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沙市民邱丽蓉就想
买个取暖器过冬， 可商场
里琳琅满目的各类品牌让
她犯了难。

如何才能买到一个称
心如意的取暖器？ 放置了
一年的取暖器重新拿出来
用要注意什么？近日，记者
对长沙取暖器市场做了一
个调查。

【暖手袋】
只看式样，不重质量

走进下河街小商品市
场， 门口就有两家摊位在
卖暖手袋， 花花绿绿的图
案吸引了不少年轻女生，
价格从15元到40元不等。

做了6年暖手袋生意
的胡老板说， 他进货都是
挑图案好看的进。 问他从
哪进的货， 他支支吾吾说
不出个所以然，只是说“质
量都差不多， 不管哪里进
的，图案好看就行”。

从某购物网站的销量
来看， 印有可爱图案或卡
通的暖手袋也特别抢手。
一款标价为29.9元的卡
通毛绒暖手宝本月已有

38231个成交记录。 大部
分评价都是“好萌”、“图案
很可爱”。正如店铺客服所
说，现在的暖手袋，已不仅
仅局限于简单的取暖范
畴， 更成为家居装饰和个
性化生活的一部分。

【取暖器】
最好能“倾倒自动断电”

在各大电器卖场，不
管是小太阳、 暖风机还是
对衡式取暖器， 无一例外
地都宣传有“倾倒自动断
电”功能。

记者打开一台小太
阳，1分钟就不到就感觉到
热气，将其倾斜20度，小太
阳就自动断电了。 营业员
说，国家标准要求，要在底
座安装倾倒开关， 还要有
过热安全保护装置。

但在河西大学城附
近， 有很多小商店也在卖
小太阳取暖器，40元-60
元不等。 塑料外壳的小太
阳拿起来很轻， 运行中放
倒，也不会自动断电。

对此， 长沙市质监局
法制处处长张文革称，国

家标准对取暖器“倒伏断
电”有强制要求，建议消费
者在正规商场选购符合国
家规定的商品。

【行动】
全面抽检暖手袋市场

“最近5年，长沙没有发
生过因取暖器造成的大型
安全事故。” 张文革说，近
期，市质监局将进行一次全
面的取暖器生产企业抽检。

省工商局今年1月公
布了2012年第四季度抽检
的23组电取暖器产品检验
结果，其中不合格18组，不
合格率为78%。存在的主要
问题是标志和说明、输入功
率、内部布线、结构、电源连
接及外部软线、 接地装置、
耐热不达标。

省工商局消保处相关
负责人称，以往抽检主要是
针对电取暖器，对暖手袋市
场监管力度不大，今年将对
暖手袋市场进行一次全面
抽检。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彭可心

通讯员 田依灵

低温冷雨，不少家庭开始用空调、电热
毯等取暖，也开始架起火锅烹饪美食。但你
注意过随之而来的火灾隐患吗？

12月16日，长沙消防发布统计数据，近
3个月全市共发生火灾656起， 平均每天7
起。其中电气火灾192起、生活用火不慎86
起、吸烟91起，超火灾总数的一半。

进入火灾高发季节，该如何消除火患？
长沙消防相关负责人进行了解答。

【空调】不宜3分钟内重启

电暖器： 家用电暖器功率最好在2000
瓦以下，功率过大易发生断电和其它意外。

空调：冬季使用空调，温度设置不宜过
高，以防空调超负荷、超龄工作，极易引发
火灾。老式空调器停机后不可在3分钟内重
新开机，否则容易烧坏压缩机。新式空调安
有防止3分钟内重新开机的电路， 即使在3
分钟内重新开机，压缩机也不工作。空调器
在运转时， 切勿对着它喷杀虫剂或挥发性
液体，以免漏电酿成火灾。空调电源电压超
过工作额定电压240伏以上时，最好停用。

电源：开关空调直接拔电源，会损坏空
调控制系统，插拔时会在插头和插座之间拉
电弧，造成事故。且长期在待机中，不仅消耗
了一定的电量，在雷雨天还易遭雷击。

【电热毯】切忌折叠使用

使用电热毯时，通电时间不宜过长，一般
在睡前1小时左右通电加热， 入睡时关掉电
源，尽量不要通宵使用，尤其是小孩。

电热毯不要与人体直接接触，最好在上面
铺一层毛毯或床单，千万不要折叠使用，否则
易烧坏电热毯的绝缘面，造成漏电，发生意外
伤害。

使用电淋浴器洗澡时，先断开电源，并准
备对付突然带电的措施。

【火锅】食物溢出易酿祸

炭火锅：使用时最好在火锅底下垫一只盘
子，以防高温烤坏桌面引起火灾。

燃气锅：最重要的是防泄漏。点火后，要随
时注意燃烧情况并及时调节火焰，防止汤水沸
溢，灭火跑气，造成燃气中毒或火灾爆炸事故，
不用时切断气源。

电火锅：电源线要先接火锅，后插电源，使
用时，切勿使食物溢出；若溢出，要先切断电
源，擦干净后再通电。火锅用完后要切断电源。

酒精火锅：火锅下应放一个盘子，防止酒
精泼向桌面。 绝对不能向燃着的火锅加酒精，
要等明火熄灭，锅体温度下降了再加。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曾韧 实习生 张洋银

15日，四季如春的昆明也迎来了今年入冬以
来的第一场雪。

昆明素有“春城”之称，下雪是很少见的天气
现象。一天之间，主城区的气温从14℃降到1℃。公
路、铁路不同程度地遭遇雨雪和强降温天气，给通
行带来严峻考验。机场跑道因结冰被临时关闭。

2012年10月，麓谷街道免费为辖区内被征地农民开办厨师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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麓谷街道地处长沙
高新区核心城区， 面积
约20.8平方公里， 人口
12.8万， 现有延农、长
丰、长庆、东塘4个农村
型社区和麓景、 麓源、
麓泉和馨园4个城市型
社区， 驻街企事业单位
5000余家。

年国民经济生产总
值56亿元， 年工业总产
值52亿元， 居民收入年
均增长2000元。 无论是
经济总量还是规划定
位、园区实力，麓谷街道
在全市、 全省都排在前
列。目前，麓谷街道已启
动第二个三年计划，提
出“一年革故鼎新；二年
领跑高新； 三年精益求
精”的新举措，瞄准“三
湘第一街”的目标。

全职太太复出遇挫，街道就业帮扶助其拾回自信
长沙高新区麓谷街道3年帮助上千被征地农民家门口就业

“只有努力工作，才能回报那
些帮助我的人。”12月16日，长沙
高新区麓谷街道居民段艳在工作
总结中写下这样一句话， 其中饱
含了她求职的艰辛。

为照顾患癌的丈夫和念书的
孩子，8年前，段艳辞去工作当起
了全职太太。随着丈夫去世、孩子
考上大学，段艳去年复出求职，但
与工作脱节7年的她求职半年遭
拒不下20次， 几乎要患上抑郁
症。

最终， 在麓谷街道的帮助
下，段艳顺利在家门口就业。3年
来，当地上千名跟段艳情况类
似的被征地农民都通过麓谷
街道就业创业计划找到了合
适的工作。

全职太太半年难觅工作

2005年，段艳的丈夫被查出
患了肺癌， 段艳毅然辞掉工作回
家照顾丈夫， 直到第二年9月丈
夫去世。

“丈夫去世后， 孩子才念初
中，我考虑再三，决定全心全意照
顾孩子上学。”段艳说，当时家里
因病致贫， 每月几乎是靠低保度
日。全职妈妈的生活，段艳一过就
是7年，直到孩子考上大学。

2012年，段艳开始求职。“主
管、工人、营业员等我都有应聘，
半年时间找了20多家公司，没有
一家公司愿意聘我。 我心情十分
沮丧，觉得自己毫无用处。”段艳
回忆，她当时43岁，初中学历，没

有技能，7年没工作，几乎与社会
脱节， 找工作频频遇挫几乎让她
患上抑郁症。

通过社区工作人员的积极引
导，段艳在2012年参加了被征地
农民免费的职业技能培训。

“我系统学习了计算机并取
得等级证，更重要的是求职心态、
技巧等方面的学习， 培训之后我
找回了自信， 心情也愉快了。”
2012年9月， 在麓谷街道长丰社
区组织的“送岗下乡”现场招聘会
上，段艳成功应聘到超市工作。

“保姆式服务”助就业

段艳的求职经历， 只是麓谷
街道被征地农民就业困境的一个
缩影， 作为一条几乎由拆迁而来
的新街道， 麓谷街道辖区内有近
万名农民要进城就业。

“促进被征地农民就业，关键
要搭好平台。”麓谷街道办事处党
工委书记陶湘闽说， 街道从构建
就业体系入手，整合资源，开辟了
“一网一校一超市一热线一承诺”
五大就业平台， 将就业服务全方
位延伸到社区。

为确保就业服务到位， 麓谷
街道还推出了“保姆式服务”，全
程跟踪就业服务质量， 跟踪期在
半年以上。由街道干部、企业HR、
党员骨干在内组成的就业联络员
队伍， 每月都会上门实行观念引

导、岗位推荐、面试指导、心理咨询
等全方位精细服务， 并为自主创业
的农民提供资金和政策扶持。

“3年来， 街道已帮助数千名被
征地农民在街道辖区内找到了稳定
的工作，辖区内家庭就业率达98%以
上。”陶湘闽称。

打造文化磁场培育新市民

长沙市麓谷居民整体幸福指数
超过90分， 这是最近一次民意调查
得出的结果， 也创造了当地幸福指
数调查分数的新高。 调查结果还显
示，街道最受居民认可的工作，除了
就业创业服务外，还有文化建设。

对此，陶湘闽说，群众文化是凝
聚人心的有效方式， 街道做了大量
工作推广积极健康的娱乐文化生
活，打造文化磁场，培养新型市民。

今年下半年， 高新区筹办了首
届乒乓球人机对打万人挑战赛，掀
起了一股全民参与体育健身的热
潮，首届麓谷广场电影节、球类联谊
赛也大受居民追捧。

“每个社区都成立了文化中心，开
设了综合文化活动室，街道会定期开展
登山、篮球、足球等比赛和群众运动会，
强健居民体魄，增强集体荣誉感。”陶湘
闽说，居民还自发成立了摄影、广场舞
等众多协会，涌现了一大批草根文化达
人，每一个麓谷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文化
娱乐圈子，享受精彩的文化生活。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潘显璇

… 延伸

麓谷街道
瞄准“三湘第一街”

生活调查

长沙圣诞或初雪 安全取暖全攻略
我省昨迎罕见冬暴雨，21日前持续阴冷潮湿 长沙进入火灾高发期：日均7起小火灾，粗心惹祸近半

本报12月16日讯 入
冬以来， 湖南的天气一直
比较暖和， 虽然经历了多
轮强冷空气的侵袭， 至今
也没有出现明显降雪。

湖南为何会遭遇罕见
冬季暴雨？ 这样的天气是
否正常？今天，记者采访了
省气象台专家。

【雨情】
初雪爽约，降雨量破纪录

当人们齐盼今冬初雪
时，“说好的” 雨夹雪并未
现身。

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
邓晓春解释，今天省内大部
分地区的气温下降了5℃左
右，可最冷的北部地区温度
还在5℃以上，气温达不到，
所以落下来的都是雨。

初雪虽未如约而至，
但强冷空气带来的降雨量
却刷新了同期历史纪录。
今天白天， 包括郴州、永
州、怀化在内的10个县市

出现暴雨， 其中永州蓝山县
日降雨量达73.1毫米。邓晓
春说，通常我省强降雨在11
月就已收尾，12月出现如此
大范围的强降雨极为少见。

【分析】
为何遭遇罕见冬季暴雨？

为什么本轮强冷空气过
程初雪爽约， 却出现罕见暴
雨？省气象台称，主要是高空
槽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从14日
开始进入我省的一股北方冷
空气，导致来自南海和孟加拉
湾的两股水汽汇集华南上空，
为降水提供充足的水汽。同
时，入冬后南下的冷空气虽然
频繁，但强度都偏弱，这样省
内降温强度不大，气温较历史
同期偏高近2℃， 这是造成初
雪迟迟不来的主要原因。

从目前的气象资料分析，
未来一周我省依然多弱冷空
气活动，降雪所需的温度条件
不够，出现大范围明显雨雪天
气的可能性不大。

今冬偏暖，圣诞或飘雪

入冬以来， 我省气温较

往年偏高， 这是否意味着今
冬是个暖冬？ 省气象台台长
黎祖贤说，暖冬有严格标准，
目前来说还为时过早， 只能
说今冬正常偏暖。

那今年还会下雪吗？省
气象台称， 预计12月下旬
中期前后（圣诞节前后）可
能有一次雨雪过程 ， 如果
暖湿气流不够活跃 ， 降水
可能很弱。

气象部门提醒， 近期气
温上下波动较大， 雾霾天气
会增多， 市民应及时添减衣
物，外出时最好戴上口罩，以
防呼吸道疾病侵袭。

【预测】
本周持续阴冷潮湿

省气象台预测， 未来一
周南下我省的弱冷空气活动
频繁， 省内多地以阴雨天气
为主，气温较低。

预计17日，全省天气自
西向东转好；18-20日，全省
云系多变，湘西、湘北部分地
区早晨将出现霜冻天气 ；
21-22日，省内天气较好，气
温回升。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刘璋景

入冬以来气温偏高，
弱冷空气频繁空气湿度
大， 流感病毒的活跃性和
传播性将增强。 疾控部门
提醒， 我省可能进入流感
流行高峰。

根据最近4周全省二
级以上医院流感样病例监
测显示， 因感冒发烧等流
感就诊的患者， 正逐周上
升。省疾控中心专家推断，
目前我省的流感疫情仍以
季节性甲型H3N2亚型病
毒为主导， 同时， 甲型
H1N1流感病毒的活跃程
度逐渐升高。

由于目前治疗流感还
没有特效药， 且每年的型
别也不同，专家提醒，预防
流感除了应加强身体锻
炼、提高抗病体能外，还可
以注射流感疫苗预防，目
前是流感疫苗接种的最佳
时期。

今冬潮湿偏暖
可能流感高发

选错取暖器就如家中埋雷
记者走访星城，教你挑选攻略

●选购取暖器
时，要选择正规厂家
生产的、通过国家安
全认证的正规产品；

●使用电暖气
时，最好为其配备一
个独立的供电电源，
尽量避免与其它大
功率电器共用一个
电源；

●取暖器周围
应避免易燃物的出
现，上面不能覆盖任
何物品。设有专用烘
衣架的，一定要把水
拧干。

●取暖器放置
了一年拿出来重新
使用时，要稍微清洗
一下。用软布沾清水
或肥皂水擦洗就可
以，切记不能使用酒
精等稀释溶剂。

小太阳
优点：无需预热、价格低。
缺点：光线刺目、不防水
价格区间：150-400元
不需要预热，1分钟内就能

上升到100℃左右， 比较适合
上班族，暖和实用、寿命也长，
放在办公室能用上五六年。

暖风机
优点：预热快、移动方便。
缺点：制热空间有限
价格区间：200-500元
体积较小，适合移动，吹的

热风舒适，家用或办公用都行。

暖脚炉
优点：家用便利、使用寿

命长。
缺点：较难清理
价格区间：250-700元
普通的四口之家选择长

度为80厘米的暖脚炉最好，够
用又方便放置，使用寿命能达
五六年。不用时，可用软布盖
住防止进灰。

对衡式取暖器
优点：有专用晾衣架、防水。
缺点：制热空间有限
价格区间：500-1500元
配有专用晾衣架，有小孩

的家庭可用它烘干衣物、 尿片
等。有防水功能，小孩洗澡时也
可放在一边保持温度。

油汀取暖器
优点：热量大、保持温度持久。
缺点：价格偏高
价格区间：500-2000元
最大的特点是散发热量

大，即使在突然停电的情况下，
也能在很长时间内保持一定的
温度， 同时不产生任何有害气
体，也没有电器运行噪声。更适
合有老人和孩子的家庭使用，
产品密封性和绝缘性较好，即
使触及人体也不会灼伤。 使用
寿命在5年以上。

鸟笼式取暖器
优点：价格便宜。缺点：耗电
价格区间：200元以内
很受学生欢迎， 但因比较

耗电，销量有所下降。

远红外取暖器
优点：价格便宜。
缺点：使用寿命短、红光刺目
价格区间：200元以内
使用寿命只有1-2年，开启

时发出的刺目红光对人眼有较
大刺激，性价比不高，现在购买
的市民屈指可数。

… 健康提醒

支招
提醒 星城日均7起小火灾，粗心占一半

消防提醒：空调、火锅、电热毯，一个也不能大意

记者
调查

12月16日，南岳衡山第一场雪。据来自南岳
山顶的胡先生说，雪从15日晚上11点开始下，下
得比较大，一直下到16日中午1点多，且雾气也
较大，17日很可能出现雾凇。

记者 徐德荣 通讯员 张沐兴 文丽贵摄影报道

衡山 第一场雪

开罗 112年来首次下雪

一场百年一遇的降雪近日席卷了埃及、以色
列、黎巴嫩、叙利亚等中东国家，造成了多地交通
瘫痪。 零℃以下的气温更是令200多万名叙利亚
难民的生活雪上加霜。

13日，埃及开罗的市民一早醒来，发现整座
城市已被白雪覆盖。 这是开罗112年来第一次下
雪，市民纷纷在社交媒体上表达自己的震惊。

昆明“春城”也下雪了

… 优劣比较

P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