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咸宁日报官方微信的粉丝群里，
有一个叫“晓娜·城市农场”的微信号显
得非常文艺范。打理这个微信号的女
孩子名叫王晓娜，因为骨子里的文艺
范，她开了一家文艺范花店。

14日，走进王晓娜位于茶花路电
大附近的花店——城市农场，一个十几
平米的街边小店，从室外便能让人感受
出一股小清新范：

盛放的国庆菊被壁挂在墙上，田园
风的小配饰被随意、却又恰到好处地摆
放在靠墙的书架上，桌上的玻璃鱼缸
里，飘散着几朵剪下的小雏菊。坐在布
艺沙发上，抬头便能见到倒挂在空中的
紫色、白色、粉色的勿忘我……王晓娜，
2008级的湖北科技学院学子，此时正
在一边的桌角拨弄着吉它琴弦，这一切
都显得那么恬静而美好。

做事就要做跟别人不一样的，也要
做别人做不到的。这是她开这个花店
的初衷，目前，咸宁还没有一家纯粹的
文艺范花店，她想把自己骨子里的文艺
范，做到花店里，还做到她的微信号
里。因此，她的微信发展了一批文艺粉
丝，她也经常与粉丝们沟通。

“哪一种常春藤会是你们的最爱
呢？都是常春藤，我得了选择困难症，
求援！”前段时间，王晓娜在微信朋友圈
里感慨。

去武汉进花，王晓娜不会像其他的
商家，捞着产品就往家里搬，她更多的
是挑选更有眼缘、放在家里更显文艺范
的品种。几经比较和奔波，她终于挑到
一款文艺范常春藤。在她看来，这批北
方基地的常春藤挂在窗台，或者放置家
中，都会让田园感瞬间爆棚！

因为花店的文艺范儿，王晓娜的很
多顾客也成了她的粉丝，在采购鲜花的
时候，她也经常跟粉丝互动。

很多粉丝喜欢买干花，特别是勿忘
我，颜色丰富，有紫色、粉色、白色的，如
何把这些花打理好，也成了难题。

王晓娜倒也乐得分享：买回来的勿
忘我倒挂在阴凉通风的地方，让它自然
风干。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让它的枝
干定型，如果不倒挂，风干的过程中，花
朵就会垂下来，不好看，也就不谈文艺
范了。所以王晓娜建议大家把买回来
的勿忘我直接倒挂，大概一个多星期
后，直到枝干从翠绿色变成黄绿色，就
可以插瓶了。

在王晓娜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顾
客愿意用心来点缀生活，因此感受更多
乐趣。

专刊部主办 责任编辑：王莉

电话：0715－81287714版
2015年10月23日 星期五

E-mail:350808977＠qq.com 咸宁网事

网民在线

文艺搭出生活范文艺搭出生活范
图/文 记者 王莉

微达人

相关链接

配水工程主要包括：武咸快速路（横
二路—咸宁大道）、横二路（永安东路
—武咸快速路）、工业大道（永安东路
—武咸快速路）、永安东路（银泉大道
—工业大道）、旗鼓大道（贺胜路—武
咸快速路）、咸宁大道（银泉大道—武
咸快速路）配水管道工程，管线全长
20.812 千米。配水管道为采用的都是
球墨铸铁管和钢管，进一步降低能耗、
漏耗，改善用水水质，提高供水安全
性。

本报讯 记者王莉报道：
13日，有网民在咸宁新闻网（咸
宁论坛）上发帖投诉，温泉城区
有人在露天场地焚烧垃圾，引起
网民热议。

该网民在帖中描述：13日
下午三时许，她乘坐1路公交
车，经过温泉路原农机局路段
时，只见一片空旷的场地上，一
些垃圾被人点燃焚烧，进而造成
空地上空大量浓烟弥漫，附近经
过的行人能闻到刺鼻的气味。

“露天焚烧垃圾危害大，是
污染环境的行为，相关部门应该
予以管理。”有网民跟帖。

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我
市的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参照
《湖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
理条例》。

该条例中，第三章第十九条
明确规定：公民应当自觉维护城
市环境卫生，不得有下列影响公
共环境卫生的行为：在露天场地
或者公共垃圾收集容器内焚烧
树叶、垃圾或者其他废弃物；在
道路或者公共场所抛撒、焚烧物
品等。

该条例第七章第四十二条
同时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由市容环卫主管部门或者依法
确定的其他行政管理部门按照
下列规定予以处理：违反第十九
条、第二十五条规定的，责令予
以清理或者清除，可以并处警
告、1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

网民表示：市民要以城市为
家，不要为了图一时方便，糟蹋我
们生活起居、赖以生存的好环境。

路边焚烧垃圾，不该！

“王英供水工程于去年八月份正式
开工，前期做了很多准备。”王英水库供
水项目经理陈海洪介绍，整个项目由水
源工程 、原水管线工程、净水工程和配
水工程四部分组成。

陈海洪解释：水源工程主体在水源
地王英水库，要从水库取水，靠近水库
的地方，建一个取水口，还有取水泵
房。目前，水下的工程全部完成，水上
工程正在做取水泵房，完成工程接近一
半。

原水管线工程要铺设37公里的管
线，从泵房到净水厂，37公里全部由直
径为1.2米的管道组成，目前已完成29
公里，只剩下双溪镇的8公里。

说起这8公里，陈海洪略显无奈：管
线工程已经暂停了大半个月了，因为涉
及到房子、道路、河道、农田、苗木等赔
补协调问题。

原来，整个管线的铺设，涉及到黄
石市阳新县、我市咸安区两个县区，5、
6个乡镇，20多个行政村，200多个自
然村组。因为协调不通等问题，影响了

工程进度，施工人员希望政府及相关部
门能加大协调力度，力保工程按期完
工。

净水厂设在横沟镇浮桥村，占地91
亩，里面包含有沉淀池等13个构建筑
物，主体结构完工达70%以上。

最终的配水工程也在加紧建设，配
水工程在施工永安东路、武咸快速路、
横二路等线路。截至目前，横二路第一
批材料DN500球墨铸铁管已经抵
达工地；永安东路——工业大道
正在破除水泥路面、开挖沟槽和
管道铺设，武咸快速（水厂至咸宁
大道东延段）因协调问题，仍不能
开工。

按计划，整个王英水库供水
工程项目在 12月底要完工。为
保建设工期与质量，联合水务目
前已经调集全集团的精兵强将汇
集咸宁，日夜奋战。预计通水后，
温泉城区、工业园区、梓山湖、职
教园区等区域将能喝上王英水库
的优质水。

王英水库有望年底供水城区
记者 王莉 通讯员 徐武勇

自2013年，我市将王英水库引水工程作为突出改善
民生质量的一项重要工程以来，随着工程的加紧建设，市
民对这项工程充满期待：何时能喝上“王英水”？近日，记
者走访了部分市民以及负责该项目工程的咸宁联合水务
有限公司。

王英水库供水工程取水泵站效果图

王英水库供水工程净水厂效果图

20日，当退休老人邓正华得知，王
英水库向咸宁的供水工程项目建设正
在如火如荼开展的时候，他非常激动：
咸宁城区的水越来越好了。

今年70岁的邓正华，是咸宁自来水
变迁的见证者。说起自来水，他记忆犹
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老百姓对自来
水的意见相当大。”

上世纪80年代，自来水真是个稀罕
事，三天两头经常停水不说，他们经常
遭遇“洗澡洗一半就没水了”的麻烦
事。而且，有时候从水龙头放出来的还
是黄泥巴水。

邓正华说，现在的自来水质量越来
越好。家住邮电路的陈欧翔很赞同他
的说法：他家所在小区很少停水，用水
很方便。

据了解，目前，我市城区自来水供
水有三个水源，分别为淦河水，供水量
为每天6万吨，其源头是南川水库；还有
长江水源，其供水量为每天10万吨；以
及在建的王英水库水源。

对于“王英水”，市民丁力非常期
待：“早就听说王英水库的水质好，如果
城区的百姓能喝上王英的优质水，的确
是一件大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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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素来有“千桥之乡”的美誉，说
明咸宁的水多。但是，为什么咸宁要从
阳新引水？咸宁联合水务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张伟华告知了答案。

目前咸宁城区的供水能力，已经完
全不能满足未来十年的发展，尤其是咸
宁的形势发展太快，供水需求和单一的
供水来源，已经成为制约我市未来发展
的瓶颈。

张伟华介绍：根据战略高度来考
虑，一个城市应该是多水源供水。多水
源供水，一旦有水源的水质有污染和特
殊需要，可以立即切断污染水源，另行
启动备用水源，保证城区供水正常。

其次，从水质考虑。早期，相关部
门也曾考虑从南川水库引水，但南川水
源的水量保证不了城市发展需要。同
时，联合水务也曾多次接到市民的反
映：同为南川水源的淦河水，尽管是二

类水质，符合国家标准，但水质水垢重，
老百姓反映感观不好。

而与咸安区毗邻的阳新县王英水
库的水源充足，容量大，周边污染源少，
而且水质还是一类优质水质。综合考
虑，王英水库就成了此次引水工程的不
二选择。

从未来发展考虑，王英水库供水工
程一期总投资为3.52亿元，一期供水能
力为每天10万吨，至少可以满足咸宁未
来十年的社会经济发展要求。二期工
程日供水量将增加10万吨，总设计能力
为日供水量20万吨。待王英水库供水
工程通水后，淦河水可能就作为备用水
源来使用。

王英水库满足市民的水质要求，但
因为王英水库到城区43公里，远距离供
水，供水成本高，相关方面透露：可能以
后的供水价格会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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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报道：
近日，有网民在咸宁新闻网（咸
宁论坛）发帖称，桂花西路渔业
小区天然气安装问题至今未得
到解决，严重影响居民日常生
活，望有关部门尽快调查处理。
该帖子引起了众多网民的热议。

网民“风雨无阻”发帖称，今
年年初，桂花西路渔业小区的
100户居民向居委会要求全面
安装天然气，在得到正面回应
后，居民先后交齐了全部费用。
自4月份开始，小区内开始全面
动工，小区路面全部被挖开，可
天然气管子埋下去后，却迟迟不
见通气，不知道是何缘故，事情
拖了快5个月了，严重影响居民
日常生活。

网民“南国风烟”、“安之若
素”等跟帖表示，早日使用天然
气，是居民们的共同愿望，希望
相关部门能尽快解决此事。

市住建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桂花西路渔业小区是2015年4

月10日向燃气公司缴纳报装费
用，燃气公司于2015年4月30
日安排安装施工单位进场施工，
2015年5月25日完成庭院内立
管安装和地埋管道铺设。

由于该小区个别住户因内
部矛盾，始终不同意原有设计线
路等问题，并阻挠该小区门口工
程开挖施工，为此，燃气公司向
该小区负责人通报，该小区负责
人答应尽快协调。

因多次协调未果，致使该
工程工期延长至今。2015年9
月中旬，燃气公司再次与该小
区负责人沟通，决定放弃原中
压设计线路，重新设计中压气
源，绕开小区门口，改从桂花路
郭林巷口接通气源引入该小
区，但此路段商户较多，仍需该
小区负责人协调此路段周边商
户，同意在门口进行管沟开
挖。目前，燃气公司已承诺，如
协商完毕成功即进场施工，并于
10日内完工。

安装一再延期，可气！

本报讯 记者赵晓丽报道：
近日，网民“墨马姑娘”发帖称，

“我家住在温泉城区的桂花路余
家林巷，这里三盏没亮的路灯重
新点亮，为做实事的相关部门点
赞。”

帖子中，该网民表示，在温
泉城区桂花路余家林巷有盏路
灯不亮，每晚路上黑漆漆的，不
仅居民夜晚出行不便，还容易引
发安全问题。

日前，市路灯局了解情况
后，高度重视，立即安排专门的
维修师傅赶赴实地对路灯进行
维修。经过维修师傅的检修，他
们发现这几盏路灯不亮都是因
为灯泡老化所致。检修出原因，
马上对症下药。一段时间后，该

处路段坏掉的三盏路灯终于重
新亮了起来。

该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只要
该局负责的区域内，有路灯不亮
的情况发生，只要居民反映，该
局就会在24小时内进行维修，
还居民一个便利安全的出行环
境。

看到家门前的路灯又亮了，
居民高兴得连声道谢。“墨马姑
娘”表示，现在路灯修好了，晚上
走在路上放心了许多，再也不用
担心黑暗里会发生危险的事情
了。

网民“zxlfree”认为，居民
一反映，部门就立马行动，切实
为民办好事做实事，这种行为值
得点赞。

路灯重新点亮，点赞！

【网民咨询】
22日，网民“等等”咨询：她

是刚毕业的大学生，现在在温
泉城区一家企业实习，没有固
定住房，听说城区有公租房，不
知道要符合什么样的条件才能
申请入住公租房？
【记者打听】

市房产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公租房配租的对象是城市
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
部分新就业职工和外来务工人
员。享受廉租住房实物配租和
已购买经济适用住房、限价房
等保障性住房的家庭，不得承
租公共租赁住房。

同时具备下列条件的新就
业职工，可申请公共租赁住房：
（1）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具有
本市城镇常住户口或持有本市
《居住证》；（2）申请人为大中专
院校毕业生，且毕业未满五年；
（3）上年度申请人及共同申请
人月均收入低于规定的收入标
准；（4）申请人已与用人单位签
订一年以上（含一年）期限的固
定劳动（聘用）合同，且在所在

城区连续缴纳一年以上的社会
保险金或住房公积金；（5）本人
及其配偶在本市范围内无房且
未租住公房，直系亲属在本市
范围内无住房资助能力。

同时具备下列条件的困难
家庭可以申请公共租赁住房：
（1）申请人具有本市城镇常住
户口，共同申请人具有本市城
镇常住户口或持有本市《居住
证》；（2）申请人须具有稳定工
作，即与用人单位签订了1年以
上固定劳动（聘用）合同，或为
各类行政事业单位正式工作人
员（含行政事业单位及企业退
休人员），家庭上年度人均月收
入低于规定的收入标准；（3）无
房或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低于规
定的住房标准；（4）申请人与共
同申请人之间有法定的赡养、
抚养或者扶养关系。

另外，符合第1、2、3项条件
且达到28周岁的未婚人员、不
带子女的离婚或丧偶人员可作
为单身居民申请公共租赁住
房。

（记者 朱亚平）

如何才能住上公租房？

王英水库，又称“仙岛湖”，地处幕
阜山北麓、鄂东南百湖之县阳新西南
部，距武汉 140 公里、庐山 130 公里，
106、107 国道擦肩而过，版图面积 276
平方公里，1002 个岛镶嵌在 4.6 万亩的
水面上，恰似银河星座，不是仙境胜似
仙境，享有荆楚第一奇湖之美誉，是国
家4A级旅游景区。

王英水库是湖北省水利厅直管的大
型水库，位于黄石市阳新县和咸宁市咸
安区、通山县三县（区）交界处，系拦截长
江南岸一级支流富河分支三溪河与蔡贤
河而成，是一座以防洪、供水、灌溉为主，
兼有灭螺、发电、旅游等综合利用功能的
大型水利枢纽工程。

它由王英水库（大Ⅱ型）、蔡贤水库
（中型）和阳武干渠灌区（大型）构成，简
称“两库一渠”。它既是富河流域综合治
理的骨干工程，也是“东水西调”，保证咸
宁市，黄石市阳新县、大冶市，鄂州市，武
汉市江夏区五市（县、区）21个乡镇农田
灌溉和咸宁市城区居民饮水的主体水源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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