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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欧金玉

城市生活节奏快，电动车因经济、实用，
能方便快捷穿梭大街小巷， 日渐成为继自行
车以后进入千家万户的重要交通工具。 但它
带来的充电安全隐患不容忽视。 因为没有进
行充电集中管理，人们或是在户外私拉电线，
或是停放楼道、住宅内充电，充电起火事件频
繁发生。 电动车充电安全隐患越来越引起了
有关部门的重视。2017年12月29日，公安部紧
急下发《关于规范电动车停放充电加强火灾
防范的通告》。今年1月1日起施行的《长沙市
住宅物业消防安全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住宅
物业应当设置集中充电场所，禁止违规充电。
此举深得民心。 但规范电动车停放充电效果
如何？记者近日走访了长沙市不少住宅小区。

集中充电设施开始进入社区
公安部紧急通知下发后， 长沙市多个社

区开始行动， 逐步建设了电动车集中充电设
施。雨花区黎郡新宇太和园小区去年4月份新
建了5处电动车集中充电场所，采取少量收费
充电的模式， 保证了200多辆电动车充电。雨
花区长钢社区要求所有有物业管理的小区都
新建电动车集中充电设施。 开福区双河社区
集中充电设施普及到了大多数新建楼盘。去
年下半年，国网长沙供电公司在开展“党建+
服务”提质的社区走访活动中，了解到雨花区
砂子塘社区居民对充电桩有迫切需求， 很快
为该社区安装了智能电瓶车充电桩， 居民只
需要通过微信“扫一扫”充电桩上二维码，即
可支付充电费用。

集中充电设施安装滞后
一些社区的集中充电设施建好后， 有效

解决了广大社区群众充电难、不便捷、不安全
的问题。但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还有不少社
区没有启动这项惠民工程。

开福区兴汉大厦物业处早在2018年11月
13日就在电梯口张贴公告称： 因近期电动车
充电起火事件频繁发生，根据公安部要求，该
栋大楼整栋楼即日起不允许电动车违规充
电。需要充电的业主怎么办？时隔3个月后，记
者在这栋楼周围还是没有看到建设集中充电
设施。物业处一名工作人员说，这里公共场地
有限，没有地方建设集中充电设施，只能禁止
在此充电，暂时没有解决方案，至于业主如何
充电只能自己到别处想办法。

1月21日， 记者在雨花区长鑫美树园小区
看到一处雨棚下安装了一些充电插座，并注明
了此处是充电电动车停放区，但看上去已经废
弃，没有车辆充电迹象。物业工作人员介绍说，

这个小区租住了不少外地务工人员，电动车使
用者众多。早些年小区曾建设了一些简易的集
中充电点，但效果并不好，慢慢就废弃了。如今
电动车主都是从自己家里拉线充电，有的接线
板悬挂在空中风吹雨淋，确实有很大的安全隐
患。虽然现在政府重视电动车充电管理，但要建
设新的充电设施还存在不少难题：谁来出资投
放充电设施？如何规范管理？物业认为光靠自己
一家做好这件事还有不少难度。

有物业管理的尚且如此， 一些没有设立
专业物业的老旧小区就更无人管此事了。记
者在开福区几家单位老的住宅小区都没有看
到安装集中充电设施的迹象。 在长沙师范教
工宿舍小区， 记者看到人们仍然是拉根电线
悬挂在户外充电。 兴运公寓的楼梯间也依然
有人在此拉线充电，而此处有个培训学校，众
多儿童在此进进出出， 那个悬挂在楼梯间的
电线插座确实让人忧心。

电动车主们都期待： 有关部门加快电动
车集中充电场所建设， 方便大家安全充电出
行，消除安全隐患。

集中充电后续管理欠规范
在集中充电设施建好的小区， 大多数居

民都开始自觉到集中充电点来充电。 但还有
些居民安全观念没跟上来， 认为从自己家接
线充电更方便， 私拉乱接电线充电现象依然
存在。双河社区负责人告诉记者，该社区英祥
春天小区的集中充电设施安装在地下车库，
有的居民嫌麻烦，仍然私拉电线违规充电。后
来浏阳河街道安监部门联合社区、物业、派出
所对小区违规充电行为进行了集中整治，违

规充电现象得到遏制， 但如何建立长效机制
打击违规充电行为尚无良策。

开福区锦绣华天小区早在五年前就引进
一家公司投放了一批集中充电设施，收费每4
小时1元，但使用率不高，到现在几乎形同虚
设。业主不使用，物业也无可奈何，运营企业
更是心灰意冷。

1月30日晚，长沙市雨花区鑫天佳园小区
一排停放在集中充电点充电的电动车突然起
火，7辆电动车瞬间被烧得只剩车骨架， 所幸
救火及时， 没有造成更多财产损失及人员伤
亡。 此事给如何对集中充电进行管理又提出
了新的问题，如何确保充电车辆安全？车辆起
火造成的财产损失谁来负责？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集中充电后续管理
必须有章可循。

建章立制
打造集中充电惠民工程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 充电设施的建设以
及后续管理都需要场地、资金、人力的投入，
而由此带来的收益并不稳定可观。 集中充电
项目对于企业和物业都缺乏吸引力， 更多属
于一件公益性举措。鉴于此，不少有识之士认
为， 政府应该牵头搞好建设和管理电动车集
中充电工作， 而不能光指望物业或小区的自
觉行为， 同时必须将电动车集中充电管理纳
入消防安全监督考核，督促小区快速行动，创
造条件，尽早普及电动车集中充电设施，并出
台具体规章制度， 确保设施安全运转以及后
续的规范化管理， 同时建立打击违规充电长
效机制，真正消除安全隐患，造福社会。

编辑同志：
我是湘乡市白田镇原薰山村人， 前两

年薰山村与别村合并为新苗村。并村前，薰
山村在政府支持下兴建了农村饮用水工
程，工程由村委和镇水利站两级负责，我村
有80多户受益。工程开工前，村委要求受益
户每户交400元安装自来水，这个自来水工
程是利用地理位置的优势，从400米的山上
原有的池塘中建个小围池， 再铺设水管放
水至山下的蓄水池，再分送入各用户。试用
期时就问题多多，常常无水用，有水时水质
也太差，工程用了没多久就不行了，2018年
来一年没有通水直至现在， 成了一个烂尾
工程，无人问津。农民的集资和国家的投资
就这样打水漂了吗？希望有关部门调查，完
善我村的饮用水工程， 让村民能真正用上
自来水。 一村民

记者追踪：
记者将该投诉反馈给了湘乡市白田镇

政府，白田镇政府回复称，该饮水项目是原
薰山村于2015年修建，政府财政投入约21
万元，群众自筹3.2万元(80户受益户每户

400元)。该工程由受益户组织人员施工，工
程竣工后经水利部门验收合格，80户受益
户都能正常用水。 供水后召开了三次受益
户户主会，会上一致通过收取水费标准，推
选工程承包人负责收水费和日常维护，所
收水费用于日常维护费用。 该饮水工程正
常供水半年左右，但水费一直未交，由于群
众不爱护设备， 水管经常被挖断。2016年
薰山村与别村合并为新苗村后， 村上组织
人员维修该项目30次以上，维修费用共计
8万余元，费用由村上承担。后期工程自毁
程度较大， 多处地方已无水管。2018年新
苗村召开党员大会， 会上党员建议修复此
工程。2018年9月，新苗村支村两委与水利
站工作人员一同前往水源地查勘， 共计查
勘3次，但由于2018年旱情较大，该工程水
源已全部干涸，不能再恢复供水。

一个投入二三十万元的饮用水工程，
群众只勉强使用了这么短的时间， 颇为可
惜。 此类工程还应进行更周全的考虑和设
计，保证使用年限，不要让国家和村民的投
资再打水漂。

湖南日报记者 田燕

编辑同志：
永兴县城区路灯关灯时间不科学，经

常天还没亮路灯就关了， 尤其是天气不好
的时候。每天早上，上学的孩子们不得不打
着手电奔走在乌漆麻黑的街道上， 黑暗的
大街上， 到处是孩子们手中的手电光和汽
车灯光交替着， 孩子们在黑暗中过斑马线
和十字路口，这样实在是太危险了。呼吁永
兴县有关部门能为上学的孩子们点亮清晨
的路灯。 魏来

记者追踪：
近日， 永兴县市政管理所回复说，自

2018年1月1日， 路灯移交该单位管理以
后，该单位根据季节、地域和街道使用功能

等方面制定了永兴县城区路灯开关灯时间
表，控制城区路灯（居民集中区）春、夏、秋
季关灯时间为早上5点半，冬季为早上6点，
学校周边路段路灯关灯时间统一延长半小
时。接到群众反映后，该单位工作人员立即
对城区主次干道路灯和早上天亮时间进行
了核实，经核实，县城区冬季主次干道路灯
早上6：30关灯，而目前季节天亮时间约为
6:40左右， 确实存在路灯关灯后影响了学
生上学情况。决定从2019年1月26日开始，
对城区学校周边路段冬季早上关灯时间调
整为6:40。在以后的工作当中，该单位会实
时根据天气和季节的变化动态调整路灯开
关灯时间， 在节约的原则下确保学生和居
民的正常出行。 湖南日报记者 欧金玉

编辑同志：
我现在住在桂阳县城， 小孩一年级和二

年级上学期是在乡下读的，由爷爷、奶奶带。但
是今年爷爷、奶奶身体不好，只好自己带。我在
桂阳县锦绣华府购了房，有不动产权证，学区
划分属于朝阳学校。 所以我就想把小孩转到
朝阳学校来，但是学校却不让转。没办法我又
去找教育局， 难道我们只能回到乡下才有书
读吗？马上就快开学了，小孩读书还无着落，我
们都非常着急。 当初贷款买房就是想让孩子
进城读书，小孩入学真有这么难吗？ 廖女士

记者追踪：
记者将该群众的投诉反馈给了桂

阳县教育局， 桂阳县教育局回复称，接
到群众的反映后， 局领导高度重视，立
即批示局相关人员处理此事。该群众反
映今年下学期想转学到朝阳学校，已住
在锦绣华府，具备城区就读条件。在满
足转学条件的情况下，下学期开学前可
以办理转学手续，详情可上网关注微信
公众号“桂阳基教”，根据相关招生政策
核对，并提供有关材料 (户籍等 )证明。转
学手续的办理需要先咨询学校学位情
况，根据消除大班额的相关规定，若就
近学校没有学位 ，无法腾出学位 ，则需
服从教育局的统一调剂。

湖南日报记者 田燕

编辑同志：
1月26日下午3点， 新邵县新田铺镇沙

子田村运垃圾人员在村垃圾点 (公用水井
前 )焚烧垃圾，现场浓烟滚滚，散发出令人
窒息的味道，整个村庄笼罩在黑雾下。有村
民前去劝阻，用水泼湿火苗。当晚12点趁村
民睡下了， 运垃圾的人又来到村里几个垃
圾点焚烧剩余垃圾， 置全村人身心健康于
不顾。焚烧垃圾严重污染空气，而且全村人
饮用水源就在附近。 沙子田村运垃圾由村
里承包给李某等人， 但李某等人经常是两
三个星期装一次垃圾，垃圾堆积如山，李某
又想一次性把全村垃圾一车运完， 经常在
全村各垃圾站点焚烧垃圾， 村民们苦不堪
言，阻止李某等人焚烧垃圾还会被训斥。清
洁乡村已变成污染乡村， 希望有关部门管
管此事。 张先生

记者追踪：
1月29日， 新邵县新田铺镇政府就此

回复称， 新田铺镇党委政府对于群众的投
诉高度重视，安排分管领导、驻村干部对此
事进行了调查处理。 因为新田铺镇垃圾中
转站还未建设好， 沙子田村卫生工作人员
和部分村民在垃圾处理过程中存在焚烧现
象， 今后一方面会加快垃圾处理基础设施
的建设，建设垃圾中转站，另一方面会加大
宣传力度，教育广大村民增强环保意识。

记者接到多起焚烧垃圾的投诉， 很多
村、 镇在村民家门口建立垃圾池或者放置
了垃圾桶，但是垃圾却无法及时清运，很多
垃圾就地焚烧处理， 产生了二次污染。对
此，群众意见很大。希望有这种现象的村、
镇尽快采取措施及时处理垃圾。

湖南日报记者 田燕

编辑同志：
我是隆回县羊古坳镇人， 我家有老人于

2019年1月2日过世， 按当地风俗请人算出殡时
间，1月18日才允许出殡， 老人尸身需在家停放
十多天。家人本想早日让老人入土为安，却也得
顾忌村里的一贯风俗。由同村长辈操持出殡、请
西乐队、请和尚做法事及宴请宾客等一系列事
宜，宴请宾客最低预算就有30桌，系列事宜预算
不低于5万元。从长辈那得知，农村的丧事都是
如此，丧家晚辈不敢违背风俗，不办就是不孝，
即便不想大操大办都只能听从。

我在家守丧这段时日， 有两伙号称 “丐
帮”的人上门，说是祭拜老人，实则索要钱财。
上门的所有乞讨人均给22元， 不给就说难听
的话 ，或者不肯走 。听村里老人议论 ，此 “丐
帮”已形成规模，平日有人专门开着摩托车到
处转悠， 专门挑有白喜事的人家登门索要钱

财，而乞讨的人都是三四十岁的青壮年。长辈
非但不允许我们赶走乞讨人， 反而要求我们
打发红包，实则是助长社会不良风气。

对乡村丧事大办的风气， 政府早有禁止
的政令，但是却屡禁不止。农村大办丧事弊端
明显：尸体不及时入土，对老人不尊 ；办丧事
燃放大量烟花爆竹， 污染空气； 大肆宴请宾
客，劳民伤财；有人利用白喜事敲诈钱财还形
成规模队伍，败坏社会风气。希望有关部门重
视此现象，将农村丧事简办落到实处。

一群众

记者追踪：
对此，隆回县羊古坳镇政府回复说，羊古

坳镇党委政府一直大力倡导移风易俗工作，
尤其在2018年7月份以来，羊古坳镇根据县委
县政府的号召， 成立镇移风易俗工作领导小

组，制定了实施方案。全镇干部职工、村(社区)
干部、 党员组长、 群众代表和商会会员签订
《文明节俭操办婚丧喜庆事宜承诺书》。 根据
方案，每个村(社区)成立了红白理事会，并将
喜事新办、丧事简办写入村规民约，制定了喜
事新办和丧事简办的具体方法， 对丧事办事
待客范围、乐队数量、就餐桌数、饭菜烟酒标
准等方面进行大幅限制。 羊古坳镇移风易俗
领导小组每个月对各村(社区)的移风易俗工
作进行督促评比。 该村民反映的情况说明该
村红白理事会介入不力。 下一步镇移风易俗
领导小组将加强宣传教育， 采取更具体有效
措施，推进移风易俗工作。

农民日子越过越好，但办丧事讲排场、比
阔气的风气在不少地方仍然严重。 大力倡导
厚养薄葬，提倡节俭吊唁，反对铺张浪费，政
府在移风易俗方面还要花大力气，想好办法，
将节俭办事落到实处。 村民个人也要有勇气
破除迷信想法，自觉抵制陈规陋习。

湖南日报记者 田燕 欧金玉

编辑同志：
我是一名坚守在芷江农村教学点的老

师，我到教学点工作已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国
家提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大山深处的孩子
们也盼望能通过多种途径接受优质教育 ，特
别是现在可以凭借科学技术做到信息共享 。
我任教的教学点虽然被评为合格教学点 ，但
教学点至今未开通网络， 连县教育局电教站
配发给教学点的办公电脑和液晶电视都被中
心学校扣留了。我请求了几次，仍然无结果 。
国家财政每年下拨给教学点的办公经费也不

见钱， 就只是在教学点教室的墙上贴了几张
名人名言的字画，这谈何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如何让教学点的老师安心从教？ 呼吁有关部
门重视改善教学点教学条件，早日开通网络，
购置办公电脑和液晶电视， 方便教师把教学
内容制成课件，用多媒体上课，让大山深处的
孩子也能享受更现代化的优质教育。

艾学

记者追踪：
芷江侗族自治县教育局高度重视此

事，调查 、核实后，近日回复说 ：教育局相
关部门会要求中心学校逐步配齐， 逐年完
善；《根据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做好村小学和
教学点经费保障工作的通知》，全县教学点
公用经费使用原则是“教育局统筹，中心学
校统筹， 教学点根据实际需求进行划拨”。
县教育局一直高度关注学校教育公用经费
的去向问题， 要求全县所有学校组织成立
经审委员会， 每年对学校公用经费使用情
况进行审查。 教育局每三年会组织人员对
学校财务进行审计， 并将审计结果对相关
学校教师进行公布， 确保教育经费使用规
范合理。

湖南日报记者 欧金玉
� � � �“现在再也不用到处挑水喝了，如今，
干净的自来水通到屋里哒， 还真感谢肖建
国对我们村的真心付出。”近日，一直饱受
用水之苦的慈利县零溪镇大庄村村民终于
喝上了干净山泉自来水。

今年64岁的肖建国是零溪镇大庄村
村民，17岁时离开家乡打拼， 终于获得了
成功，公司经营良好。虽然他早已不在大庄
村居住，但十几年来，他一直关心家乡，支
持家乡的建设和发展。2018年春节过后，
大庄村村支书找到肖建国说， 村里在有关
部门的支持下， 建起了人畜安全饮水蓄水
池，但有将近10多公里的管网因资金严重
短缺迟迟没有建成，希望得到援助。肖建国
在详细了解情况后， 当即慷慨解囊， 出资
50万元用于管网建设。 经过6个多月的铺

设，目前该村12公里的村民饮水入户管网
工程已完工，全村1200多人实现自来水入
户。

2018年重阳节， 肖建国为该村307名
65岁以上的老人每人发了300元的孝老
金。2017年， 肖建国把自己公司的工程机
械和工作人员调到了村施工现场， 忙活了
整整三个多月，投资20余万元，帮助村里
完成了10多公里的村道基础路面修建工
程，使大庄村的交通变得四通八达。

近年来， 肖建国夫妇参与慈利县统一
战线“千企帮万户、助力促脱贫”精准扶贫
行动，捐款捐物近百万元，捐献300多套实
木课桌椅给县城关完小（现慈利一完小），
许多地方都有他扶贫助学的身影。

黄岳云 杨旭东

� � � �·张家界景区天气恶劣不让退票
2月10日，张家界玻璃桥C线景点，我们

排队上桥排了3个小时，进入景点后发现下
到桥面的楼梯、 桥面全部结冰， 人都是滑
行，其中不少老人和小孩，景点没有起到提
醒和告知的义务， 同行的旅客有不少摔倒
的。而且当天雾大，下冻雨，根本无法观景，
景区在这样恶劣天气的情况下也不允许退
票。 芝姐

·潘家山土坯危房影响美观且不安全
在距离长沙市区二十公里不到的地方，

属于岳麓区雨敞坪镇潘家山村， 虽说距离繁
华长沙不远， 但村里还有一些上个世纪三四
十年代的土坯房，这些房子大都没人住，有的
孤寡老人都死了一二十年，房子还在。这些房
子倒了一些，没倒的用树木撑着，不知道什么
原因至今没拆。经常有人从旁边经过，要是倒
下会砸伤人的。这种危房既影响村子的美观，
也有安全隐患。 罗雪枚

·凤凰游玩被骗买三七粉
我们2月11日到凤凰古城游玩，在凤凰

古城坐了船，游船停靠在一个商店门口，船

夫说是休息处， 必须让我们下船去商店逛
一圈。我们进到商店，就有人给我们介绍三
七的功效。 这时一个中年男子问三七怎么
卖，经过讨价还价从6元一斤还到3元一斤。
我们看他也挺懂，就想也买点。店员给我倒
了一把三七，然后直接提走说去磨粉了，磨
好粉后一称，说有460克，并说是3元一克，
要1380元，我都吓呆了。已经磨成粉了想退
也不行了，只好忍痛把钱付了，也不敢去和
店里理论。我知道，肯定是遇到“托”了。希
望有关部门处理一下。

罗成

我村的饮用水工程
为何“烂尾”

城区路灯关太早 孩子上学打手电

买房进城小孩入学却困难

焚烧垃圾污染乡村

呼吁建议

读者话题 充电设施难普及 后续管理欠规范

电动车安全充电管理仍困难重重

期盼乡村丧事大办之风得到改变

农村教学点盼望开通网络教学

身边新风

回报桑梓爱心不断流

漫画/傅汝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