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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靠几个手 拧螺 丝

就可固定的“共享 单 车

儿童座椅”是否安全呢？

记者注意到，相比于有

品牌的自行车儿童座椅，

热销的“共享 单车儿童

座椅”基本上没有商标，

也没有具体的生产厂家，

结构也更简单。

多家店铺 在介绍中

称，“儿童座椅”主结构

为碳钢，系“环保材料”，

牢固可靠，最大可承 载

120 公斤。

但记者在卖家评论

中 看 到 有 消 费 者 留 言

称，“ 特 别 没 有 安 全 感

的，它是有安全带和扶

手，但是底座螺丝固定

不稳，摇摆很大”、“为

了宝贝的安全购买需谨

慎”、“座位有点晃，不

是那么牢固”。

    而这些卖无证无牌

“共享单车儿童座椅”的

店铺都在页面明确声明，

“凡使用中发生意外，皆

不属于本店负责范畴”，

“购买者皆视为同意此免

责声明”。

怎么抚触才能让宝宝更舒服
文 / 曾婷婷（湖南省儿童医院新生儿

三科）
抚触是抚触者的双手以用推、按、摸等

手法对小儿体表部位进行的操作，刺激机

体表面的感受器，以调整大脑皮层被某些

疾病作用所产生的失衡状态，恢复其正常

的兴奋与抑制过程，从而使经络疏通，气

血流畅，达到预防和治愈疾病的目的。在

家里进行抚触能促进母子之间的感情交

流，让宝宝经常感受到母爱。

那抚触时家长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1房 间 要 安 静 清 洁， 温 暖 适 宜（ 室 温

26~28 度，冬 季 30 度 左右），空气流

通。整个过程中放一些柔和的音乐为背景，

也可以给予语音刺激（妈妈可以与宝宝进

行语言的交流如：啊、哦…）。以每日 2 次，

每次 15 分钟为宜。

2给宝宝抚触前妈妈们必须修剪指甲、

洗手、暖和双手，取下戒指、手镯，并

使用润肤油湿润。

3抚触时间宜选择在宝宝吃完奶 1 小时

以后或者沐浴后，抚触后半小时内不

能进食。当宝宝感觉疲劳、饥饿或烦躁时

不宜进行。按摩结束后应尽量让宝宝充分

休息。

4每次抚触时只要露出抚触的部位，其

它部位应遮盖保暖。一般是按照从上

而下、自前而后的顺序进行操作，也可以

根据小孩的具体情况而定。

■亲子宝典

如何预防新生儿毒性红斑？
文 / 肖礼花（湖南省儿童医院新生儿

三科）  
刚出生的小宝宝，身上常会无故冒出

大小不一的红斑或小丘疹，但是几天之后

又自动消失了。这种红斑在医学上称新生

儿毒性红斑，为新生儿常见皮肤病，在约

30%-70% 的新生儿可发生。

新生儿毒性红斑没有痒感，无需治疗

自行消退，因此爸爸妈妈不要过于担心。

如何预防新生儿中毒性红斑？可以从以下

几方面着手：

1室内环境
室内禁止摆放鲜花以减少过敏原，每

天通风两次 , 每次 30 分钟。室温冬季维持

在 20-22℃，夏季维持在 26-28℃，湿度

维持在 55%-65%，维持室内温湿度恒定，

增加新生儿舒适感。

2维持体温稳定
新生儿体温调节功能尚未发育完善，

调节功能差，体温易受环境温度影响而变

化，做好防寒保暖及时增减衣物，监测体

温，体温保持在 36-37.3℃之间；睡觉时避

免捂盖过多。

3加强皮肤护理
及时给新生儿修剪指甲避免抓破皮肤

增加感染；沐浴水温不宜过高，温度控制

在 38-40℃，避免使用浴液增加皮肤刺激；

勤换尿裤，每次大便后用温水清洗臀部并

做好护理，保持皮肤干燥。睡觉时经常更

换题体位，避免背部、臀部时间压迫过久。

严重的可予炉甘石洗剂涂，每天多次，起

到收敛效果。

4选择合适衣服
新生儿衣物选择质地柔软的纯棉制品，

避免化纤对皮肤的刺激，衣物包裹的多少

与成人所穿衣物进行比对，新生儿稍厚成

人即可。

共享单车私装儿童座椅，
爸妈悠着点

私自在 共 享 单 车上

安装不合格的儿童座椅

既违法又不安全，但“安

全 座 椅” 的网 络 畅 销，

却揭示出儿童座椅的现

实 需 要。 据 记 者 了解，

目前几大共享单车平台

均还没有考虑向市场投

放亲子单车。

日前就有专家呼吁，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章清清

城市街头，共享单车为人们提供了便利。不过共
享单车不能带人，这让想带着孩子一块骑行的父母们
多少有点遗憾。这点小小心思很快被商家抓住了。日
前，一款可以安装在车座的“共享单车儿童座椅”在
网络热销。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在长沙的街头巷尾看到，
已经有家长带着孩子坐着这种“儿童座椅”骑行。不过，
这种座椅真的安全吗？如果发生了事故怎么办？记者
进行了调查。

共享单车儿童座椅有多火？月售 3000 多件
近日，记者在某购物

网站输入“共 享 单 车儿

童座椅”，页面显示有数

百家店铺有出售，其中

销量最高的一家，一月

卖出 3000 多件。

 淘宝卖家的说明基

本上都是“绝大部 分共

享单车都可以使用”，“市

面上共享单车 ofo、小鸣、

摩拜、均可安装”……

记 者注 意到， 这 类

儿童座椅样式大同小异，

结构简单，均以一根金

属杆为支点扣在共享单

车座位下方的管上，多

由 4 根螺丝固定，孩子

则坐在金属杆另一端的

座垫上。其页面的描述

中声称，根据不同的材

能否保障安全？店家称“卖出即免责”

共享单车平台：私自改装违法违规
如果因安装儿童 座

椅，在骑行中出现安全

事故，共享单车平台方

是否会担责？

ofo 公关经理赵田欣

向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

表示，私自改装共享单

车属于违法违规的行为，

ofo 系统会将私自改车的

用户加入黑名单，不再

对其提供服务。还会第

一时间报警，协同公安

部门定责，如有损坏将

按照损坏情况赔偿或者

处以行政拘留处罚。

同 时，ofo 为用 户 每

一次规范骑行购买了保

险，如果因为私装儿童

座椅出现问题，ofo 会配

合警方调查，协助责任

认定。

摩 拜 单 车的用户服

务条款也表示，“如用户

不幸发生任何意外或事

故，除非用户能证明该

意外或事故是因自行车

本身的固有缺陷直接导

致的，否则本公司不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交警：私自安装儿童座椅危险大

呼声：未来是否有符合安全标准的“亲子单车”

对此，湖南万和联合律师事

务所李健律师认为，如果发生安

全问题，具体担责者要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如因“儿童座椅”自

身质量问题造成事故，厂家或销

售者应承担责任，在一定情况下

免责声明在法律上是无效的，用

户仍可通过法律途径要求厂家或

销售者进行相应的赔偿。如单车

平台明确规定车子不能载人，用

户在知晓“儿童座椅”存在一定

隐患的情况下，出现安全问题，

用户自身就要自行承担责任。

为。此外，虽然交通法规允许非

机动车安装固定座椅载 12 岁以

下的儿童骑行，但目前市面上的

共享单车大都设计简单，基本都

没有后座，仅靠几个螺丝钉固定

在前方横杠上的“安全儿童座椅”

安全性不可靠。城市道路车况复

杂，我们不建议父母搭载孩子在

城市公共道路上骑行。

共享单车是服务公众的，当然要

禁止用户私自改装、加装。可是，

既然儿童座椅有现实需求，对推

广绿色出行也有正面影响，那单

车企业能否顺应民心，投放某种

统一的、符合安全标准的“亲子

单车”? 如果有靠谱的亲子骑行，

不仅单车低碳、绿色的属性会无

限放大，还有利于在全社会流行

绿色出行风。

质，其承载能力可以达到 50 千克、

60 千克，甚至 120 千克，有买家

声称“6 个月——8 岁的孩子都可

用”。售价在 30——60 元之间。

一些商家将座椅安装在共享

单车上后，卖家们都用自家孩子

当做模特，以展示其安全性。

在一些店铺中，这款儿童坐

椅还有了基本款和升级款，基本

款需要螺丝刀拆装，升级版是手

拧螺丝。其中，手拧螺丝款号称“出

门不需要带工具”，随时可装卸，

售价略贵。

在淘宝卖家的评论中，这种

为共享单车配套的儿童座椅受

到不少网友的追捧，“挺方便的，

可以带孩子一起兜风了”，多名消

费者晒出图片，座椅被安装在不

同品牌的共享单车上，有的已经

骑车载着孩子出行。

制图：坨坨

长沙交警大队民警

陈名湘也表示，共享单

车属于公共财产，家长私

自安装儿童座椅，不仅

违反了共享单车的使用

规则，还有可能侵犯其

他人“共享”单车的合法

权利，使车子失去本身

的公共性，属于违法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