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我市积极打造自然生态公园城
市，让老百姓开门见绿。

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也吸引了一些动物
的到来。近期，多位市民在咸宁论坛发帖反
映：夏天来了，家中突然来了“不速之客”——
蛇。

入夏以来频现蛇影

8月13日12时46分，家住咸宁西街西门
小学92-6号的居民，经过卧室时，隐约看到
一道黑影。定睛一看，天啦！竟然是一条小
蛇在游动。

他吓得立刻飞奔，镇定下来后，拨打了
119报警求助。

警情就是命令，桂乡大道消防站出动消

防指战员赶赴现场处置。消防指战员疏散围
观群众后，由比较有经验的消防指战员做好
个人防护，利用捕蛇器将蛇驱赶，小蛇闻声躲
到了床底下，消防指战员将床下杂物清空，发
现小蛇躲进了一个陶罐，消防指战员在征求
户主意见后将陶罐置于野外将小蛇放生。

然而，记者从市消防支队了解到，蛇出没
入侵民宅，并非个例。入夏以来，有关“蛇”的
警情还真多，且集中在咸宁郊区以及主城区
的老旧居民区，各消防中队的消防指战员们
四处奔波，共抓了10多条蛇。

蛇出没吓坏了居民

“入夏以来，我们这个小区抓到了好几条
蛇。”18日上午，家住西门小学附近的朱女士
介绍，由于蛇频繁出没，给小区造成了很大的
安全隐患，她和居民感觉现在住在小区内很
没有“安全感”。

记者刚走进小区内，就听到一些居民在
树底下讨论蛇的事。

居民严女士告诉记者，现在蛇的事在小
区内已经传得沸沸扬扬。大家都知道小区内
有蛇，大白天也不敢随意在小区内走动。“小
区内小孩子特别多，家长都不敢让小孩子单
独出来，就怕遇到蛇。”严女士说起此事仍心
有余悸。

咸安区平安小区的居民王先生说，在闹
市区内出现蛇真是太可怕了，现在居住在小
区内很没有“安全感”，平时大家根本不敢出
房门。

记者在现场采访时了解到，有些居民发
现蛇后，往往采取动手打蛇的方式，有人甚至
把打死的蛇拿来泡酒。

居民区为何现蛇影

“我们现在生活的环境越来越好，很多地
方都已经变成了优越的适合蛇生活的环境，
比如说公园里，或者社区里的绿化带也比较
好，就会有很多物种重新回到这个地方，比如
刺猬、蛇，它们也是这个地方的原住民，等于
它们又回来了。”市林业局相关负责人说。

据了解，每年6-10月是蛇的活跃期，6月
是蛇的孵化期，进入6月以后，很多小蛇破壳
而出，也开始出来活动，而蛇进入居民区最主
要是为了觅食。

“它出现在居民家中，最主要是因为它
饿，它的本能需要捕食，很多居民家中会养一
些鸡鸭鹅，还有鸟，这些都是它的食物，所以
它回到小区居民家中进行觅食，蛇吃完食物
以后，它要晒太阳，要进行消化，所以它会出
现在很多坐标比较明显的地方，比如树上，来
进行晒太阳、消化。”该负责人说。

此外，空调外挂机和汽车的引擎盖，杂物
堆等地方除了是蛇选择藏身的地方之外，也
是老鼠比较喜欢的藏身地，而老鼠是蛇喜欢
的食物之一。

市消防支队提醒，居民楼尤其是老式居
民楼内，平时要注意防潮和保持楼内环境卫
生，另外在蛇有可能出没的地方要撒一些硫
磺，这样蛇就有可能因恐惧而自行离去。

发现蛇了该怎么办

那么，家中发现蛇了，该怎么办呢？
市林业局提醒，市民如果看到蛇以后，不

管它有没有毒，我们都要远离它，要按照毒蛇
来对待，锁定它的目标和位置，然后拨打110
或者119。

如果市民发现有蛇出没，不要对其追赶、
惊吓，更不要对其贸然抓捕，以免受伤，如果
不慎被蛇咬伤了，不管有毒没毒，第一时间要
按照有毒蛇来做应急处理。

“第一步能做的就是冲洗，把伤口扒开冲
洗，冲掉一部分毒素。第二步就是按压伤口，
让血液循环的慢、毒素吸收的慢。第三步尽
快到能够治蛇伤的医疗机构就诊。”温泉办事
处温泉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医生曾瑜灿说，伤
口冲洗后，直接按压住伤口，防止血液流过来
即可。不需要在其他部门进行绑扎，也千万
别用嘴去吸伤口，以防发生中毒危险。

此外，针对居民捉蛇泡酒一事，曾瑜灿介
绍，银环蛇等毒蛇的毒性都很大，用其泡的药
酒既不能轻易内服也不能外用。蛇毒如果渗
透进入皮肤，就会影响肾脏功能，还有些蛇体
内的未知毒性可能危及生命。所谓用毒蛇泡
酒对人健康有益只是一种民间流传的说法，
并没有权威的科学依据，所以，建议市民们不
要乱用毒蛇泡酒。

百姓话题

蛇频出，如何避险？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通讯员 朱燕林

7月29日，赤壁市蒲圻街道办事处北街
社区第一实小小区街坊邻里中心欢声笑语，
一群孩子在志愿者老师的带领下做游戏。

“我太喜欢现在的生活了，社区环境
好，下楼走几步就到了欢乐园。”学生依依
口中的欢乐园，就是全市80个“希望家园”
之一。

依依说，自从暑假开始走进社区里的希
望家园，志愿者老师不但为大家辅导作业，还
教舞蹈、音乐和画画，真的是大开眼界！

依依从小就有一个梦想，希望有一天能
像电视里的舞蹈家一样翩翩起舞，以前受家
庭条件的限制，一直没有机会学舞蹈，如今，
希望家园圆了她学舞蹈的梦。

八一建军节当天，小区组织文艺演出，
依依表演了舞蹈节目《红星闪闪》，自信的表
情和优美的舞姿赢得了现场观众热烈的掌
声。

“第一次看见依依，并没有现在这样活泼
开朗，做自我介绍时都会发抖。”北街社区希

望家园的工作人员张老师说，希望家园的孩
子大多数都是留守儿童，希望家园除了辅导
孩子们做作业，更重要的是在精神上给孩子
们养分，从心理上给孩子们帮助，埋下理想的
种子，让孩子们更好地适应新环境，快乐生
活、健康成长。

和依依一样，今年，全市3000多名儿童
在希望家园里，推开了新的人生之门。

“希望家园对于留守儿童来说，这是他
们更好融入新环境、学习新知识、开启新生

活的‘欢乐园’。”团市委副书记孟科说，今
年，各乡镇（街道）在充分整合现有希望家园
活动阵地的基础上，以村（社区）党员服务中
心、图书室、青年之家、学校等场所作为开办
点，为少年儿童提供一个安全舒适的学习环
境。

据悉，截至目前，全市各级团组织已建设
暑期希望家园80个，招募大学生志愿者503
名，基本实现全市乡镇全覆盖，确保各希望家
园教学活动秩序良好。

志愿服务 点燃孩子梦想

今年暑假，80个希望家园，就是3000余名少年儿童的乐园。
2013年起，我市以党员群众服务中心、农家书屋、中小学

校等为阵地，招募以暑期返乡大学生、大学生村官、少先队辅导
员为主的志愿者，在暑假集中一个月时间，为少年儿童提供党
团队意识教育、课业辅导、兴趣培养、科学实验、安全自护、心理
健康等服务。

经过9年实践，我市希望家园管理不断规范，课程活动也
日益丰富，成为广大青少年暑期好去处。希望家园魅力何在？
近日，记者进行了探访。

新闻追问
问民生

希望家园，魅力何在？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通讯员 彭洪 罗翠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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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欣老师，这是我们昨天的作业，请您
批阅”“玲玲老师，今天的值日生是小瑞
林”……

一大早，崇阳县白霓镇回头岭村的希望
家园传来学生们稚嫩的声音，4名湖北科技学
院大学生志愿者开始了忙碌的一天，除了保
障学生们的安全，还要配合当地文化传承人
等志愿者完成教学工作。

崇阳提琴戏源于岳阳花鼓戏，经崇阳
本土化后形成独特剧种，至今有 200多年
历史。课程开始前，播放了崇阳提琴戏经
典唱段，形象的鸡鸣腔、浓浓的崇阳话、悠

扬的提琴声让人陶醉其中，现场气氛热
烈。

“提琴戏是崇阳地方传统戏剧，属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崇阳团县委负责人介绍，
今年白霓镇回头岭村开办的希望家园结合了
崇阳文化特色，除了开设学科辅导外，还开设
了崇阳提琴戏等地方文化课程。

“希望家园在家长心中的口碑好，因此报
名踊跃。我们通知家长，早上8点到学校排
队登记报名，结果不到半小时，30个名额就
全部报满了，后来周边村庄的学生也赶过来
报名，我们还分了两个班。”回头岭村希望家

园负责人说，孩子们在这里既能学到知识，开
阔视野，还有人照顾，家长们都很放心，还未
放暑假就来打听暑假是否开班。

“提琴戏文化、三国文化、二乔文化、桂花
文化……我市地域文化底蕴深厚。今年，我
们将咸宁独特的地方文化融入希望家园中，
可以让学生在宽松、和谐的氛围中愉快学习，
并接受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洗礼。”团市委咸
宁市少先队总辅导员、市少工委主任聂琼说，
通过富有特色的办学模式，强化对大学生志
愿者及留守儿童的地方传统文化教育，增强
他们对咸宁文化的了解，形成正确的人生观、

价值观和世界观。
今年是党的百年华诞，在团市委的组织

安排下，咸安区浮山办事处龙潭村开展“红领
巾讲解员”讲党史故事活动；嘉鱼县簰洲湾镇
金家洲村开展讲红色故事，赤壁市赵李桥镇
羊楼洞社区开设爱国主义教育课；崇阳县白
霓镇三溪村举办红歌学唱活动；通山县通羊
镇凤池社区举行建党百年手抄报展览，其他
希望家园开办点也都全面开展了党史知识教
育，加强党史知识的学习，在孩子们心中播下
爱党爱国的种子，引导他们从小听党话、跟党
走。

文化融入 丰富教学内容

8年前，她是希望家园的学生；8年后，她
站在希望家园的讲台上。

今年暑假，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生陈芳
回到老家咸安区汀泗桥镇，成为希望家园的
一名志愿者。

“我是从汀泗桥镇走出去的大学生，也
是曾经的留守儿童，那时候学校一放假，我
们就成了‘野孩子’。后来参加了希望家
园，不仅学习了知识，还丰富了我们的暑假
生活，那段快乐时光至今难忘。”陈芳说，得
知镇里希望家园又开班了，她毫不犹豫地

报了名。
来到希望家园，陈芳发现，教室环境变好

了，教学设施更齐全了。但孩子们还是一样，
清澈的眼神、甜甜的笑容，充满了对知识的渴
望。

通山县希望家园的大学生志愿者中也有
与陈芳一样，曾是希望家园的学生。

“我家就在希望家园附近，每年都会举
办。我以前在这里收获了知识、友谊和开心，
作为‘过来人’，我现在也想把教师们的奉献
精神传递下去。”大学生志愿者徐坤是武汉理

工大学的一名大二学生，放暑假前看到招募
希望家园志愿者的信息后，没有丝毫犹豫，马
上报名参加了。

为了让孩子们在希望家园有所收获，志
愿者们按照学生就读年级，制定了详细的授
课计划，把每天的学习、活动安排得满满当
当。

“今年我们县一共有45名大学生志愿
者，他们之中很多小时候就是在希望家园长
大的，现在都上大学了，个个抢着回村里为家
乡教育出一份力，这是‘反哺’，更是传承。”通

山团县委负责人说，还有一些志愿者是希望
工程的资助对象，他们主动到希望家园担任
志愿者老师。

“希望工程让我顺利读上了心仪的大学，
我觉得应该将这种温暖传递下去，应该为这
群孩子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我想通过自己的
努力，用自己的所知所学让这些留守儿童拥
有一个快乐的暑假和童年。”谈及支教初衷，
大学生志愿者冯亚梅说，听到孩子们在老远
的地方就使劲喊“老师老师”，她总是很感动，
为孩子们付出很值得。

新人接棒 传承志愿精神

物业收费是否违规？
网民报料：
2018 年我在锦华金地·华府二期

（原市中心医院旧址）购买商铺一个，合
同约定2019年10月份交房。但是在交
房时商铺根本就没有达到交房的条件
（没有通过验收），水电也没有开户，我拒
绝收房。之后开发商和物业公司也没有
通知我去收房，2021年6月19日我去收
房，物业公司说 2020 年 10 月 10 日商铺
已经通过验收，要我把2020年10月份到
2021年6月份的物业管理费2700元交了
才能给我钥匙。 我想问我都没有收房，
物业公司没有给我提供服务凭什么收我
的物业管理费？我拒绝交费他们凭什么
不给我钥匙？

记者调查：
咸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回复，关

于收费的问题，根据咸宁市物业收费实
施细则第十二条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生效
之日至房屋交付之日的物业服务费，由
建设单位承担，房屋交付后物业费由业
主承担，此时物业已经进场服务，并按照
前期物业服务合同正常履行合同义务。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商品房能装雨棚吗?
网民报料：
我是城区世纪花苑小区业主。最近

酷暑难耐,自己家想在阳台搭建遮阳棚,
也可以防止下雨进水，但业主材料都买
好了,物业却不让装，理由是不符合小区
的整体规划,属于违规自行装修，恳请相
关部门给出合理的解释。

记者调查；
针对该网民的问题，物业相关工作

人员调查回复，小区开发商房屋建成后
对每户实行统一规划管理，部分业主根
据个人的喜好，自行更换或装修房屋外
墙，后物业予以制止。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相关
条例细则规定,装修人从事住宅室内装
饰装修活动，未经批准，不得有下列行
为：搭建建筑物、构筑物；改变住宅外立
面，在非承重外墙上开门、窗；拆改供暖
管道和设施；拆改燃气管道和设施。
考虑到小区的整体性和美观性及安全因
素，该业主住户属于高层,不允许业主自
行更换、搭建雨棚。根据调查结果，物业
公司对该业主进行了解释说明，并与其
协商，该业主对情况说明表示理解接
受。（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小区外墙脱落怎么办？
网民报料：
温泉城区咸宁大道时代广场外墙存

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已经发生多次脱落
的情况。8月2日，四栋再次发生外墙脱
落事件，存在极大安全隐患。

记者调查：
记者从市住建局了解到，该局工作

人员经核实现将物业有关情况回复如
下：经市建工处核实时代广场小区外装
饰装修工程内容已过质保期。根据《建
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四十条在正常
使用条件下，建设工程的最低保修期限
为：（二）屋面防水工程、有防水要求的卫
生间、房间和外墙面的防渗漏，为5年；
该房屋已过质保期，根据咸宁市维修资
金管理暂行规定：维修资金使用条件：共
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保修期届满，公共
区域部分造成的漏水可使用维修资金维
修，室内专有部位由业主自行维修。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九宫山镇一企业污水排放不达标
网民报料：
通山县九宫山镇晨晖硅业有限公司

排放至河道的污水不达标，排水的水泥
管都被腐蚀烂穿烂透，污染水源，希望有
关部门派人调查，按规定处理。

记者调查：
咸宁市生态环境局通山分局针对网

民所反映情况立即展开了调查，经现场
检查发现，该企业存在雨污分流管网系
统不够完善、污水处理系统运行不规范
和未规范设置原料堆场且未实施有效覆
盖及相关措施3项环保问题，生产废水
经荒草河滩后排入横石河，废水排放对
该区域荒草河滩和临近约一亩水稻田的
环境有较小影响。

针对调查情况，该局立即责成该企
业立即完善雨污分流管网，避免初期雨
水混入雨水管网外排；完善污水收集和
处理系统，并规范运行达标排放；规范设
置原料堆场，并实施有效覆盖的相关降
尘措施。同时针对企业涉嫌的违法行
为，启动了相关立案查处程序。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宋文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