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民咨询】近日，网民“薄荷”咨询，
该如何正确选购丝巾呢？

【记者打听】近日，咸安某服装店负责
人姚经理分享了几点选购丝巾的小技巧。

肤色偏黄、脸色发黄的人宜戴浅黄、
粉红、中灰、浅灰蓝等浅色柔和的围巾，
不宜选用深红、深紫、黄色、墨绿等色。
肤色偏黑、较黑的选择淡灰、湖蓝、玫瑰
红等颜色为佳。肤色白皙的人选择范围
较广，用深灰、大红等深色可进一步突出
白净，淡黄、粉红等浅色可显柔和。

一般而言，丝巾色彩越丰富，品质越

好。质量好的丝巾，应无煤油等刺激性
异味。边缘顺直，纱线紧实，无松散。可
将丝巾平铺，要求平整，无卷边现象。以

“手工”缝制为上选。面料：手感柔软，不粗
硬，无勾纱，无结节，表面光滑。轻拉布面，
要求不变形；紧拽后松手，要求不起皱。

脖子较长的人，适合绑丝巾；脖子较
短的人，则建议挑选薄一点的面料，并且
不要绑在脖子中央，要绑低一点。另外，
使用丝巾需要打结，打出来的效果要和
身材成比例，娇小玲珑的人应避免太繁
琐、太厚重的丝巾系法。

丝巾洗涤时不宜用碱性洗涤剂和肥
皂洗涤，洗后应选择通风处凉干，避免破
损丝巾的手感及色泽。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整理）

如何选购丝巾

网民在线

【网民咨询】近日，网民“晓晓”咨询，
最近天气寒冷，自己将尘封许久的保温
杯找了出来，可谁知里面有一层褐色的
污垢，想知道该如何有效去除保温杯里
的污垢？

【记者打听】近日，温泉某超市工作
人员分享了去除保温杯污垢的几个方
法。

保温杯泡茶装水十分方便，但用久
了，里面会渐渐形成水垢、茶垢。

茶垢的克星非小苏打莫属。小苏打
是弱碱性，之所以能除茶垢主要是溶胀
作用，让茶垢的附着力下降，就容易从杯
壁上掀下来。

那么水垢去除又用什么好方法呢？
可以在保温杯内放入柠檬片和柠檬汁，
加入沸腾的热水，浸泡一个小时左右，再

用海绵刷洗，很容易就洗干净。没有柠
檬用白醋也有相同效果，但因为醋的味
道较强烈，用醋清洁后，还要再用热水洗
掉味道。

另外，由于保温杯的内部结构比较
复杂，尤其是瓶口、杯盖处沟槽花纹较
多，不认真清洗，很容易藏污纳垢。对于
保温杯内沟槽的污垢，建议用棉棒或刷
子仔细清洁。杯盖及接触嘴巴的杯口要
格外注意，且最好每天使用后都清洗，这
样才不会积攒污垢和细菌。有时，内壁
黏附的污垢中含油脂，不易洗净，可用软
刷沾上洗洁精或小苏打刷洗，再用清水
冲净即可。千万不要用不锈钢球或百洁
布，以免刮坏内膜。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焦姣 整
理）

如何去除保温杯污垢

1 当家塘年久失修

19日，崇阳县路口镇下岩村，两座山丘低洼处夹着两口
水塘，上游水塘已干枯，下游水塘浅浅的水面没不过脚踝。

37岁的钟良宇介绍，听老一辈讲，这两口塘始建于上
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上游水干净，用于饮用，下游水用于灌
溉。当时，由于条件有限，水塘用土垒成，塘坝不高，没有护
岸，深度不够，也没有泄洪道。没过几年，洪水将两塘间的
塘坝冲垮，上游水塘的水全部流到下游水塘。很长一段时
间，村民吃用水都依靠下游水塘的水。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两口水塘的淤泥不断堆积，数
十年没有清理过，蓄水功能逐渐减弱。加上旁边两座山都
是风化石构成，本就不多的水都被漏掉。

“你看那里。”钟良宇指着水塘下方，一处一米来高的水
泥拦坝说，那是很多年前，村民为阻挡漏水而建的。在那下
面放一个水桶，十来分钟就能接满满一桶水。旁边的田地，
不用浇灌，每天都是湿漉漉的。

钟良宇遗憾地说，这两口水塘主要为下岩村三四五组
的130户700余人和600多亩田地提供饮水和灌溉。但从
他有记忆起，这两口塘就如死塘一般，没有发挥它本身的作
用。

新闻追问
问民生

3 村民集资缺口大

清除茅草、扩挖深度、加固塘坝……一番预算后，钟良
宇和同伴们发现，即便是简单整修一下，至少也要三十万。
如果全面开展清淤排障和防漏堵漏工作，远远不止三十万。

资金从哪里来？钟良宇找到有威望的前任村支书。
他是个老党员，村里这两口塘一直是他最记挂的事，修好
塘也是他最大的梦想。

他对钟良宇说，修塘不能等要靠，必须依靠自己的力
量。村民集资是很好的办法，他个人将出资五万元。在
他的无私奉献精神感召下，大家的信心更足了。

集资修塘的方案确定后，钟良宇在村民群里发了通
知。村民积极响应，除贫困户不出资外，其他每家每户都
要出资。

十一假期，在外工作、生活的村民们大部分都回到村

里。他们和请来的挖机一起来到水塘，除茅草、清淤泥、筑
塘坝……

钟良宇说，那几天，村里像过年一样热闹。200余名
村民，不用催，每天天不亮就去劳动，天漆黑才回家。仅
几天时间，茅草清除干净，道路修通，塘坝筑高到十多米，
扩宽到近十米。

“我们还在塘底埋了水管，准备将水引到每家每户，让
村民喝上自来水。”钟良宇称，到目前为止，已经花了十五
万。现在已有70多户集资捐款，总共募集资金近10万元。

钟良宇说：“因为资金缺口大，目前工程进展很慢。
不知道当家塘何时才能真正修好。”他期盼政府相关部门
能给予一定的资金扶持，将事关下岩村百姓切身利益的
当家塘早日整修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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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一幼儿园违建操场
部门：已责令整改

本报讯 记者焦姣报道：近日，网民“程先生”
在咸宁网络问政平台上发帖反映，博苑书香幼儿园
在书香门第小区违建幼儿园操场。

该网民表示，该区域本来是业主的绿化用地，
却被博苑书香幼儿园用铁丝网围一圈，用做幼儿园
操场，这属于违建，已经有人投诉好多次了，希望政
府相关部门来按规拆除。

对此，市高新区执法局相关工作人员回复称，
收到该网民的投诉后，第一时间安排执法人员进行
调查处理。

经执法人员现场查勘和查阅规划资料，博苑书
香幼儿园占用公共用地情况基本属实，鉴于之前
执法人员已对该幼儿园下发了《限期整改通知书》，
为了保障小区业主权益，执法人员将督促幼儿园负
责人自行拆除部分结构，并要求其告知小区全体业
主，该场地内可以自由活动，而并非幼儿园专用活
动场地。

网民质疑小区物业收费
部门：属合理收费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报道：近日，赤壁一网民
在咸宁网络问政平台上发帖反映，自己家住赤壁市
恒时凤凰城，物业违规建设岗亭，拦路收起业主停
车费，阻碍业主车辆出行，且物业费不提供正式税
务发票。希望相关部门能重视处理。

针对该网民所反映的问题，赤壁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工作人员调查回复，该小区目前停车位分为
三个区域:地下停车位 (一期、二期业主使用)，草皮
砖地面停车位(三期业主使用)，广场停车位(商铺及
外来临时车辆使用)。这些车位，都是开发商经过规
划报批，独资建设完成的车位，未纳入商品房销售
公摊，不属于也未占用业主共有道路及场地。

物业现在收取的费用只是车辆停泊服务费，尚
未收取车位租金。停泊服务费主要用于物业公司
对停车场地的管理，包括服务人员工资、维修，维
护、场地卫生、照明、监控、消防等。通过核实，该情
况在业主缴费的时候均已作说明。由于该物业总
部在众城国际，发票机安装在总部，业主需要正式
发票可以随时拿缴费收据换取正式发票。

在调查过程中，赤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也已
经跟物业沟通，要积极主动向业主说明实际情况。

银泉大道左转路口交通拥堵
部门：将研究解决

本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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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泉大道多个路口早晚
上下班高峰期交通拥堵严重。

比如银泉大道与永安大道交汇处左转往桂花
城方向、银泉大道与金桂路交汇处左转往中心医院
方向、银泉大道与咸宁大道交汇处左转往教育局方
向、银泉大道与十六潭路交汇处左转往十六谭公园
方向。

该网民称，这些左转路口只有一个左转车道，
而且在车道后方不足30米处又设置一个掉头路口，
导致很多掉头车辆无法掉头，又堵着后面左转车辆
无法行驶，每天上下班高峰期形成拥堵。

对此，市公安局高度重视，立即组织警力核
查。银泉大道是连接温泉与咸安城区的一条主要
通道，也是咸宁市区一条形象路，该道路的车流量
十分密集，特别是在上下班高峰时段容易出现堵车
现象。

多年来，市政管理部门结合交警的安全和畅通
等相关建议，对银泉大道全程建设了中心隔栏，有
效地解决了车辆规范通行问题，特别是明显降低
了该路段的交通事故发生率，得到广大市民的好
评。

然而，随着市区车辆成几何增长，新矛盾也有
所显现，市公安局将积极进行实地调研，研究保畅
通的具体措施，和市政管理部门一起推动问题解
决，确保道路交通安全畅通。

咸宁市医保系统重拳出击、多管齐下，持续开展
打击欺诈骗保专项治理行动，对各类违法违规行为
进行了严厉查处。为加大曝光力度，发挥震慑作用，
现将六起典型案例通报如下：

一、咸宁镇万胜中医风湿病专科医院虚记诊疗
项目收费、超标准收费等违规问题案

经查，咸宁镇万胜中医风湿病专科医院2018年
1月至2019年4月期间存在虚记诊疗项目收费、收
费与医嘱不符、超标准收费等违规问题，咸宁市医疗
保障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和《咸
宁市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医疗服务协议》相
关规定，对该医院作出拒付和扣减医保违规基金
6.44万元处理，并责令限期整改。

二、咸安区温泉卫生服务中心超标准收费、不合
理用药、不合理诊疗等违规问题案

经查，咸安区温泉卫生服务中心2018年1月至
2019年4月期间存在超标准收费、不合理用药、不合

理诊疗等违规问题，咸宁市医疗保障部门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和《咸宁市基本医疗保险定
点医疗机构医疗服务协议》相关规定，对该医院作出
拒付和扣减医保违规基金10.66万元处理，并责令限
期整改。

三、咸安区中医医院淦河门诊门诊处方和药品
耗材进销存管理混乱等违规问题案

经查，咸安区中医医院淦河门诊未建立规范的
财务管理制度，未通过咸安区中医医院招采平台
自行违规采购药品和医用耗材，门诊处方管理混
乱，普遍存在大处方现象，档案缺失，在检查过程
中，不能提供完整的门诊处方和药品耗材进销存
台帐，导致检查工作不能正常开展。咸安区医疗
保障部门根据国家医保局办公室《关于当前加强
医保协议管理确保基金安全有关工作的通知》（医
保办发〔2018〕21号）和《咸宁市基本医疗保险定点
医药机构协议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咸人社文

〔2018〕84号）相关规定，取消咸安区中医医院淦河
门诊医保服务定点资格，扣除2019年度医保服务
质量保证金3.5万元，同时对其它违规行为进行立
案调查。

四、嘉鱼县渡普镇卫生院超范围使用药品、过度
检查等违规问题案

经查，嘉鱼县渡普镇卫生院于2018年 1月至
2019年7月以期间存在超范围使用药品、过度检查
等违规行为。嘉鱼县医疗保障部门依据《咸宁市基
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医疗服务协议》相关规定，
对涉及的违规医保基金15.54万元予以追回，并责令
限期整改。

五、崇阳县精神病防治所日均费用超标准、无医
嘱收费等违规问题案

经查，崇阳县精神病防治于2019年1月至2月
期间，存在日均费用超标准、无医嘱收费等违规问
题，崇阳县医疗保障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

保险法》相关规定，责令退回医保基金6.64万元，并
处罚款13.29万元。

六、通山县燕厦乡理畈村卫生室串换医保账号
违规刷卡案

经查，通山县燕厦乡理畈村卫生室违规使用邻
村南洞村医保账号进行刷卡报销，通山县医疗保障
部门依据《咸宁市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医疗
服务协议》相关规定，对燕厦乡理畈村卫生室和南洞
村卫生室分别处以7000元、3000元罚款，并予以暂
停医保服务处理。

打击医疗保障领域违法违规和欺诈骗保行为，
切实维护医保基金安全，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欢迎
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对医疗保障基金领域违法违规
行为进行监督举报。一经查实将按照相关规定给予
奖励。

举报热线:0715-8235539。
(咸宁市医疗保障局）

关于六起打击欺诈骗保典型案例的通报

当家塘何时“当起家”？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丽 通讯员 钟良进

当家塘与农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不
仅是防汛抗旱的需要，村民日常生产生活
都离不开它。但有些村子的当家塘因年休
失修、淤泥堆积，未能真正“当家”。

“大家都说，村里有水塘，旱时不慌张，
可我们村的村民却只能望‘塘’兴叹。”13
日，崇阳县路口镇下岩村五组村民钟良宇
致电本报反映，下岩村的两口当家塘盼能
“当起家”。

2 干旱季节用水难

那么，这么多年来下岩村吃用的水哪里来？钟良宇
称，这两口水塘前方有条小河，河水从地处山高处的高田
村流淌而来。这条小河的水为村民用水、吃水提供了保
障。但因为有人乱丢垃圾，水质污染严重，很多村民便在
家打了井，日常生活主要靠井水。

一般情况下，每年5—8月份，雨水充足，农田灌溉、生
活用水都有保障。而春季和秋冬季节，雨水量减少，全村
所有田地灌溉用水就只有依靠当家塘。

下岩村当家塘不“当家”，给时令性要求较强的农业
生产带来了一定阻碍和影响。尤其是今年下半年，崇阳

连续高温少雨，水塘没有存水，周边长满茅草。
下岩村有个村民微信群，村里的任何事情都在群里

商讨。近年来，群里讨论最多的话题便是修当家塘。今
年干旱期间，村民们修塘的愿望更加强烈。

挖塘如修仓，屯水如屯粮。只有把当家塘整治好了，
才能更好地保证农作物增产增收，为老百姓带来更多的
经济效益。同时，水塘长期蓄水，也有利于森林安全防火
的需求。

钟良宇和村里十来名志同道合和的同龄人决定，千
方百计也要将水塘修好，完成村民多年的心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