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暑假是孩子们学习游泳的高峰期，各类游泳

班和游泳私教课走俏。家长们在挑选培训班时，

除了价格，安全性成为他们更关心的问题。市体

育事业发展中心提醒，学游泳要选择“两证”齐全

的教练员，和配备了救生器材和安全员的游泳场

所。

8版
专刊中心主办 责任编辑：刘念

电话：0715－8128771咸宁网事2019年8月9日 星期五

E-mail:106098316＠qq.com

本报电话：采访中心8128123 视觉中心8128773 出版中心8128770 专刊中心8128771 新媒体中心8128787 广告中心8128108 遗失声明及公告刊登处8128778 咸宁新闻网8128155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422300011 湖北省邮政公司咸宁市分公司发行

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相关负责人
表示，根据《全民健身条例》中对经营
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的实施规定，在经
营性体育场馆从事教学和技能指导的
人员实行持证上岗。游泳教练属于特
殊行业教学，危险系数高、专业性强，
从事游泳培训的教练员必须持有“救
生员证”和“职业社会体育指导员证”，
也就是通常大家说的“游泳教练员
证”。每年省体育局都会组织考试，考
试的内容包括技能、理论等，对年龄和

身体健康标准也有要求，所以考取的
难度比较大。

他还说，如今暑期游泳班火爆，游
泳教练稀缺，报酬也丰厚，所以吸引了
很多求职者。有的健身房和游泳馆急
需教练，所以只要求技术娴熟，能教课
就行，对证件要求不是很严，好一点的
有救生员证，差一点的甚至没有任何
证件。这样无形中就埋下了安全隐
患，一旦出了问题，管理方是要承担责
任的。

“首先要会救人，才能教人，所以
考教练证前必须取得救生员的资格
证。如果缺乏必要的急救知识，一旦
在泳池内发生溺水事故，很难第一时
间采取正确的急救方法，结果延误救
治。”他建议，市民报班一定要到正规
培训机构，先了解教练员是否持证，安
全不可疏忽，他特别提醒道，“除了问
有没有，还要看证书里面有没有年检
标识，因为两年没有年检的证书，是作
废的。”

温泉城区一家新开的游泳馆负责人告诉记者：
“暑假班分为初级班、提高班，我们会根据小孩送来
时的游泳水平来分班，达到要求可以进入提高班，反
之则需要进入初学班训练。”

在收费方面，小课班一个教练最多带5个孩子，学
费1500元，包括15节课。同时，他们有2个辅助教练
在旁边看管，保证孩子的安全。此外，还有私教班等。

记者发现，各种班级课时相差不大，一般为14
到16课时，每个课时1至1.5小时。不过，收费标准
差别较大，同样五六人的小课班，价格可以相差600
到800元。

在温泉谷游泳馆，拥有10多年游泳教练经验的
曾鹏告诉记者，暑假少儿培训班一般分为初级班和
提高班，该游泳馆对于两种班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
式也是不一样的。

“初学者刚接触游泳时会比较紧张，也很怕水，
所以我们会让他们借助浮板和腰板来把头仰出水
面，这样他们能够呼吸，也可以减少他们的紧张与恐
惧感。”曾鹏表示，初学班是一个教练带5个学员，这
样可以保证他们的安全。提高班的教学就容易很
多，学员都是会游泳的，只需要提高，或者以前学的
是蛙泳，现在想学习自由泳、蝶泳等，所以不用太担
心学员会遇到呛水的问题。

“现在许多人发现游泳培训市场是一块大蛋糕，
几乎有泳池的地方都会有培训课程的设置。”市体育
事业发展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某些小型的游泳场
地并没有专业的教练来指导教学，是一些体育学院
大学生或者刚学会游泳不久的老师在教学，导致的
结果就是小孩不仅游泳的姿势不正确，而且很容易
出现安全事故。

▲3 私人游泳教练着实火了一把

▲1 几乎有泳池处就有培训班 ▲2 选择教练要看是否有“两证”

小陈是湖北科技学院一名大三学
生，也是一名游泳私人教练。他告诉
记者，大一的时候，在学长的建议下，
他考了救生员证，暑假的时候在游泳
馆打工，第二年他又考了游泳教练
证。随着大家的运动意识越来越强，
在运动上寻求“私人定制”的人也越来
越多，他也开始兼职私人游泳教练。

“做私人教练的话，不像暑假培训
班那么集中，除了冬天学习的人比较
少，其他三个季节都有人来学习。”小
陈说，现在主要靠朋友介绍学员，一般
10个课时收费1200元左右。

游泳私教的价格不一，但普遍高

昂，我市某健身中心游泳池的游泳培
训班一对一私教课程 10 节课 2000
元。不过私教教练表示，贵有贵的理
由，“除了因为带的人少，这个钱还包
括了进泳池的门票钱，门票也占了学
费不小的比例。”

但随着私人游泳教练出现了一些
问题，我市不少游泳馆禁止本馆外的教
练代课。咸安区一家游泳馆负责人表
示，一旦出现安全问题，由于他们对私教
了解不多，质量不能保证，容易起纠纷，
所以他们禁止其他私教代课。

根据规定，不管是私教还是在游
泳培训班代课，只要从事游泳教学工

作，都需要“游泳教练员证”和救生员
证。那游泳私教具备这两个证吗？小
陈告诉记者，游泳私教里，确实存在不
持证就代课的。但很少有人会关注这
个问题，大家更关注的是价格。

近日，不少网民在咸宁日报官方微博
上反映，市区多条道路存在交通信号灯
和指示牌被树枝遮挡的情况。由于无法
及时辨识交通信号灯及指示牌信息，而
出现违章或者走错路的情况。希望有关

部门尽早地给沿街的行道树进行适当的
“理发”，让信号灯及指示牌能够一目了
然。

7月28日，来自武汉的魏斌和朋友们
结束一天在咸宁旅游的行程后，有些郁
闷。“经过市中心花坛附近时，由于没注意
到道路旁的信号灯，而闯了红灯。”魏斌说，
信号灯被树枝遮挡住，等他开过之后才发
现有红灯。真的是太隐蔽了，外地的游客
真的难知道。此外，一些路段的交通指示
牌也存在被树枝遮挡的情况，导致他多走
了“冤枉路”。

不仅是来咸宁的外地游客，不少咸宁
本地居民也常因此闯了红灯。“这里的信号
灯被遮挡了，不明显，有时候想起来，又晚

了。”市民马女士告诉记者，自己开车在温
泉路中百仓储附近向第一街方向行驶时，
也闯了红灯，不知道会不会因此而受到处
罚。

不仅是司机，一些行人也因信号灯被
遮挡而产生困扰。“此前这里没有设置信
号灯，选择车流少的时候过马路，形成习
惯了。加装信号灯规范行人通行秩序，本
是好事，只不过由于较多的信号灯被树枝
遮挡，没起到提示的作用。”市民李盼盼
说。

记者走访后发现，市区的桂乡大道、月
亮湾、西外环等路段也存在因为树木太过
茂密，信号灯及指示牌被遮挡的情况。

市交警二大队相关负责人表示，已经

收到了市民对市中心花坛附近信号灯被遮
挡一事的反馈，交警部门将对此作进一步
的优化。此外，由于市中心花坛新增信号
灯仍在试运行阶段，对此处闯红灯交通违
法行为暂不纳入处罚范围。但仍郑重提醒
司机朋友，还需严格遵守交通规则，安全文
明驾驶。

“市中心花坛路段的部分树木枝丫生
长歪斜，因此会挡住一些信号灯和指示
牌。要让信号灯完全露出来，有的树木甚
至要砍一半，而如果信号灯和树木过高，又
会影响高压线。”市园林局相关负责人说，
针对市民反映的问题，将安排工作人员进
行专项巡查和修剪，在确保安全的同时，兼
顾城市绿化景观。

新闻追问
问交通

信号灯、指示牌玩起躲猫猫？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震 刘丁维 见习记者 王馨茁

通城实验学校如何招录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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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自己不太清楚家附近新
建学校的招生情况，希望相关部门能帮忙答疑。

“买房子本来就是为了小孩子上学，现在却上不
了，我们家户口还是农村户口。”该网民表示，自己
2018年12月在通城康美健康城购买了商品房，有
正式发票为证。因为今年9月1号小孩子要上一年
级，去实验学校招生点咨询说要求要有房产证，购房
合同及发票没用，但是现在康美健康城的房产证没
有那么快办下来，估计最快也得两三年。不知道小
孩子上学怎么办，很着急。

针对网民的疑惑，通城县教育局高度重视，相关
工作人员回复，根据隽教文〔2019〕24号《关于做好
2019年全县中小学招生工作的通知》相关规定，通
城县实验学校初中和小学采取由教育局划定片区、
学校审核的方式招录新生（招生片区：银山大道以
东、隽水河以南、通麦公路以北）。服务范围内学生
持相关原始证件到学校进行资格审核认定（报名时
间另行通知），户籍和房产均在本片区的适龄儿童，
需提供本人及其父母户口簿、有效房产证明。户籍
不在本片区但房产在本片区的适龄儿童，需提供三
年以上（含三年）的房产证明。进城务工随迁子女，
除提供相关证明资料外，还需提供父母在城区经营
的营业执照或劳务合同，以及其城市社会保险缴费
收据(发文之日以前已连续办理三年以上)。

该网民由于购房未满三年，故不在县实验学校
招生范围内。

学雅芳邻小区燃气为何未通
部门：工程验收合格后通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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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咸安区学雅芳邻小区
居民已于2017年缴纳了燃气费用，但现在100多户
马上要入住了，燃气为何还未通。

对此，昆仑燃气咸宁分公司回复：学雅芳邻小区
是我公司2017年开发的重点小区之一，该小区内部
低压管道与户内燃气表已经安装到位，目前处于居
民室内装修和个别家庭入住阶段。鉴于咸宁市政府
主管部门批准天然气中压管道“规划红线“的滞后性
和肖桥大道大规模扩建、拆除施工过程中可能严重
威胁燃气管道运行安全等原因，导致该项目没有达
到用户的要求。今年以来，通过与相关单位进行协
调与沟通，决定于8月10前对肖桥大道中压管道进
行施工，8月底工程验收合格后通气。

水木岚庭垃圾桶乱放
部门：已约谈处理

本报讯 记者焦姣报道：近日，一网民在咸宁网
络问政平台上发帖反映，垃圾桶乱放影响了居民的
正常生活。

该网民表示，咸安区十六潭公园附近的水木岚
庭小区门口有两个大垃圾桶，整天苍蝇、蚊子到处飞，臭
气熏天，影响了居民正常生活。半年来，与物业进行过不
少于五次的沟通都无果。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帮助解决。

对此，市住建局相关工作人员回复称，经现场调
查，该网民反映的两个垃圾桶属于该小区综合垃圾
清运箱。在该套设施摆放之初，为了清运便捷，同时
为了最大限度降低小区环保影响，经物业公司、环卫
部门综合商定，决定将其摆放至小区外靠近马路一
侧。就目前实际情况来看，确实对周边小部分外街
商户造成一定影响。针对这一情况，市住建局已约
谈物业公司负责人，要求其迅速与环卫部门对接，适
当挪移垃圾清运箱摆放位置，最大限度的减少对居
民的生活影响。同时也要求物业公司进一步加强小
区环境卫生管理，及时清理托运小区生活垃圾。

关于物业人员服务态度问题，市住建局已第一
时间约谈物业公司负责人，责成物业服务公司端正服
务态度，规范物业管理行为，更好的为业主做好服务。

为加强老旧居民区及临街
商铺场所消防安全突出问题治
理，防范化解重大消防安全风
险，深入推进居民住宅小区、

“十小场所”消防安全专项整
治，为新中国成立 70 周庆和第
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等重大活
动顺利举办创造良好的消防安
全环境，湖北省安委办研究制
定了《老旧居民区消防安全整
治标准》和《临街商铺消防安全
专项整治标准》。

●老旧居民区消防安全整治标准
老旧居民区指建造时间长、建筑

耐火等级低、疏散条件差、配套设施
缺失、老化、公共安全服务缺项等的
居民住宅区。按照省安委会《居民住
宅小区、“十小场所”消防安全专项整
治方案》（鄂安〔2019〕9号），结合国务
院部署推进的“旧改”工作，制定以下
整治标准：

一、居民楼内走道、楼梯严禁堆

放杂物，通往楼顶的通道、出口严禁
锁闭、封堵。

二、对电气问题突出的小区电气
线路、设备进行综合改造，建筑内部
电气线路必须穿管敷设，严禁直接敷
设在可燃物件上，严禁私拉乱接，严
禁使用木质配电箱（盘）；弱电线路敷
设应整齐有序，并同强电线路保持安
全距离。

三、严禁擅自拆卸、改装、移动小
区内燃气设施及管线，使用的燃气器
具必须符合安全标准；使用液化气瓶
的应定期检测开关、软管等使用情
况，确保安全。

四、严禁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
“飞线充电”，应在室外公共区域设置
电动自行车安全停放、安全充电区域
（点）。

五、严禁居民楼内违规设置胶囊
房、员工集体宿舍、废旧物品回收场
所等。

六、严禁在居民楼内从事易燃易
爆危险品生产、储存、经营活动。

七、严禁违规占用、堵塞消防车
通道，消防车通道应设置明显标识。

八、小区应成立志愿消防队伍，
在室外消火栓旁设置消防器材装备
箱，一旦发生火灾，能就近快速处置；
居民楼内应设置必要的消防器材、设
施。

九、小区物业服务企业或承担相
应职能的管理机构要定期组织对消
防设施器材进行维护保养，确保完备
好用。

十、小区物业服务企业或承担相
应职能的管理机构要制定消防安全
管理制度，建立小区特殊群体重点关
照台账，每日开展防火巡查检查、上
门提醒消防安全。

●临街商铺消防安全专项整治标准
本标准所称临街商铺是指建筑

面积小于300m2的小商铺、小餐馆、
小作坊、小仓库等临街临巷“三合一”
场所（住宿与生产储存经营混合设置
在同一连通空间）。按照省安委会
《居民住宅小区、“十小场所”消防安
全专项整治方案》（鄂安〔2019〕9号），
制定以下整治标准：

一、临街商铺严禁留宿人员；确

需值班留宿的，住宿部分必须与非住
宿部分采用防火墙、防火门等措施进
行有效分隔，并不得超过2人，且应设
有直通室外的安全出口。

二、严禁违规储存易燃易爆物
品，严禁在店内为电动车自行车充
电。

三、小餐馆的厨房与就餐区应采
用防火墙、防火门等措施进行有效分
隔，对燃气燃料管线和灶具采取安全
可靠防范措施，定期清洗油烟管道。

四、不得采用聚氨酯泡沫等易燃
建筑材料装修，建筑外立面广告牌、
灯箱应采用不燃或难燃材料制作。

五、严禁私拉乱接电线、超负荷
用电、违规使用大功率电气设备。电
气线路应穿阻燃管敷设，不得将电气
线路和用电器具直接安装在可燃材
料上。电气设备与可燃物保持不小
于50CM的安全距离。必须规范设
置空开开关等电气安全保护装置。

六、应设置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
报警器或简易喷淋装置。应配置灭
火器、简易防烟面罩等消防设施，并
保持完整好用。

省安委办关于印发老旧居民区及临街商铺消防安全专项整治标准的通知
本报讯 通讯员汪一帆、陈

玲莉报道：8月7日是我国传统“七
夕节”，也是中国的情人节。很多
年轻人为纪念这一特殊的节日，
纷纷选择无偿献血这种献爱心的
形式为自己留下美好记忆。当
天，全市共有303人参加无偿献
血，献血量达99100毫升，无偿献
血出现火爆。

90后献血者侯怡吉说，无偿
献血既可挽救患者的生命，又有
助于自己健康，是一件两全齐美

的好事情。在中国情人节之时，
选择无偿献血作为爱的见证就更
有意义，也是“一方有难，八方支
援”中华美德的传承和发扬。他今
后要坚持参加无偿献血，用热血和
爱心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们。

据市中心血站工作人员介
绍，七夕情人节是中国的传统节
日，也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现在
得到越来越多人们的追捧，从当
日无偿献血这一公益活动，也得
到充分的印证。

“七夕节”我市无偿献血火爆

新闻追问
问游泳

游泳培训，安全如何保障？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