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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售点齐称
“设备坏了，
没有学生票卖”
记者 11 日上午探访发现湘潭多个火车票代售点买不到学生票；
火车站表示，如查实是主观所为将停业整顿
新一轮降雨或将带走长沙的
“重度污染”

湘潭部分高校学生开始放假回家，
买票时
遭遇5元钱的手续费问题。记者11日上午探访
发现，
部分火车票代售点表示
“设备坏了，
只能卖全票”
。而按规定，
车站
及代售点不能收取学生票额外手续费。
本报实习记者肖洋桂 湘潭报道

网友报料：代售点联合不卖学生票
网友“i 幸福的标尺”10 日晚发微博
称：湘潭代售点真霸气，网上订的票取
票要收五块钱被举报了，然后湘潭火车
票代售点联合起来不卖学生票。
据该网友透露，9 日，湖南科技大学
一名大三学生小彭去该校正门对面的
代售点取票。小彭说，将学生证、身份
证递进去，说取票，代售人员说要收 5 元
手续费。小彭将国家不许收取学生票

额外手续费的相关规定告诉代售人员，
并说“如果硬要这样，我就只好打 12306
举报了”。当时代售点里面有一男一
女。女的不做声了，男的顿时来火了，
说不卖了，接着冲出门外说“不收费怎
么赚钱”等。之后，小彭离开代售点准
备去火车站取票。
“ 我倒是希望还能去
代售点取票，不过肯定要是免费的。”小
彭表示。

记者探访：上午多个代售点买不到学生票
网友“i 幸福的标尺”是湖南科技大
学的一名大四学生，姓何。11 日，小何
决定帮在网上订好票的同学去代售点
取票，亲身体验一下。
11 日上午 11 点多，记者和小何来
到湖南科技大学正门对面一代售点。
紧闭的大门上贴着一则手写公告：
“本
店停业整顿，近段时间请去火车站购
票。”一同扑空的还有其他学生。前来
取票的湖南科技大学大四学生小黄透
露，该处之前还在售票，不知为何就关
门了。
“下午要考试，只能改天去火车站
取票了。”
小黄说。
11 点半，记者赶到湘潭大学火车票
代售点，
该处也是大门紧闭。墙上写着：
“因设备故障送车站修复，
营业时间暂不
确定，
请前往车站购取票，
即日。
”
中午 1 点，记者又来到湘潭长途汽
车站对面的火车票代售点，当时排队购
票取票的市民有十个左右，购买全票的
市民都很顺利地买到了车票，但几位手
持学生证的学生随即离开。原因是“不

[长沙情况]

卖学生票”。小何刚将学生证和身份证
拿出来，就遭到售票人员的拒绝。
“购买学生票要到火车站去！”
“为什么不卖学生票？”
“刷卡设备坏了！”
“为什么坏了？”
“坏了就是坏了！”
之后售票人员不再搭理小何。记
者在该代售点没有看到任何有关设备
损坏、不卖学生票的通知。
下午 3 点 20 分，记者来到车站路百
花园附近一处火车票代售点，销售人员
以刷学生证磁卡的设备坏了为由，表示
不卖学生票，但购买全票可以。至于何
时能买学生票，该售票人员只回答：
“去
火车站买学生票！”
在建设路口的火车票代售点，当天
上午同样有学生反映该处也以“设备坏
了”为由而不卖学生票。但下午 4 点左
右，记者在现场看到，学生在该代售点
可不支付任何额外的手续费按学生票
价购票，亦可免费取票。

六个代售点中，
两个买不到学生票

本报长沙讯 11 日下午，记者走访
了长沙六个火车票代售点。雨花区代
售点、劳动西路代售点、铁道学院代售
点以及香樟路代售点均可购买学生票，
无需支付手续费。湖南大学的代售点

因系统故障，无法购买学生票，预订的
学生票也不能领取。记者通过电话方
式咨询马王堆代售点时，对方表示不提
供学生票。
实习生杨紫琼 谢芳芳 李湘湘 记者刘颖

1月11日，
湘潭火车站售票大厅窗口前排起长龙。大部分为手持学生证的学生。图/记者肖洋桂

本报长沙讯 1 月 11 日 18 时，长沙市
10 个空气监测站的空气质量均为“重度污
染”。其中火车站以 AQI（空气质量指数）
272 的数值，位居长沙所有站点之首。11 日
长沙空气中的首要污染物仍为 PM2.5。
但是与 10 日 18 时火车站出现的空气质
量指数 304 的数值相比，11 日的数据表明长
沙市的空气质量有轻微好转。
根据长沙市环保局官网 11 日 18 时的监
测数据，空气质量指数数值由高到低分别是
火车站、伍家岭、雨花区、经开区、高开区、马
坡岭、湖南师大、天心区、湖南中医大、沙
坪。其中，即使是靠近丁字镇的沙坪监测站
的空气质量指数也高达 216。
或许是一场微弱的北风吹走了 10 日
“严
重污染”的阴影，根据 PM2.5 的运行规律，在
有风的时段，
空气流动性增强，
PM2.5 的数值
将会出现下降趋势。湖南气象网发布的长沙
市天气情况显示，
“长沙市 11 日下午到 12 日
白天，
阴天间多云；
北风2级”
。
此外，湖南气象网还发布信息称，
“14

日晚至 15 日，随着地面弱冷空气渗透南下，
湖南又将迎来一次降水过程”。如果降雨来
临，空气中的扬尘将随着雨水降落，空气的
能见度将明显增强，PM2.5 的数值也会随之
降低。
记者谭旭燕
1 月 11 日 18 时
站点
AQI 指数
火车站 272
伍家岭 269
雨花区 258
经开区 258
高开区 258
马坡岭 249
湖南师大 248
天心区 236
湖南中医大 228
沙坪
216

PM2.5 值 空气质量类别
211
重度污染
171
重度污染
134
重度污染
179
重度污染
152
重度污染
154
重度污染
158
重度污染
206
重度污染
146
重度污染
134
重度污染

注：
“AQI 指数”即空气质量指数，
“PM2.5
值”
为 PM2.5 一小时平均值（微克/立方米）

[各方说法]
学生：
不是五块钱的事
中午 1 点半，湘潭火车站售票大厅，4 个
窗口前排队的市民有三四十人，但随后队伍
越来越长，排到大厅外面。湘潭大学大二学
生小彭说，她准备回娄底老家，可去该校门
口和汽车站对面两个代售点都买不到学生
票。她认为：
“5 块钱不算多，该付的我们也
愿意支付，但不该收的，也不能以关门或设
备坏了，
来强迫学生支付。”
湖南理工职业技术学院大三学生小杨当
天是去改签的。当日上午，
她想在建设路口代
售点买学生票，
遭拒。为赶火车，
她只好买了
全票，
并额外付了 5 元手续费，
却不小心买错
了车次。
“五块钱的事，
把我害苦了！
”

火车站：
严禁代售点收取学生票手续费
当天下午，湘潭火车站售票窗口由平时
的 4 个增到 6 个，
车站紧急召集部分正在休假
中的工作人员加班，
以满足学生购票需求。
“按铁道部相关规定，在学生应享有的
优惠范围内，销售学生票是不准收取任何手
续费的，无论学生是取票还是买票。”湘潭火
车站副站长周应坤 11 日接受采访时表示，
接到湖南科技大学学生投诉后，火车站立即
进行调查，发现湖南科技大学门口火车票代
售点存在销售学生票收取手续费情况，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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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发现该代售点销售设备等有故障需立即
修理。9 日下午，火车站就要求该代售点停
业整顿，直到经营户提高服务意识、设备修
复等符合标准为止。
而湘潭大学火车票代售点则是主动申
请，以设备故障需要修复为由，暂停营业，火
车站管理方只好允许。
对于部分代售点不销售学生票的行
为。周应坤表示，一旦查实是因主观因素不
给学生买票和取票的，会依照相关规定对该
代售点停业整顿或取消该代售点资格，如果
是其他原因，
则根据实际情况整治。

代售点：
校门口代售点，
损失谁来弥补
11日下午4点左右，
记者在湘潭市建设路
口的火车票代售点看到，该点开始销售学生
票，
也可以取学生票，
学生不需另付手续费。
但是，
该代售点老板杨女士表示，
代售点
是私营个体户，
纯粹靠 5 元的手续费盈利，
且
每张 5 元的手续费中，
有 1.5 元需要上缴或用
于支付水电费、租金等。如果要雇两个人轮
岗，
到自己腰包的则更少。对于她而言，
该代
售点虽吸引了大量学生购票取票，但几乎是
为这些学生免费服务。
“那些多是学生购票的
代售点，
他们是自负盈亏，
他们的权益又有谁
来维护？”杨女士表示，一些大学门口的代售
点，
因为经营不下去而被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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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倒学生的骨头汤中检测出巴豆毒素
本报长沙讯 2012 年 12 月，长沙某高
校多名学生在该学院第三食堂桂林米粉店
吃完早餐后，出现腹泻等症状。警方初步查
明，系犯罪嫌疑人王某某趁人不备在桂林米
粉店汤料锅中投放巴豆所致。那怎样证明
王某某是投放了巴豆呢？1 月 11 日，记者从
湖南省疾控中心获悉，该中心理化检验科从
桂林米粉店的骨头汤中检测出巴豆毒素，为
警方破案提供了证据。
“我们在骨头汤中检测出了‘甲基巴豆
酸’，就有点怀疑中毒是巴豆所致，但食品添
加剂中也可能含有该种物质。”湖南省疾控
中心理化检验科科长冯家力介绍，桂林米粉
店老板称骨头汤中没有添加任何食品添加

剂，只是猪骨头、鸡骨头等骨头熬制的汤，因
此可以推测“甲基巴豆酸”应该来自巴豆。
“巴豆酸和甲基巴豆酸，是巴豆的指示性标
志，巴豆毒素的指标是巴豆苷，需要找出巴
豆苷，才能说明这骨头汤是有毒的汤。
”
2013 年 1 月 5 日，理化检验科专家终于
从骨头汤中检出了毒素巴豆苷。1 月 6 日，
湖南省公安厅也在湖南省疾控中心的检测
结果基础上检出了巴豆苷。1 月 8 日，公安
机关成功破案，抓获了犯罪嫌疑人。冯家力
介绍，这次中毒事件是湖南省首例公开披露
的巴豆中毒事件，也是全国首次从复杂的食
物中检出了巴豆指示性指标和巴豆毒素。
记者刘少龙 通讯员丁力

出了车祸担心赔不起，
肇事者自缢
本报岳阳讯 近日，华容县东山镇辖区
接连发生两起交通事故，造成 2 名受害人死
亡，
一名肇事人员自缢。
1 月 3 日晚 7 点 20 分许，华容县东山镇
清泥村附近发生一起两辆摩托车相撞交通
事故，当事一方徐某因逃避法律责任和无
力赔偿于 1 月 6 日凌晨 5 点自缢身亡，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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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黎某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就在同
一天，刘某饮酒驾驶三轮摩托车途经红岗
村时将易某当场撞死。事情发生后，东山
镇政府立即启动应急机制，搭建专门班子
迅速展开工作。经过长达七天的连续奋
战，成功将两起交通事故圆满处置。
通讯员严钦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