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的端午节， 桃源县沙坪镇赛阳村这
个昔日远离尘世的小山村人山人海、 热闹非
凡，村民筹建的仙鹅滩乡村旅游景点刚营业，
就迎来了来自省内外的500多名游客， 村民
们很轻松地就赚了不少钱。

赛阳村依山傍水，自然资源丰富。但过去
由于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人们只能守着金山
过着穷日子。去年，该村成为常德市委扶贫驻
点村，常德市委副书记徐正宪10多次到村指导
脱贫攻坚工作，扶贫队帮助该村修通了对外的
公路， 引导村民充分发挥当地的资源优势致

富，提出了“围绕旅游抓产业、抓好产业促脱
贫”的总体要求。在扶贫队的指导下，全村9个
村民小组都有了自己的产业， 如乡村旅游景
点、溪沟野生鱼养殖、中草药材种植、擂茶餐
饮、土猪土鸡生态散养等，特别是蓝莓、枇杷、
乌梅、桃子等水果观光采摘产业很快产生了收
益， 去年仅蓝莓一项就实现销售收入11万多
元。端午节前，在常德市旅游局等部门的大力
支持下， 赛阳村大观组全体组民齐心协力，只
花了40多天的时间，就成功筹建了仙鹅滩旅游
景点第一期项目，端午节游客纷至沓来，亲身

体验当地最原生态的沙滩烧烤、竹排漂流、帐篷
露营、儿童戏水、溪沟捉鱼等项目，观看当地最原
始的渔舟唱晚、高山流水、舞龙舞狮、打锣抬夯、
九子舞鞭等传统民俗文化节目，采摘枇杷、蓝莓
等特色有机水果，购买茶叶、粽子、竹制工艺品等
当地特色产品。游客来了有玩有吃有看还有带走
的，来了舍不得走，走了还想再来。

如今，赛阳村民发展产业、自主脱贫的积极
性空前高涨，产业建设如火如荼，村民们在家门
口有事做，有钱赚，由衷感谢扶贫队给他们送来
了“金饭碗”。 朱益祥

扶贫队送来了“金饭碗”身边新风

编辑同志：
5月18日， 浏阳市集里街道办事处太

平桥片区通公交车了， 这对沿线村民来说
是件大好事。 但也有一些家庭遇到了新的
烦恼： 多年来我们家是跑枨冲到浏阳班车
的， 整个家庭以此为生计。 太平桥通公交
后， 枨冲浏阳线的生意大受影响， 几乎入
不敷出， 辛苦一天连油钱和工资都不够。
政府在利民惠民的同时， 能否给予我们一
定的补助和优惠政策， 或者干脆枨冲也通
公交， 收回枨冲班车， 另给我们一条生活
之路。 一名客运经营户

记者调查：
5月25日， 浏阳市城乡客运管理局回复

说： 原太平桥镇于2015年并入集里街道办
事处， 系城市规划范围内， 根据广大市民
的出行需求和城市区域内交通功能体系划
分的要求， 经报请市人民政府批准后， 在
集里街道办事处境内设置了浏阳至唐家园
公交。 因当前所开通的浏阳至唐家园的公
交线路系城市公交 （即城市规划区域范围

内的公交）， 而枨冲镇并未纳入该市的城市
规划区域范围内， 该线不符合开通城市公
交车的条件。 枨冲浏阳班线的七台营运车
辆均已享受国家燃油补贴政策， 目前暂无
新的补助政策， 如果有新政策可以争取到
相关补助， 该局将努力协助争取。

目前， 随着城市的发展， 城市公交的
陆续开通， 导致部分乡镇客运客源减少、
经营者收入受到影响。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解决此矛盾？ 6月2日， 记者采访了浏阳市
城乡客运管理局一名姓刘的负责人， 他介
绍说， 因为城市公交的开通， 乡镇客运客
源受到影响的情况确实存在。 该局也正在
调查研究探讨如何更好地解决这些发展中
出现的新问题， 比如， 通过对客流量进行
重新测算， 适当调整班线车辆保有量。 再
就是建议推广全域公交， 实行公交城乡一
体化。 但这需要大量的财力支持， 该市暂
时还无法全面推进， 目前在大瑶、 永安正
在进行试点。 总之，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
发展， 这类问题会逐步得到解决。

湖南日报记者 欧金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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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监护缺位 悲剧频繁发生
读者话题

湖南日报记者 欧金玉 通讯员 胡学政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13名全国政协委员
提交了《关于未成年人监护失职（疏忽）行为
“入刑” 的建议》， 呼吁追究失职监护人的责
任。近来，该建议已引起人们热议，让我们再
次关注对未成年人监护缺位这个沉重话题。

监护大意，
儿童意外伤亡事件频繁发生

看管不周，5岁孙女溺亡，事情虽然过去
1个月，武冈市荆竹镇荆江村胡奶奶依然以泪
洗面，悔恨交加。胡的儿子、媳妇一直在广州
打工，5岁的女儿留在老家由爷爷奶奶照看。
5月9日午饭后， 胡奶奶在自家院子和人聊
天，一时没留意孙女动静。下午三点多才发现
其孙女不知何时溺亡在门前的水塘里。儿子、
媳妇赶回家，悲痛欲绝，气恼中砸烂了家里所
有的家具和电器用品。这样的悲剧，无论是对
在外拼搏的孩子父母，还是监护大意的老人，
都是一种残忍的折磨。

现在农村不少父母在外面打工， 将孩子
交给家中的爷爷奶奶照看。农村水塘、陡坎很
多，加上小孩天性爱玩，喜欢走动，悲剧往往
发生在瞬间。5月6日， 洞口县水东镇一小型
水库也发生3名儿童溺水死亡的事故。

同样的事在城市也时有发生。5月以来，全
国各地已发生多起儿童坠楼悲剧。5月25日，安
徽合肥市一小区里， 一名5岁男童从16楼坠下
不幸身亡。5月5日下午1点左右，长沙雨花区三
重大厦一名三岁男童就从10楼坠下，小区居民
发现后赶紧施救，而这个时候，孩子的父母竟
然还在熟睡完全没有察觉。幸亏孩子掉在了五
楼阳台的雨棚上面，保住了性命。

记者仅从媒体报道中就发现， 从2011年3

月至2017年3月的6年时间里，长沙市儿童高楼
坠亡事件就多达31起，死亡32名儿童。其中，有
15起是家长将孩子独自留在家中或独自留在
未安装防护窗的房内发生的。未成年人受意外
伤害的消息不绝于耳， 一起起悲剧事件背后，
折射出来的是儿童监护缺位之痛。

儿童对危险缺乏认知，
独处危机重重

儿童天性爱玩好动， 对危险本身的感知
性非常差，不知道什么危险或不危险。特别是
2岁到6岁的儿童， 已具备一定的活动能力，
喜欢跑跳、攀爬、眺望，并用自己的方式去探
索外部世界。在探索过程中，他们无法判断危
险程度，即使家长在日常生活中说过教过，由
于他们并没有切身体会，所以也并不“在意”
危险。

许多儿童引起伤亡的一些行为在大人看
来都不可思议。2015年3月22日上午，吉林省
长春市一名5岁小男孩因贪玩，把半个胳膊伸
入靠墙的暖气片后面， 又将手指伸入暖气片
缝隙内，导致手指被夹。随后，消防官兵用兵
用铁铤解救了小男孩。一位朋友告诉记者，他
2岁的小孩不知为何，总喜欢拿棍子之类的东
西去钻家里电器插头的插孔， 幸亏没用导电
的东西，不然后果难以想象。6岁以上的孩子
随着年龄增加，对外界更加充满着好奇、冒险
的需求。 但他们的大脑很难做到先考虑风险
然后再活动， 活动场所的选择和家长的监护
依然很重要。

令人悲哀的是， 人们认为带孩子是为人
父母的本能，无师自通。现实中我们对带孩子
的认知， 更多强调的是父母给孩子吃饱穿暖
以及心智上的培育， 并没有系统的理论或者
规范去学习如何保障儿女的人身安全。 很多

家长安全责任意识淡薄，不了解孩子的心理状
况， 无法意识到什么情况下孩子独处很危险，
监护往往缺位。特别是现在很多留守儿童被委
托给祖辈或别人照护，他们对孩子的监护能力
和责任更存在不少问题。

带孩子是件严肃的事，
全社会应形成合力

据悉， 在美国及加拿大等一些国家，12岁
以下的孩子是不能一个人在家的，必须有监护
人，若无监护人，则父母将违法。我国有关未成
年人保护的法律虽然也规定了监护人的责任，
但在具体的监护制度规定上存在诸多缺陷，比
如监护人资格规定不明确，1990年《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
见》只对监护人资格标准和监护能力做了笼统
的规定， 对于监护能力的具体内容并未提及。
再如在委托监护程序规定上存在漏洞，在确定
受托人后， 为转移监护之责还应履行哪些手
续，我国法律并未作出规定，委托监护人多以
十分随意的方式进行。所以，除了家暴虐待的
案子外， 鲜见有未成年人出现家庭意外之后，
由公诉机关或者社会福利保障机构，出面要求
法律追究监护人监护不当的责任的，更谈不上
对监护人责任的追究。

本报常年法律顾问李春光律师认为，未成
年人是社会的未来， 想要保护我们的孩子，除
了在立法当中加大对监护人责任事后追究的
力度，在实践中真正把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确立
起来以外，还需要我们多管齐下来提高保护未
成年人的这种社会责任意识，首先要对家长加
强有关家庭监护的公共教育，让父母多上育儿
及辅导课程。其次在社会公共保障当中要提高
对未成年人保护的力度， 改进公共设施安全、
用科学的设计来减少疏忽造成的意外。

·长沙汽车西站巴士中途甩客
6月2日， 我在长沙市汽车西站搭乘了长

沙开往永州9∶40发车的大巴。 但车子开到
长沙市大王山旅游区就停了下来， 把乘客换
到长沙汽车南站的一辆大巴上。到永州后，该
车刚下零陵高速，又把乘客丢给一个小巴士，
6个人的座位要挤8个人，我不愿挤，小巴就丢

下我不管，直接开走了。大巴这样的甩客行为
希望有关部门管一管。 李英

·自来水费违约金如此高合理吗
我是益阳人。益阳市自来水公司2014年

3月17日在我家抄了水表， 因我在外务工，一
直没回家，对于自来水欠费的情况也不知晓。
今年6月1日我自查水费时，发现2014年抄过
的水表有23吨水，需缴费61.64元，因没有及
时缴费而被收取违约金249.14元。 违约金比

水费高出了4倍， 欠费时自来水公司也没有短
信或电话告知，这么高的违约金合理吗？

周艳

·邵阳飙车一族噪声扰民
邵阳宝庆西路，经常有些青年深夜从波波

酒吧出来后，就开着改装过的摩托车，在宝庆
西路沿线飙车， 改装过的摩托车轰鸣声大、延
续时间长，噪声影响沿线居民的休息，希望有
关部门能够查处。 谢先生

微言微语

编辑同志：
近日，慈利某公司负责人到慈利县食品

药品工商质量监督管理局溪口管理所进行
营业执照年检时， 尽管不用交年检费了，但
该所一工作人员告知他要缴纳一笔个体私
营企业协会的会员费，按照标准要收500元，
看在熟人面上只用缴纳200元。 该工作人员
为其开具了湖南省非税收入收款票据，而收
据上没有标注收费项目名称和用途。该负责
人叹气说 ，虽然金额不大 ，但作为行政职能
部门 ，开出这样票据明显是乱收费 ，全县这
么多中小企业、专业合作社、个体户，一年下
来收取的金额不菲。

一位有着同样遭遇的私企负责人道出其
中奥秘：现在国家取消了年检收费，但在慈
利等一些地方，工商局与个体私营企业协会
多年来一直都在一起办公。工商局既能以监
督管理的名义执法，又能以社会团体协会的
名义收费。只要你到工商部门办理营业执照
或年检，你就必须先缴纳“会员费”，标准是
公司500-2000元， 专业合作社500—800
元。否则就拿不到你的营业执照或难以通过
年检。

其实，会员费实为各地的个体劳动者私
营企业协会代表和维护个体工商户利益的
一种自筹经费，作为民间组织，协会履行“自

愿发起、自筹经费、自聘人员、自主会务”的具
有行业性、 民间性和自主性特征的独立社会
团体， 独立自主地开展协会工作。《中国个体
劳动者私营企业协会章程》明确指出：个体劳
动者协会与工商部门不是隶属关系， 工商部
门没有利用登记、年检、检查之机强迫要求个
体私营经济交纳会费的权利。 尽管国务院的
相关条例都明文规定入会自愿、退会自由等。
但事实上， 在慈利等一些地方工商部门办理
营业执照或年检者就必须先缴纳“会员费”。
希望有关部门严格按照国家法规收取协会会
员费，不要让“自愿”的事成为强迫，影响政府
部门的形象。 黄岳云

呼吁建议 协会会费收取应按规定办理

编辑同志：
桃江县灰山港镇的克上冲水库， 是灰

山港十几万居民的自来水水源， 保护好水
质就得水里有鱼，否则就是一潭死水。可克
上冲水库的电鱼、捕鱼实在是太嚣张了，用
网捕鱼的把竹子加青草扎成一条条诱鱼排
卵的草丛，十几米就有一条，到了春、夏季
整个水面布满了，在草丛旁边放网围捕，这
样一来，连要产子的鱼也一网打尽了。电鱼
的更不可思议， 他们用船在几十米的深水
里连续打窝子，把大量的鱼诱到一起，然后
用十几二十米的高压线丢进水里， 几秒钟
后只要在窝子里的鱼不管大小无一幸免。
没有船的人只等涨水， 在水库尾上的浅水
区， 很多人背着打鱼机穿着深水裤全副武
装，只要被拦截到的鱼都无从幸免。据居住
当地的老百姓讲， 现在有好多鱼种已经绝
了，产子的鱼都没有了。我曾经打过两次市
长热线，可迄今为止还是老样子。希望有关
部门加强管理， 保护好我们的饮用水源和
鱼种鱼苗。 一村民

记者调查：
桃江县水务局对此回复称： 灰山港的

克上冲库区非法电鱼、捕鱼事件确实存在，
水务局下属单位克上冲水库管理处就非法
电鱼、捕鱼事件也做了相关工作。

3月22日，在全镇范围内进行了两天宣
传， 张贴了关于禁止非法电鱼、 捕鱼的通
告。并组织、协助相关单位进行了多次联合
执法打击行动，如：联合县渔政站、灰山港
派出所进行了行政执法行动， 于5月8日晚
抓获电鱼、捕鱼设备6台；5月12日晚抓获电
鱼、 捕鱼设备3台；5月23日晚抓获电鱼、捕
鱼设备2台。5月15日和5月23日水库管理
处又对水库水面、 草丛捕鱼行为进行了清
理整治。下阶段还会重点打击非法电鱼、捕
鱼行为。

对于这种打击行动， 大多数群众都很
支持、理解，但还有周边部分群众不理解，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思想严重，加之水库管
理处无执法权， 执行打击力度确实有待提
高。 湖南日报记者 田燕

水库电鱼猖獗需整治

编辑同志：
5月23日，我们去临澧县民政局办结婚

证，到其指定的照相馆（就在旁边的婚介所
内）收了58元，说是照相、复印户口、办证的
费用，这些收费可不便宜，难道该店就是利
用这种办证的机会赚我们的钱吗？

小李
记者调查：

6月1日，临澧县民政局回复说，该局婚
姻登记处从今年4月1日起已经免收婚姻登
记工本费，并在婚姻登记大厅贴有“婚姻登
记免收工本费，您在外购买婚姻服务所产生
的费用与本登记处无关”的醒目提示，民政
局不存在违规收费问题。 按照婚姻登记程
序，登记人须提供合影照片、身份证和户口
本复印件。照相并不存在指定，该局也对近
年来婚姻登记档案进行了抽查，证实照片并
非来自同一家照相馆，当事人只要提供了符

合规定的照片均可使用。
至于投诉人所指的婚介所实际为“红

花轿婚庆服务公司”，该公司是经工商登记
的私营企业， 根据婚姻登记所需， 提供照
相、复印、化妆等相关服务。经调查，该公司
所提供的服务项目和收费标准均有公示，
并标有“以上消费、遵从自愿”的提示和客
户消费认可的签名。 如该公司有欺诈消费
行为，可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投诉。

关于办理婚姻登记被收费的投诉时有
发生， 调查后的回复都称是私营公司在收
有偿服务费， 民政婚姻登记部门几乎每次
都被“误伤”，在社会上造成了不良影响。婚
姻登记部门应该加大提醒告知力度，同时，
办证群众应该了解清楚相关政策、 登记要
求，事先准备好相关资料，这样自然就可以
少花冤枉钱了。

湖南日报记者 欧金玉

婚姻登记遇到收费请多个心眼

编辑同志：
我是一名外地来湖南游玩的旅客，在

凤凰买了个弹弓玩具作为孩子的礼物，然
后游玩张家界，再坐火车到长沙，都没有问
题。5月31日，我准备从长沙坐高铁回家，在
黄兴广场地铁站准备乘地铁的时候， 安检
员检查出我的弹弓，以具有危险性为由，直
接没收我的弹弓。 其他地方过安检都没有
问题， 检查完后都还给我了， 这里为何不
行？后来我说我先不坐地铁，拿出去邮寄至
我家， 但安检员仍说不行， 不把东西还给
我。安检员凭什么没收我的物品？

一名乘客
记者调查：

对此， 长沙轨道交通集团有关部门回
复称：为全面保障公共安全，目前长沙地铁
安检标准中， 弹弓等属于禁止携带物品范
围， 属于其他有可能危及人身和财产安全
的危险物品。

随着长沙地铁的开通， 越来越多的人
选择地铁出行， 但人们对于地铁安检的规
定并不是很熟悉， 类似的投诉纠纷时常发
生。5月7日，一名乘客反映，自己在购买了
一把圆头刃长度不超过15厘米的水果刀
过安检仪时，安检员发现后不许他进站。该
乘客认为自己购买的水果刀不属于管制刀
具，可以乘坐交通工具。

记者就此采访了本报常年法律顾问李
春光律师，李律师认为，地铁运营方为了广
大乘客的安全， 在安检时严格把关无可非
议，但应当依法依规。根据《长沙市轨道交
通管理条例》 和长沙市交通运输局2014年
4月1日制定实施的《长沙市轨道交通乘客
守则》第四条，禁止携带进站的物品主要有
以下几类：（一）爆炸性、毒害性、放射性、腐
蚀性、 易燃性物质或者传染病病原体等危
险物质；（二）枪支、弹药或者弩、匕首等国
家规定的管制器具（持有效证件执行公务
的特殊人员携带的除外）；（三）犬只、家禽
等动物（盲人携带的导盲犬、执行公务的警
犬等国家规定的具有特殊功用的动物除
外）；（四）易污损、有严重异味、无包装易碎
和尖锐的物品；（五）气球、带压容器、非折
叠自行车、电动车等物品；（六）法律、法规、
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其他物品。对
于乘客携带的上述类别禁止携带进入车站
的物品， 作为地铁管理方依据法律规定也
只能是限制乘客进入车站乘车， 而无权没
收或禁止乘客对携带的物品自由做出处
理。

呼吁长沙地铁加强文明乘车与安全检
查标准的宣传力度，同时做好安检员培训，
提供更规范的服务。

湖南日报记者 欧金玉

呼吁长沙地铁安检服务更规范

城市公交不断扩大
乡镇客运应作调整

近日，记者在长沙市的一些道
路和公共场所发现，有些标识标牌
上的文字、 拼音或英文书写错误。
长沙市巴溪洲， 树木的标识牌上
“池杉”被写成了“池衫”，英文也错
写成了“pool� shirt”（左图）。长沙市
滨江景观道渔人码头段，路牌上银
双路的拼音“yinshuang”被错写成
“yinshaung”(右上图)。长沙市火车
南站地铁口，路牌上“花侯路”被
错写成了“花候路”(右下图)。公共
场所的标识标牌书写应该规范、准
确。请相关部门予以重视，及时发
现和更正标识标牌出现的错误。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图片说事

标识标牌
请莫出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