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姓话题

自从洗头时盘踞在下水道口的发团
越来越多，90后小朱就把洗护用品统统换
成了防脱型，甚至还在网友的建议下尝试
了食醋洗头、生姜擦头皮等“生发偏方”，
可惜收效甚微。

如今，脱发不再是中老年人的“专
利”，它正逐渐脱离年龄的限制，成为不少
年轻人需要直面的“尴尬”。伴随着人们
愈演愈烈的脱发焦虑以及日益提升的消
费购买力，诸多围绕着头发的衍生消费也
应运而生。

脱发人群越来越年轻化

要不是理发师的一句话，私企白领李
先生还没发现自己的后脑勺“秃”了一
块。忧心忡忡的他立即来到市中心医院
皮肤科就诊，根据头皮检测和验血报告显
示，李先生患的是“斑秃”，医生诊断这与
他长期作息不规律、精神压力大有关。

那么，市民该如何区分正常掉发与脱

发呢？
“正常人每天大约会掉70-100根头

发，与此同时，有同样数目的头发再生，我
们称之为‘生理性脱发’，属于正常的生理
现象。但如果一天掉发超过100根，且出
现发量明显减少、头发过度脱落的现象，
就要考虑是否为‘病理性脱发’了。”温泉
办事处温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医生
曾瑜灿解释。

据介绍，早秃患者的早期症状呈现出
明显的男女差别。据了解，男性最初表现
为前额两侧头发变纤细而稀疏，并逐渐向
头顶延伸，额部发际向后退缩，头顶头发
也可脱落。而女性往往病情较轻，多表现
为头顶部头发稀疏，但前额发际线并不上
移，一般无自觉症状或有微痒。

“由于受雄性激素影响，男性比女性
更容易脱发。门诊中，脱发患者的男女比
例大概在4：1左右。”曾医生表示，25-55
岁的中青年患者占了门诊数的70%。

从业十年以来，曾医生明显感受到了
就诊人群的年轻化趋势。他认为，工作生
活压力大、长期熬夜、饮食油腻辛辣等因
素让现代人的“头等大事”经受着更多考
验。

“头发保卫战”蕴含商机

因契合了人们愈演愈烈的脱发焦虑，
以及日益提升的消费购买力，诸多围绕着
头发的衍生消费也应运而生。

记者在各电商平台输入“秃”“防脱”
“脱发”等关键词，弹出的相关产品可谓五
花八门。除了常见的防脱洗发水、假发头
套外，还有药用生发液、口服生发片、防脱
生发仪、增发纤维粉、头顶补发片等，价格

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
打着“祖传秘方”“古法土方”的产品

在网络上也有不少受众。记者看到，一款
古制何首乌粉的产品，号称传承古法、药
食同源，月销量近400多笔。不仅如此，
网络上还流传着诸多如“维生素B6+胱氨
酸+鱼肝油”的生发偏方。

采访中记者发现，线下的消费门道层
出不穷。除了实用性需求者推崇的假发
店外，主打头皮抗衰、养发育发的养发馆
也多了起来。氨基酸头皮面膜、头皮去角
质、古方乌发养发、科技纳米机养发……
这些护发套餐各有侧重，动辄上百元，吸
引了不少尚未脱发的普通人前去体验。

对此，咸安区皮定宇中医馆中医师皮
定宇表示，何首乌的确对治疗脱发有效
果，但生何首乌对肝功能有损伤，制何首
乌也要辨证论治，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
否则会对肝脏有损害。此外，很多偏方、
土方的成分、效果不明，患者自行使用容
易掌控不好剂量，对身体造成进一步损
害。

应对脱发危机，还有一部分消费者选
择了植发。随着电梯里、广告牌上的脱发
广告越来越多，这个手术和消费者的距离
也越来越近。

“治疗无望，或是药物治疗效果不好、
秃顶面积较大的患者，可以考虑植发，但
植发并不适合所有人。”曾医生提醒，植发
行业属于医疗美容范畴，有植发需求者应
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

此外，记者了解到，植发只是改变了
毛囊的生长部位，头发总量并不会改变。
如果脱发的根本原因没有解决，如疾病尚
未调理好、仍保持熬夜、作息不规律等不

良生活作息，植发之后，还会有脱发的可
能。

如何防脱听听专家怎么说

“没有一个简单的止脱办法对所有人
都有效。因此，有脱发症困扰的市民一定
要及时到正规医院就诊，由皮肤科医生诊
断后再进行用药。”曾医生提醒，治疗脱发
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以早秃为例，早秃的
治疗起效慢，光控制住脱发进展就需要3
个月，患者不可操之过急。

在他看来，市面上的防脱类洗护产品
作用有限，如果需要从根本上解决脱发问
题，需要进一步就医。此外，市民在选择
生发液、生发仪等产品时，最好认准“药字
号”“械字号”产品。

“除去可能的诱发因素，脱发患者还
要注意劳逸结合。”他表示，预防脱发还要
注意以下这些生活细节，如：按时作息，保
证充足的睡眠；保持心情开朗，不要过度
焦虑、紧张；不暴饮暴食，少食辛辣食物，
多吃蔬菜、水果和粗粮；适度洗发，建议一
周洗头不超过两次；不过度美发，染发、烫
发每年不超过一次为宜。

中西医结合治疗脱发，效果更佳。皮
医生介绍，从中医角度而言，脱发可以分
为湿热内蕴型、血虚风燥型、肾精亏损型、
气血亏虚型、肝郁气滞型和血脉瘀滞型六
种。他推荐，中药内服与中药外洗相结
合，效果会更好。

“秃”如其来，怎么办？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1日，记者在咸安区永安大道看到，
市交警支队咸安交警大队的交警们，正在
路面上对“鄂L”开头的临时黄牌超标电
动自行车进行检查处理。对于超期仍然
上路行驶的超标车主进行警告，并处以
50元罚款。短短十几分钟，就处罚了10
位车主。

咸安交警大队永安中队指导员张劲
告诉记者，从8月20日开始，咸宁“鄂L”
黄色临时号牌登记的超标电动车三年过
渡期结束，已经禁止在市区交通道路上行
驶了，违者将被处罚。

近年来，电动自行车以经济、便捷、环
保等优势，已逐渐成为市民代步出行的重

要工具，且发展迅猛，数量庞大。但因发
展规划、管理政策、技术标准等方面相对
滞后，大量的超标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
导致各类交通事故频发。据相关部门统
计，超标电动车发生的交通事故占总事故
的40%以上，造成了大量的人身和财产
损失。

据介绍，目前在咸安区交警大队登记
了临时号牌的超标电动车有6万多台，其中
永安城区4万多台，没有登记的超标电动车
保守估计也有几千台，加起来约有7万台。

“我们提醒广大电动车车主们，出于
法律法规和您自身的安全考虑，不要再驾
驶超标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张劲说。

严禁超标电动车上路行驶

8月20日起，超标电动车不再准许上
路，这引起了市民广泛关注。3年临时号牌
过期，对车主有何影响，超标电动车又该如
何处理？记者进行了采访。

新闻追问
问安全

超标电动车该何去何从？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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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中，一些消费者对超标电动车整
治颇为焦虑。

“我上个月才花了4000元买了一辆
电动车，结果一查是超标电动车，现在也
不让上路行驶，不方便不说，更是一笔不
小的损失。”市民吴女士说。

在城区建筑工地务工的农民工徐师
傅说：“城市越来越大，从家里到工地10

多公里，电压低的电池经常跑到半路就没
电了。25公里时速对电动自行车来说太
慢，车身重，骑车太慢容易摔倒。”

市民魏女士建议，相关部门不能搞
“一刀切”，像我们这种车况比较好的车，
能否延长过渡期，或者采取有效措施减少
群众损失。

“作为市民，我们理应支持遵守各项

法律法规。”车主焦女士表示，但现如今的
电动车质量都不错，至少都可以用三五
年，如果强制报废，无疑是一种浪费。

听说超标车不能上路，而新买的电动
车可能面临要驾照，今年65岁的王爹爹
忧心忡忡，“像我们这种年纪大了的老人，
又没多少文化，学驾照的门槛太高了。”

记者采访发现，咸宁一部分电动车经

销商家也还在观望，他们期待有一个新的
标准出台，使这些在售的“超标”电动车

“合法”，或期盼以旧换新、折价回购、发放
报废补贴等。

市摩托车电动车行业商会会长聂宏
远也建议，如果车行、厂家和政府能根据
实际情况开展置换补贴活动，这样就更有
利于尽快消化处理6万台超标电动车。

市民希望可以以旧换新

对于禁止上路的超标电动车，市民究
竟该怎么处理呢？

市交警支队城区大队车管股长虞清
华告诉记者，根据《咸宁市电动自行车管
理办法》，过渡期结束后，超标电动车不能
再上路，车主可以换成符合国家标准的车
或者选择报废等方式处理。

采访中，还有市民提到，能否申请将
超标车临时号牌更换成符合标准的黄牌
或蓝牌呢？

“这种办法行不通。”虞清华介绍，因
为超标车不符国家标准，而蓝牌和黄牌的

电动车是符合标准的，两种车型车牌无法
更换。另外，因自身原因考驾照有困难的
人群可以选择电动自行车，这类车不用考
驾照，上牌办证还免费。

虞清华介绍，为了推动我市电动自
行车生产、销售、道路通行等环节的综
合治理，有效缓解交通拥堵，预防和减
少道路交通事故，《咸宁市电动自行车
管理办法》于2018年 8月 20日正式施
行。

未纳入产品目录、不符合核发正式牌
证的“超标”电动车，根据《咸宁市电动自

行车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结合本市电
动自行车管理的实际情况，免费核发过渡
期为三年的临时号牌，实行“电动自行车
过渡期管理”，三年期过渡期期满后，禁止
车辆继续上道路行驶。

同时，超标电动车行驶证(临时)上明
确注明车辆的登记日期和临时号牌使用
有效期。去年办理的电动车临时牌照，主
要是针对2019年4月15日新国标实行
前购买的超标电动车，这部分电动自行车
上牌时要求车主签署了承诺书，承诺使用
年限于2021年8月20日为过渡期期满,

不得上路。
除了强制报废还有没有其他的办

法？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外省有些地方政府在处理超标电
动车时，采取了延长过渡期，或者会发动
电动车厂家、车行开展“以旧换新”活动，
政府或者厂家拿出一部分补贴，引导群
众置换超标车，减少群众损失。但是目
前我市未出台类似的政策，公安交警部
门会按照交通法规和《咸宁市电动车管
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依法管理超标电动
车。

超标电动车该怎么处理

青年e家小区多次停电
网民报料：
温泉青年e家小区开发商一直承诺接正式电，可是

没一次兑现，一直用的临时电，极不安全，线路接的如蜘
蛛网，夏天临时电又常停电。希望相关部门予以解决。

记者调查：
市城发集团回复，青年E家小区由湖北闽浩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该项目分为两期建设，其中一
期工程主要建设内容为1—11号楼，工程于2012年开工
建设，于2017年完工。由于建设单位资金断裂，正式用
电一直不能入户。目前，正式用电问题正在落实，正式供
电用的配电房设施安装完成已一个多月，已经通过供电
公司验收。现阶段闽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正在与供电
公司办理配电房设施移交工作。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天燃气为何不能安装
网民报料：
我是潜山村还建房的，当时家里装修预埋的天燃气

管是昆仑燃气公司做的。现在马桥天泰燃气公司的不给
通天然气。我想问一下天燃气家里预埋国家有强制规定
只可以装一家公司吗？

记者调查：
咸安区住建局回复，按照《咸宁市燃气管理办法》第

二十七条，燃气计量表和表前燃气设施由管道燃气经营
企业负责维护、更新；燃气计量表后燃气设施和燃气燃烧
器具，由燃气用户负责维护、更新。第三十二条，在咸宁
市行政区域内销售燃气燃烧器具，应当持有产品生产许
可证、质量合格证和法定检测部门出具的质量检测合格
报告，并由有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资质的企业提供相
应的安装、维修等售后服务。按照法规要求，表后安装服
务可由市民联系第三方具备资质的企业进行安装。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未停车为何会收费
网民报料：
我于2018 年7 月底在咸宁大众4S 店买了一部大众

新车并在4S店上了新牌照，当年9月份我上街办事情，停
在收费车位只20多分钟，却有个收费员过来说我4月份
在武汉还欠4元钱停车费。我的新车7月份才买，上的是
新牌照哪里来的欠费。之后，我的车只要一上街就有收
费员来找我，说我欠4元钱停车费，我是不厌其烦，希望
城投停车公司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记者调查：
市城发集团回复，咸宁智慧停车项目2020年5月1

日正式开始运营，该网民反映的其鄂LD8V21的车辆，于
2018年4月13日在武汉有一条4元的停车记录未缴费
的情况，并非咸宁停车投公司所为。

由于该公司无法核查武汉停车信息，经联系武汉停
车客服热线核查，该网民反映的停车欠费是由于武汉停
车巡管员取证错误，将鄂LD8V28拍成了鄂LD8V21,导
致该网民的车辆产生欠费，武汉停车客服已承诺在5个
工作日内将对鄂 LD8V21 车辆的欠费进行处理。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农村分户如何办理
网民报料：
我的户籍地在崇阳县肖岭乡，但房子买在通城县，去

肖岭派出所咨询办理分户事宜，派出所工作人员告知必
须在崇阳县内有房产才能原户籍分户。自己不清楚需要
准备哪些材料, 也不知道具体如何办理流程，希望相关部
门能帮忙解答疑惑。

记者调查：
崇阳县公安局工作人员回复，经与该网民电话联系

了解，因其想在农村申请宅基地，需要分户。咸宁市户籍
分户登记办理政策如下：一个地址，原则上只登记一个
家庭户口（农村原址分户除外）。 农村地区因结婚（离
婚）、分家等原因进行财产分割申请分户的，凭合法稳定
住所证明及房屋所有权人、户主和拟分户人员协商一致
意见书和结婚证（离婚证）、法院《民事调解书》《民事判决
书》、村民委员会证明等。

合法稳定住所证明包括合法稳定住所不动产权证书
（土地使用证、房屋所有权证），公有房屋租赁使用证明，
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证明，农村地区自建房尚未办理完成
不动产登记的，可以提交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出具的建
设工程许可证、宅基地使用证等相关证明材料。 该局工
作人员于8月30日联系该网民，向其进行了政策解答，当
事人表示理解知晓相关政策及流程。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修整路段迟迟未动工
网民报料：
我家住桂花城，之前曾反映过咸安区文笔大道红路

灯到咸安区公安局路段，因路面不平，夜间大货车通行频
繁导致噪音严重的问题，也提出了希望修整该路段路面
的诉求。当时市城管委答复我，道路破损正在全面摸底
统计，预计7月底报计划实施维修。但是现在已经9月了
都没有动工迹象，希望有关部门给出解释尽快动工。

记者调查：
市城管委工作人员回复称，经调查核实情况，市民王

先生投诉内容属实。市政管理处原计划今年下半年对该
路段破损进行修复，经与交警部门对接，交警部门认为该
路段属城市主干道，车流、人流量大，施工时造成交通压
力比较大，建议暂缓维修。经与交警部门商定，市政管理
处将该路段纳入明年大修计划，采取半幅施工方式，最大
限度降低对交通影响。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焦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