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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话题

湖南日报记者 田燕

尽管国家对儿童玩具的安全性有严格的
规定，但近年来，仍不时有一些具有危险性的
玩具偷偷涌进市场， 威胁着孩子们的安全。最
近， 有一款牙签弩的玩具又风靡中小学校园：
它个头只有巴掌大， 可以将牙签作为“箭”发
射。弓弩是钢条，弹射力大，极具危险性，引起
很多家长担心，纷纷在微信群里刷屏，希望引
起有关部门重视，立刻禁售牙签弩。

牙签弩随便买得到
6月中旬， 在长沙市开福区上小学五年级

的女儿回家告诉记者，学校里有男生玩一种可
以发射牙签的弓弩，牙签发射出去打得“砰砰”
作响，好吓人，男生互相对射，吓得女生四处躲
藏。如果射在皮肤上会扎到肉里去，射中眼睛
就不得了。班主任老师已经收缴了好几把这样
的牙签弩，但还是有男同学不断地在校门口的
玩具店买来玩。

6月19日， 记者在长沙师范附小门口的七
色文具玩具店看到了这种牙签弩，盒装的7元，
塑料壳包装的4元， 包装盒上没有任何生产厂
名。记者提醒店老板，这种玩具太危险不要卖
给小学生。老板说，看到别的商店都进货了，小
学生也喜欢就进了几盒， 以后不会再进货了，
也会告诉学生不要对着人射， 可以射苍蝇、蟑
螂什么的。记者买了一把，准备回去试验一下。

记者又在附近找了几家小店，很轻易地都
能看到这种玩具。 一个叫达顺批发部的小店
里，挂着4把塑料壳包装的牙签弩，3元钱一把；
荷花池巷一个南食店， 门口也挂着4把彩色盒
装的牙签弩，标价5元，都没有生产厂家。

记者又来到省一师二附小旁边的一个玩
具店，没有发现牙签弩。但老板说以前也卖过，
学校后来找到他， 要求不能卖这种危险玩具，
他就没再卖了。

牙签弩威力大危险性强
记者买回的牙签弩上面标识“迷你牙签

弩”，“全金属制造，弩身为优质合金，弓片为高
弹性锰钢弹片，抗折断性强，弩身带有扳机。有
牙签槽，精准度高，可玩性强”。包装上没有看
到任何生产厂家的厂名厂址、联系方式，只有
一句警示“不准对准人与动物”，安全标识为
英文显示3岁以下小朋友不能玩。 完全就是一
个三无产品。

弓弩用钢片制作， 连弓弦都是钢丝绳，扣
上弓弦后觉得非常紧绷， 把牙签安装进去后，
一米远对着泡沫板发射，牙签可以扎进泡沫板
1厘米深。有时牙签打歪了，直接就裂成两半，
威力很大。

网络上的实验显示，气球、报纸可以被轻
易刺穿，就连3米开外的纸箱、树干、猪肉块甚
至石膏板也能轻松插入， 射程竟可超过20米。
如果换成钢针，威力更是惊人。网络上甚至还
曾有商家给牙签配了一个金属的尖套，成套出
售。庆幸的事，目前一些大的网商都已下架牙
签弩。

看到网上的实验视频，很多家长都捏了一
把冷汗：如此“玩具”，万一射中孩子的眼睛，会
是什么后果呀。

监管不力导致三无玩具泛滥
出现这种情况，记者第一时间想到找工商

部门。6月19日，经过多番打听寻找，记者好不

容易找到连牌子都没挂的望麓园工商所。
该工商所一位负责人得知记者的来由，表

示会去学校周边看一下，要求商家下架。但是
对于执法收缴三无产品，他表示，执法手续复
杂，要先扣留证据，再立案，审批，然后才能执
法，很麻烦。

对于学校周边的玩具店，他承认三无产
品、三无食品很多，工商所一般每年都会联
合社区、食药监督部门一起到学校周边巡查
一下，他认为，这样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三
无玩具之所以会那么多而且不好管控，质检
局在生产环节就应该把住关，一旦进入流通
领域就如同撒开的网，工商部门管理的确难
度大。

但是一些家长认为，工商部门这种只口头
警告的做法处理三无玩具很难真正起作用，因
为没有收缴三无玩具，商家只要工商部门的人
一走,仍可以继续卖。

目前，这款牙签弩的危害性已引起长沙市
教育局的重视，已下发通知，要求各学校严禁
学生购买携带和使用这种玩具，对校园周边进
行自查，向市教育局文明办举报售卖点。

其实从2007年起，凡是列入“3C”认证目
录的儿童玩具，如未取得3C认证证书和未标注
3C认证标识的产品， 可以直接视为不合格产
品，将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在其他经营活动
使用。其中列入目录的就有弹射玩具，如玩具
弹射枪、玩具弓箭、玩具飞镖等。这个规定出台
这么久了，却一直难以对三无玩具起到真正的
管制作用。无3C认证的玩具却大行其道，校园
周边的文具店充斥着大量的三无玩具。很多家
长认为，生产流通领域监管执法不力是校园周
边三无产品泛滥的主要原因。

编辑同志：
我叫黎顶，醴陵市石亭镇人，我儿子

2017年1月7日出生。出生后我问医院要买
农村合作医疗吗，医院回复，新生儿本年
度随母合作医疗，不需要买。出院后又问
了村、镇，也得到同样的回复。4月份，我又
问了本村换届新上任的村干部，他了解后
依然回复不需要买，并说也买不进。

6月2日我儿子生病住院，要报销时才
得知政策已变， 已经没有随母合作医疗
了，我儿子无法报销。我得知很气愤，回村
去问村干部， 为什么政策变了不告诉我，
他当即带我到石亭镇政府去了解情况，镇
领导说他们还没看到文件，要我到市社保
局找领导反映。 我到市社保局去问了，她
们很不耐烦地说， 没有随母合作医疗了，
今年3月变更的，出生后28天就要买。我再
回村镇问， 为什么政策变了不告诉我们，
镇政府工作人员和村会计告诉我，他们也
是通过我才知道3月份出了政策变化的文
件，但说我儿子是1月7日生的，理应享受，
要我到社保局补交。我又跑到醴陵市社保
局补了150元费用。但医院还是不肯报销，
说合管办回复不能报销，要我去找市合管
办。

我到了市合管办，他们又要我去找社
保局。我又跑到社保局讲我的情况，工作

人员说你怎么又来了，态度很差。当时我
也脾气来了，当场就把电脑屏幕一巴掌拍
倒了，后公安机关把我拘留了7天。

我也认识到我不该打东西， 也赔偿
了。 难道有关部门不应也检讨一下吗？政
策变了不告诉大家，应该按老政策执行的
却这么“踢皮球”，实在太令人伤心了。

黎顶

记者调查：
6月21日， 记者电话采访了醴陵市

合管办李主任，她告诉记者，由于新农
合去年合并到社保局，以前的政策有些
变动，之前新生儿随母的合作医疗政策
变了，今年3月起新生儿需要购买医保，
购买后28天后生效。这些政策是省里统
一执行的，也已经传达到镇上，村镇应
该传达到位。 关于投诉人黎顶的事，现
在已解决好，已经同意给他小孩报销住
院费用了。

记者拨通了黎顶的电话，他说自己才
从拘留所出来， 说起此事还是很气愤。记
者认为，像医保这样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
的大政策，政策的变更应该在宣传和操作
中多多考虑，避免出现黎顶这样不该发生
的事，引起群众的不满。

湖南日报记者 田燕

编辑同志：
永州市冷水滩区牛角坝镇山塘水

库因私人承包 ，往水库里投肥投粪养鱼
现已造成严重环境污染 ，水发黑 ，周遭
数公里便可闻到粪臭 。村民找来测水质
的人员现已证实水质被污染 ，也曾寻求
村干部 、镇干部帮助 ，可事情至今都还
没得到有效解决 。 承包人肆意妄为 ，至
今仍开着装着肥粪的大车小车往水库
里倒粪 。

水库环境遭受污染，该区域生态遭受
破坏，村民的用水安全生命健康更是受到
严重威胁。国家已经出台规定：禁止在水
库投肥养鱼，这里为何有令不行？

村民

记者调查：
6月21日，牛角坝镇人民政府一名蒋

姓负责人介绍说，经镇政府分管领导与司

法所工作人员出面进行调解，已作出如下
处理意见：承包者今后不允许往水库里投
肥投粪养鱼，水库只允许投放草、鱼饲料
进行饲养，一旦发现投肥投粪养鱼，经查
实后收回承包权；水库承包费用在承包期
内不再续交， 每年仅交1000元给村委会
用于水源管理方面。

这名负责人说，该镇规模较大的水库
有10多座，过去都已承包出去，大部分合
同未到期。禁止投肥养鱼，承包人的收益
自然会受到影响，现在不少村组已修改了
合同，减免了承包费。但如何确保禁止投
肥养鱼监督到位还存在很多困难，乡镇没
有专门的水利管理人员， 更无执法权，无
法经常巡查。呼吁村民们共同监督，掌握
证据后向上级水利部门举报， 依法处理。
只有政府和村民共同努力，才能确保一湖
清水不再被污染。

湖南日报记者 欧金玉

6月1日，湖南日报《舆情》专版报道了
祁阳县人民医院门诊输液室出现了出租
“撑衣杆”挂吊瓶收费一事。此事虽然是该
院第三方保洁公司个别人的私人行为，但
祁阳县人民医院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
勉”的态度积极应对，并以此发现不足，改
善就诊环境。

该院首先对“撑衣杆”收费进行了取
缔，并约谈第三方服务机构。同时加强医
院值班巡视监管，杜绝此类乱收费现象发
生。 针对普遍存在的由于儿童患者好动，
走动输液的特殊现象，祁阳县人民医院本
着科学严谨的态度，对儿科输液的71名患
儿家长进行问卷调查：96.08%的家长认
为在输液室内输液最安全；49.18%的家
长为方便走动，希望孩子输液时医院能提

供活动输液杆；26.23%的家长认为走动
输液有风险， 没有必要提供活动输液杆；
24.59%的家长持中立态度；70.49%的家
长表示不愿意由医院免费提供输液杆而
与医院签订安全责任状。最后根据问卷调
查和多方咨询征求专家、 律师的意见建
议，该院决定采取以保障医疗安全改善就
医环境的举措。即：进一步加强输液相关
知识宣教，在门诊患者输液牌、输液室、门
诊大厅等醒目处设《安全输液》温馨提示，
改善门诊输液室及相关配套硬件设施环
境，为广大就诊患者，特别是儿童患者提
供安全、温馨的输液场所。同时从医疗安
全的角度出发，医院暂不向患者提供活动
式的吊瓶“撑衣杆”。

湖南日报记者 欧金玉

� � � �·长株潭城铁乘车应更人性化
我在长株潭城铁先锋站买了17∶51从先

锋站到长沙的C6962列车，但我17∶20就赶到
先锋站， 想乘坐17∶30先锋站到长沙的列车。
当时并没有停止检票，却被检票员拦下，说不
能乘坐此趟列车。虽然票上写的是限乘当日当
次车，为什么就不能为乘客考虑一下，灵活执
行呢？城铁间隔时间那么长，如果还等这20分
钟，还不如去坐其他车。乘坐火车都可以先上

车后补票，坐高铁都经常容许提前上车，城铁
为什么不能灵活一点？记得之前有次还错过某
次城铁列车，想去退票也不行。希望长株潭城
铁能制定出更人性化的乘车制度。 叶青

·金鹗西路渣土车鸣笛噪声害人
岳阳市金鹗西路，每天从下午6点开始，

不停有装渣土的大卡车在这里加速通过，而
且经常长鸣笛，声音巨大，经常突然一声响
吓得人心脏都受不了。搞得我们居民都不敢
开窗户，小孩睡觉都会突然因声音巨大而惊
醒。这让住在这路边的居民十分苦恼，但却
无可奈何。 一居民

·万子湖乡自来水老是停
沅江市万子湖乡嘉禾6组，自来水经常停，

已经持续2个多月了。来水后水就特别脏，而且
水里经常有很多类似青苔的深绿色杂质，希望
有关部门帮助处理问题，不要总是停水，让我
们老百姓用上健康放心水。 一村民

·镇上收快递要加钱
我是平江县浯口镇的居民， 每次拿快递，

送快递的都要收钱，不给钱，他们就不给包裹。
除了邮政以外其他快递公司都要加钱。难道这
种情况没有哪个部门能够管一管吗？也不是一
天两天的事，而是长期这样。 一居民

编辑同志：
桑植县东正街原二轻局的一个小区里住

了不少居民，但因为没有物业，小区门口每天
停满了车，住户只能侧身过路。最令人忧心的
是唯一的出路被堵塞，一旦发生火灾，消防车
辆进不来，后果不堪设想。居民打过多次电话
给很多部门，都说不归对方管。到底谁来帮帮
我们？ 一居民

记者调查：
近日，桑植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对此回

复说，5月28日上午，该局派出城管执法队员对
居民反映的问题进行了实地核查，该小区属原

二轻局，但二轻局单位已不存在了。院落很小，
没有物业管理人员，的确有晚间过道停车而影
响行人通行的现象， 但该局不具备管理权限。
根据法律规定和职责范围，小区外街面停车属
交警管理，此处有电子警察抄牌；小区内的秩
序管理属小区物业， 物业管理部门为房管局。
建议居民提出申请，由房管局组织小区所有住
户召开业主大会，制定小区管理公约，对小区
进行自主管理。或者聘请物业管理公司对小区
进行有序管理。

6月21日，记者致电桑植县房地产管理局，
负责人张局长介绍说，老旧小区由于物业管理
缺位导致居民生活环境脏乱差现象确实存在，

对于那些没有物业管理公司的小区，房管部门
有责任督促居民成立业主委员会，再由业主聘
请物业公司进行管理。但由于有些小区住户经
济状况和素质参差不齐，如何确保物业费的收
缴到位也是一大难题。张局长表示将派人前去
调查处理投诉人反映的问题。同时建议各级政
府和社区形成合力共同帮助老旧社区搞好物
业管理工作。

居民反映的问题具有普遍性，记者也多次
收到类似投诉和呼吁，希望有关部门加大老旧
社区物业管理的重视力度，别让老旧小区成为
城市管理遗忘的脏乱差角落。

湖南日报记者 欧金玉

“对不起，我们对干部职工管理不严，给您
造成困扰，违纪工作人员郑某已被处以党内严
重警告处分……”6月21日，澧县澧阳街道解放
路“995”羽绒衣加工店陈老板做梦也没想到，
县食药工质局纪检组长龚茂、监察室副主任关
玲专程登门向她道歉，并表示以后遭遇任何不
平之事都可以向他们反映。

原来，这家羽绒衣加工店规模不大，店主
陈女士是河南人。去年，经朋友介绍，在澧县县
城租了一间门面从事羽绒衣加工兼零售。2016
年10月28日，县食药工质局经济检查中队工作

人员郑某一行4人例行巡查， 发现该店没有办
理营业执照，告知要对其予以处罚。陈女士请
人帮忙拉关系，表示想请郑某一行吃饭，希望
对方网开一面。郑某表示只要买两条烟就不再
找羽绒店的麻烦了。 陈女士马上花640元买了
两条“芙蓉王”烟请人转给了郑，郑当场收受。
后来没有对该店进行处罚。

今年3月初， 此事被人匿名举报到澧县纪
委信访室，县食药工质局执法人员有200多人，
查实可谓“大海捞针”。但县纪委工作人员高度
重视，立即责成该局纪检组调查核实，但调查

人员向陈老板求证时，她担心报复，支支吾吾
不敢说。5月中旬，郑某在相关证据面前，承认
了违纪事实，主动到店里退还了两条烟。县食
药工质局还按照规定，“零”收费为这家羽绒衣
加工店办理了营业执照。

羽绒店里“不速之客”的到来，吸引了邻边
商店老板和顾客涌进店里打听。他们弄清原委
后， 感叹政府如今对干部作风抓得真扎实，以
后做生意只要守法经营，再也不用担心一些职
能部门索拿卡要了。

李纪文

新农合政策变化宣传执行不到位

农村小伙
不该发生的故事

编辑同志:
我与家人朋友购买了5月14日上午张

家界大峡谷玻璃桥10点至13点的门票，因
购票时身份证号码错输一位数，导致无法
游览，上午10时18分，导游陪同我至景点
前台购票窗口申请更换门票，被要求至咨
询处处理。咨询处的工作人员要我们联系
景点销售部领导，导游联系景点销售部王
姓领导，但对方电话不接，短信、微信也不
予以回复，而咨询处强调必须要他们的领
导批示后才能换票。

在交涉过程中，我们按要求提供了购
票依据及身份证等信息，但近一个半小时
还未得到解决。11时56分， 我们拨打了张
家界旅游局质量监督管理所的电话，对方
告诉我景点一位姓谭的领导的电话。我于
12时整拨打了该领导电话，对方问了我身
份证后4位数字，称了解一下，但其后再未
回复。我与导游继续与景点沟通，直至近
12点半才更换了票据，经过两个多小时的
折腾，我已游兴全无。

就在我处理这件事情的时间内，窗口

前挤满了因身份证输错而无法正常旅游
的旅客，都是在窗台前苦苦等候。

我想不通 ， 旅游景点是实名制购
票 ，就应该有实名认证系统 ，输错了身
份证号码 、造成名字和号码对不上难道
发现不了 ？这样错票 ，景点就没责任 ？再
则 ，发现购票错误进行换票 ，有必要搞
得这么繁琐吗 ？即使要领导批示 ，也应
该是工作人员去找领导 ，怎能让游客或
导游折腾 ？这样的服务质量和态度真让
游客伤心 。

一游客

记者调查：
对于游客的投诉，慈利县旅游和外事

侨务局回复表示抱歉，称会向景区提出该
方面问题，不断完善各项服务，并保证不
会再次发生类似事件。记者认为，景区本
来就应该为游客提供便捷的服务，一个小
小的换票环节应该有更方便的办法，而不
是为难和怠慢游客。

湖南日报记者 田燕

张家界大峡谷售错票难更换

牛角坝镇山塘水库
因投粪养鱼被污染

祁阳县人民医院———

正视投诉找差距 改善环境为患者

■报道追踪

牙签弩风靡校园 家长们胆战心惊

危险三无玩具何时远离孩童

呼吁建议

身边新风

微言微语

一次别样的道歉

图片说事

盼望加强对老旧小区的物业管理

汛期请莫
湖边玩水
6月28日上午，湖南烈士

公园， 一些游客在被淹的年
嘉湖亲水游道上戏水拍照。
受连日来强降雨影响， 年嘉
湖水位上涨， 部分湖边亲水
游道及临湖栈道被淹， 公园
管理处在被淹的地段拉起了
警戒线，防止游客进入，也加
强了园区巡查。 汛期湖水较
深，人一旦掉入水中，容易发
生危险。 希望游客不要在湖
边戏水，以保证人身安全。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