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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

静音车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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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进入ZAKER潇湘
看哪种高铁噪声你最不能忍

火灾隐患曝光台

熊孩子的哭闹声、
大叔旁若无人的
吹牛声、
阿姨们激昂的歌声……列车上这
些嘈杂的声音，
你熟悉吗？有没有因为这
些噪声影响出行时本该愉悦的心情呢？
如果要你提意见，
你最不能忍受的
是哪种高铁噪声？中国铁路发起的
“静音
车厢”
投票邀请，
网友们有话说。

占用生命通道私家车主收罚单
本报怀化讯 消防车通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
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为
切实加强消防车通道管理，有效解决占用、堵塞、封
闭消防车通道问题，近日，怀化市麻阳县消防救援大
队深入辖区开展打通“生命通道”专项整治行动。
在检查过程中，大队检查人员发现有私家车停
放在田坪路的消防车通道上，检查人员立即根据车
上的电话将车主传唤到现场，在对车主进行相关法
律法规和消防安全知识警告教育后，督促其立即将
车驶离消防车通道，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
法》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对该私家车进行拍照取证、
开罚单。车主表示，已充分认识到堵塞消防车通道
的危害性，不会再出现占用消防车通道的行为。
据悉，麻阳消防将联合多部门集中开展打通“生
命通道”攻坚行动，严厉查处占用、堵塞、封闭消防车
通道的违法行为，并通过媒体进行曝光，同时广泛宣
传教育辖区居民群众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共同维护
消防车通道畅通，形成全民齐抓共管的良好氛围。
通讯员滕倩婷 何琴

靖州严查电取暖器发现隐患14处

高铁里哪种噪声你最不能忍

“静音车厢”
投票引热议，
熊孩子哭闹、
手机外放被吐槽最多
本报记者黎棠 长沙报道
每一个坐过高铁的朋友都有过这样的经
历，想在高铁上拥有一段惬意的旅程，但耳边
总是有“熊孩子”的喧哗吵闹，或者总被“外放
族”
的聒噪声吵得头晕脑涨。
这两天，中国铁路发起的关于高铁“静音
车厢”的投票邀请引起了网友热议。达到什
么标准才算“静音车厢”？你认为哪些行为应
该纳入“静音”约定？对此，潇湘晨报记者采
访了一些旅客，
谈谈他们的切身感受。

经历：
列车上熊孩子吵个不停
高铁几个小时的车程，好好睡上一觉、处
理一些公务，成为不少旅客的不二选择，然而
这些计划却总被列车上的一些小意外打乱。
前段时间，市民胡女士趁着年假，去了一
趟昆明，从长沙到昆明大约 6 个半小时的车
程，胡女士做好了车上的安排：把手头上的活
干完，再休息半个小时，抽空追追攒了好久的
综艺，
“刚好打发路上的时间”
。
她的座位是联排三人座最外侧的那个，
靠近过道，旁边坐了一对老年夫妇，带了一个
三四岁的男孩。
列车开动后，胡女士打开电脑、戴上耳机
处理工作。其间，小男孩一会上厕所，一会吃
东西，
还在座位与过道里来回窜。因为小男孩
的进进出出，胡女士不停地收起、放下小桌
板。最后，
不得不放弃处理工作。既然不工作
了，那就休息会吧。她调整好座椅位置，闭上
眼睛身子向后躺着，没睡几分钟，胡女士又被
小男孩的哭叫声吵醒。
爷爷奶奶想尽各种办法，也没能治住哭
泣的小男孩。胡女士看出了两位老人的尴
尬，
“ 老人不停地拿吃的和玩具哄小男孩，跟
他沟通，希望他能安静一会，不要影响到周围
的人，可是孩子就是安静不下来，最后爷爷带
着孩子挨个车厢散步，才让车厢里稍微安静

一点点”。
市民贺先生遇到过在列车上看剧的中年
妇女，还有拿手机开外放打游戏的年轻人。
“我戴着耳机都挡不住这些噪声，吵得没办法
睡觉。”贺先生说，
“ 在公众场合，他们连这一
点自觉都没有，我不想跟他们讲道理，吵起架
来更不愉快。
”

投票：
拒绝
“外放族”
呼声最高
对于上述这些问题，
铁路部门目前谋划出
台“静音车厢”。为建设文明、温馨、安静的列
车旅行环境，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成渝高
铁部分复兴号动车组试点设置“静音车厢”。
铁路部门拟制定
“静音”
约定，
选乘静音车厢的
旅客相应遵守
“静音”
约定。
这份“君子约定”具体有什么内容呢？据
悉，将来“静音车厢“上线后，旅客可在购票时
自行选择“静音车厢”，选择前提就是愿意遵
守相应的行为规范。列车上也会尽可能为
“静音车厢”旅客，营造“静”的氛围。比如，用
更加低的音量去播放车厢的广播，如果“静音
车厢”的旅客行为规范不太到位，乘务员及时
规劝。
中国铁路的官方微信号上还发布了哪些
行为应纳入高铁“静音车厢”约定的投票，即
日起至 11 月 30 日，在“中国铁路”公众号上就
可以进行投票。投票的选项中列出了大家
可能认为最应该被纳入“静音”约定的几项，
分别为“手机调至静音或振动状态”
“ 接打电
话或相互交谈时，应离开‘静音车厢’”
“ 使用
电子设备时，应佩戴耳机或关闭音源外放功
能”
“ 携儿童出行的旅客，请照看好孩子，避
免喧哗”。
11 月 26 日下午，记者打开某社交平台“你
觉得哪些行为应纳入高铁静音车厢的约定”
投票，进行投票后发现，
“使用电子设备时，应
佩戴耳机或关闭音源外放功能”这个选择以
136 票位于首位。

热议

设个儿童乐园车厢？
@Kevin_Wang_0405：请推广至全国。
@谨言慎行·安青：集体出行的阿姨们，
请控制下情绪，不是所有人都想听你们聊天
或者欣赏你们的歌声。
@梦里财水中月：谁执法？靠列车员？
靠眼神？
@你个阿 Q 滴滴：只要和带小孩的隔开
就差不多静音了，
（可以）设个儿童乐园车厢。
@默默 moy：
手机静音、
不接打电话，
恐怕不
是每个人都那么自觉，
坐飞机还有不关机的呢。

@哆啦 abcnjsjj：非静音车厢是不是可以
蹦迪了？
@ObserverTs：带小孩的就别进静音车
厢了，大声管教吧，违背了静音车厢的规则，
孩子知道安静最好，不听管教，撒泼打滚，耍
无赖哭闹，你要怎么办？所以直接一刀切。
@每天都是初恋啊：建议直接设置亲子
车 厢 ，提 供 泡 奶 粉 、换 尿 布 等 服 务 ，插 播 儿
歌，等等。大人能交流育儿经，小孩能遇上
同龄人。

延伸

全球
“静音车厢”
有哪些
本报综合 在国外，
“ 静音车厢”服务很
常见。比如荷兰铁路为乘客在车厢中划出
了“Quite Zone（静音区）”。在双层的城际
列车中，静音区域通常位于二层，而单层的
城 际 列 车 中 ，静 音 区 分 散 在 列 车 的 多 个 区
域。车厢里，所有的座位是成排的，而不是
面对面的。
不仅如此，在新型号的列车里，列车在
“Quite Zone（静 音 区）”的 基 础 上 ，设 置 了
“Work Zone（工 作 区）”
“Rest Zone（休 息
区）”
“Meet&Greet Zone（会议接待区）”，不同
的房间会用不同的符号标注，
价格没有区别。
在日本，虽然铁路公司并没有明令禁止
在车上打电话，但在日本的电车里，经常可以
看到车厢内贴着“请不要打电话”
“ 将电话设
置为静音模式”等相关提示。2013 年，日本总
务省还修订了《防止各种无线电使用设备的

无线电波对植入式医疗设备影响的准则》。
考虑到智能手机的普及和手机使用方式的变
化，日本 37 家铁路运营商共同要求乘客“在车
内拥挤，手机靠近优先座位附近时，需关闭手
机”，同时呼吁“无论拥挤程度如何，不要在车
内打电话，因为这会给其他客户带来不便”。
在日本拥挤的电车里，手机靠近优先座位附
近时，
需关闭手机。
在德国，城际列车专为有孩子的家庭设
置了“儿童车厢”或“家庭隔间”。年龄 14 岁以
下的儿童在有父母或祖父母陪同下可免费乘
坐，但必须在预订时注明，最多可在线预订 5
人票。另有二等舱和一等舱可供选择。捷克
铁路的 RegioJet 列车里的儿童车厢，还有各种
玩具。在“儿童车厢”内部，有可放置婴儿车
的空间，供孩子爬行和玩耍的设施，还有保暖
瓶插槽以及可折叠的桌椅。

本报怀化讯 目前，寒意渐浓，各类电取暖器热
销，为有效预防冬季火灾及小火亡人事故的发生，确
保辖区消防安全稳定，近日，怀化市靖州苗族侗族自
治县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商科工信
局对电取暖器具生产场所消防安全隐患进行排查。
检查期间，
检查组主要针对各类制造电取暖器的
企业、
作坊，
各类销售电取暖器的商场超市、
集中销售
门店等场所进行了综合排查。检查组人员重点对厂
家所生产、
出售的电取暖器设备产品质量是否符合国
家标准，
是否存在无
“3C”
强制认证、
冒用认证证书，
商
家是否以假充真、
以次充好、
以旧充新、
以不合格电取
暖器冒充合格电取暖器的违法行为、
无证无照经营行
为深入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检查组人员当场
要求经营者限期整改，
并督促经营者要建立完整的进
销货台账，
确保电取暖器设备来源安全可靠，
为自身、
为客户的生命财产安全提供安全保障。
此次检查电取暖器具生产场所 3 家，
发现各类消
防安全隐患 14 处，执法人员当即要求检查单位限期
整改到位，
并要求单位负责人要继续开展消防安全隐
患自查，
做到不漏一个死角、
不留一丝隐患，
切实消除
火灾隐患，
遏制火灾事故的发生。
通讯员何琴

郴州首个消防文化主题公园开园
本报郴州讯 为提升全民消防安全素质，
营造良
好的消防宣传氛围，
11 月 26 日，
郴州市
“关注消防、
生
命至上”
消防主题文化公园开园暨消防志愿服务活动
启动仪式在宜章梧塘湖公园举行。
梧塘湖消防主题公园坐落于京港澳宜章出口附
近，毗邻县消防救援大队，公园环境优美、富有特色
且人流量大、人员集中，总规划面积约为 9.6 万平方
米，设置了消防主题形象、消防历史文化、消防宣传
栏、消防互动体验、消防休闲健身等极具消防特色的
设施，主题鲜明、彰显立意，消防元素随处可见，内容
图文并茂，通俗易懂，采用互动、体验、参与等喜闻乐
见的形式，可以使广大市民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深层
次的消防文化熏陶，休闲娱乐中增强自身的消防安
全意识。
活动现场，市民在消防宣传人员的引导下依次
参观了主题公园。在消防知识宣传区，宣传人员向
市民讲解了消防安全知识，在消防卡通立牌前，孩子
们欢呼雀跃，争相拍照打卡。此外，随处可见的防火
宣传提示、逃生灭火自救知识，为园区增添了浓厚的
消防文化元素。郴州市各区都将因地制宜，陆续建
成消防主题公园，让“小阵地”发挥大作用。
通讯员赵军

124名学员共唱教师培训师之歌

55种药品价格
平均降幅超53%
本报长沙讯 11 月 26 日，湖南省医
疗保障局印发了《关于做好第三批国家
组织药品集中采购中选结果执行工作的
通知》
（湘医保函〔2020〕117 号，以下简称
《通知》），标志着国家组织第三批药品集
中采购中选结果（湖南）正式在湖南省落
地实施。
本次集采共涉及 55 种药品，66 个品
规，中选药品价格平均降幅 53%，其中，阿
尔茨海默症药物盐酸美金刚片从最高申报
价 12.8622 元/片降至 0.165 元/片，降幅达
98.72%。
药品种类涵盖精神类药物、抗感染、两
病用药、抗肿瘤等多个病种，值得一提的
是，本次集采还囊括了阿哌沙班等新型药
物，在进一步减轻人民群众的用药负担的
同时，
兼顾了临床诊疗需求。
前期我省已执行的两批国家组织药
品集中采购，集采药品种类共达 112 种。
较前两批国家集采而言，此次集采涉及药
品种类更多，参与面更广。届时，中选药
品同通用名下的其他药品价格将会进一
步降低。
此外，医保部门向医疗机构拨付的医
保基金预付比例从 30%提高到了 50%，合
同各方主体的垫支压力得以进一步减轻。
记者张树波 通讯员李展

本报长沙讯 11 月 26 日，湖南省教师发展中心
二楼报告厅响起了雄壮、激扬的歌声，湖南省第四批
教师培训师研修班的学员们正在演唱《教师培训师
之歌》。
湖南省第四批教师培训师遴选于 2020 年 7 月启
动，通过自愿报名、层层筛选、专家遴选，最后确定全
省 124 名老师为培养对象。本次是第四批教师培训
师第一次集中研修，
基于教师培训师胜任力结构要素
和培养对象发展需要，
通过团队建设、
案例研习、
实战
演练、
专题报告、
培训反刍等形式，
重点突破培训课设
计方法与路径以及培训师基本胜任力。
记者李楠

“孕妇”
即将分娩，
地铁站变产房
普瑞医院联合长沙地铁启动分娩急救演练
本报长沙讯 “呼叫总台，安检口有孕妇
倒地，即将临盆，请立即救援。”11 月 26 日上
午，长沙地铁 1 号线铁道学院站车控室，对讲
机内突然传来求援声。这是长沙轨道交通运
营公司联合国有高端三级医院长沙普瑞医院
开展的分娩急救培训及演练。
11 月 26 日 上 午 ，普 瑞 医 院 妇 产 科 负 责
人唐永莉、金牌助产士李慧梅等医护人员对
地铁站点工作人员进行了应急培训。在分
娩急救演练中，地铁站工作人员接到求援后
立 即 启 动 应 急 预 案 ，将“ 孕 妇 ”移 往 安 全 地
点，同时拨打就近医疗机构电话。另有工作
人员熟练地拿出车控室内早已放置好的孕
婴分娩急救箱，并将地垫、一次性待产包、外
科手套等分娩应急设备一一取出，地铁站秒
变“ 产 房 ”。 地 铁 工 作 人 员 秒 变“ 产 科 医
生”，帮助“孕妇”应急分娩，很快“宝宝”顺
利出生。
长沙普瑞医院倾力打造的“普瑞医院号
——长沙首列孕婴关爱地铁专列”已于 11 月 7
日正式发车，专列内含孕婴动漫科普等多种
关爱细节，以及孕婴专座、孕妈识别包袋、孕
婴分娩急救箱等设施，便于孕产人群了解临
产前应急处理和注意事项。
目前，长沙五一广场站、铁道学院站等 6
个主要站点均放置有普瑞医院提供的孕婴分
娩急救箱。
记者梅玫 通讯员吴雯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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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6 日，
长沙地铁 1 号线铁道学院站，工作人员和医务人员正在进行分娩急救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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