在改造，但相关单位
无法提供新的规划设计图及施工许可证，一些业主财
产遭受损失，想知道改造是否合规？

针对网民反映的情况，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高度
重视并迅速核查。相关工作人员回复，咸宁市宏大城
市广场项目由咸宁宏大城市广场开发有限公司开发
建设，位于长安大道城铁南站旁，地块一用地面积
29414.4平方米，地块二用地面积553.13平方米，地块
三用地面积988.1平方米，总用地面积30955.63平方
米。容积率均为3.5。

该项目已于2013年4月至2017年8月在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办理了咸宁宏大广场1-5期的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总建筑面积122334.8平方米。2017
年8月，该局已对该项目核发规划条件核实证明。鉴
于该项目规划许可手续已办理完毕，且项目改造属装
修工程，不涉及该局行政许可事项，该局不再对该项
目进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该局建议因项目改造涉及建筑施工安全、消防审
查、城市管理等问题，该网民可向以上相关主管部门
进行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