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措并举对症下药
有何办法能解决停车乱象呢？林凯建议，增

加管理人员。“管理人员能有效监督和管理，对提
高停车位利用率、保持交通秩序畅通等具有重要
意义。”

对此，市城管局道路停车管理中心相关负责
人说，他们已发现了这些乱象，正在想办法解决问
题。

“增加管理人员，是解决措施之一。”该负责人
说，他们已与社保部门取得联系，并将公开招聘一
批人员，对中心花坛附近的临时停车位进行管理。

目前，招聘工作正在进行中，这次将招聘11
名管理人员，下个月正式上岗管理。届时，将有
20余名管理人员。根据实际情况，后期还将增加
管理人员数量。

市民张先生建议，要通过修建停车场，来解决
停车乱象的问题。“即使市民停车规范了，但如果
停车位过少，市民还是会将车停在道路边，或长期
占用临时停车位。”

当日，市交警支队二大队一名姓熊的负责人
表示，温泉城区停车位供不应求，修建停车场迫在
眉睫。该大队已向市委市政府递交修建停车场的
提议和方案。

该负责人提醒，在停车位紧缺的情况下，广大
市民应在道路划线路段泊位内有序规范停车，不
要将车停在线外。对线外停车的，一律按照违法
停车进行处理。希望市民增强时间观念，提高停
车泊位使用率，严禁车辆乱停乱靠、违规占道现
象，共同维护市区交通有序畅通。

停车乱象五花八门
记者在城区走访发现，临时停车乱象的确不

少，主要包括五类情况：
一车占两位。在老行署附近的人行道停车

位上，记者看到，一辆白色私家车一边的车轮压
在停车线上，该车左右两边都留有较大空间，但
两边都不能再停放一辆车了。若车子移到车位
中间，就能腾出一个车位。

商家霸占车位。在桂花路一家餐馆门前的
车位上，放着禁止停车的告示牌。这是商家圈车
位行为，这一车位只有到他家消费的人才能使
用。在银泉大道某连锁酒店前，酒店门前的临时
停车位也只允许酒店客人停，“外来车辆”停一小
时需付费15元。

据介绍，很多商家都将临时停车位“据为己
有”，不是放禁停告示牌，就是安装停放栅栏，有
的还装地锁、设岗亭。

麻木、三轮车、摩托车占用车位。在淦河大道
附近，私家车主刘先生说，远看以为有个车位，等开
过去一看，车位上停放着一辆摩托车。走访发现，
不少车位被麻木、三轮车、电动车等车辆占用。

市民霸占车位。有些市民将离家近的临时
停车位长期占用，离开时拉上隔离线或放上禁止
停车告示牌等物品。

另外，车子停得过近，或随意乱停，导致其他
车辆不方便开出来，也让市民怨声载道。私家车
主钟先生说，有次，他看到一个小伙子，因车子被
其他车挡住，便找来两块石头垫在马路牙子边再
开下去。走之前，他用石头将挡他道的车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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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民在线

【网民咨询】网民“雨滴”说，家里
刚刚买了一个全新的净水器，想知道，
有什么方法让净水机器的使用寿命更
长？

【记者打听】21日，温泉工贸家电
一销售人员解答了这一问题。

注重及时更换滤芯。任何水处理
过程都是对材料的消耗过程。所以市
民无论使用何种净水装置，一定要注
重及时更换滤芯。比如，家用纯水机
系列的无废水SH-RO75C有4种以
上滤芯组合，每一种滤芯的寿命又各
不相同。为此，定期更换滤芯很重要。

大约每隔一个月，就要清洗一次
净水器。清洗净水器其实很简单，将
净水器放在干净的盆中，将过滤的芯
上下拧开，上层的圆盖打开后，有两层

无纺棉布，用新的牙刷轻轻地放在水
里刷干净，下层的下方有个塑料盖拧
开，里面也有两层无纺棉布和沙石，各
自轻轻放在水里刷干净，再把过滤芯
放入水中上下摇晃几下，最后将净水
器的每一件都用水冲洗干净，并按原
来的样子安装，即可。各种净水机器
构造不同，如果实在不知如何下手，可
请专业人士帮忙。

保养家用净水器，避开热源和阳
光直射也很重要。靠热水器太近，长
期烘烤，会影响净水器塑料部件的寿
命。无论是何种净水器，使用中都要
注意避开阳光直接照射，因为阳光会
滋生兰藻。建议在净水器附近搭建个
遮阳的盖子或挡板，这样会起到防藻
功效。

（记者 朱亚平 整理）

如何保养家用净水器？
【网民咨询】网民“蔷薇”咨询：

夏天到了，水果摊上摆满了热带水
果。我最喜欢吃榴莲，但上次吃榴
莲后上火，鼻子出血。我想问问，榴
莲怎么吃才不上火？

【记者打听】记者咨询了咸宁老
中医刘金祥。

刘金祥表示，榴莲号称“热带水
果之王”，好吃且营养丰富，除含糖分
外，还含有蛋白质、脂肪、维生素及
钙、磷、铁等微量元素，能滋补身体，
润滑肌肤。但中医认为其性热而滞，
不可一次吃得太多，不然容易导致身
体燥热，其丰富的营养还会因肠胃无
法完全吸收而引起“上火”。不过，体
质偏寒性的人吃榴莲，则可算是恰到
好处，因为榴莲能助火。假如产后虚

寒，可以作补品。
中医认为水果山竹为中性水

果，稍偏凉，具有降燥、清凉解热的作
用。如果吃了榴莲再吃上几枚山竹，
则正好可以寒热均衡，保护身体不受
损害。不过，市民吃山竹，同样也不
能过量。榴莲和山竹都含有较高糖
分和钾，糖尿病、肾病、心脏病患者均
不宜吃。

此外，市民在吃完榴莲后多喝
些水，或多吃些含水分比较多的水
果，也能解除燥热，其中梨、西瓜就
是很好的选择。

（记者 王莉 整理）

怎样吃榴莲不上火？

“荷花美，茶花俏，快来我家赏花吧。”20日，网民
“精细人”通过咸宁官方微信发布了一条图配文。图片
中，一朵朵娇艳欲滴的花，引来众多微信好友的赞叹。

“精细人”是家住浮山办事处居民李梅的网名。她
热衷剪纸，剪出的作品被亲朋们赞赏。22日，记者来
到李梅家，现场观赏她的作品。

李梅收藏了很多剪纸类书籍，墙上挂满了剪纸收
藏品。花开富贵、年年有余、鸳鸯戏水、喜鹊登梅、五子
登科等剪纸藏品，惟妙惟肖，栩栩如生。

今年67岁的李梅，河北张家口人。1970年，她随
丈夫来到咸宁就业，后定居于此。她爱上剪纸，缘于一
位老太太。

1973年，24岁的李梅在咸安一家幼儿园工作。她
发现，学校附近有位老太太酷爱剪纸。李梅路过那里
时，经常看到老太太剪的各种小人儿、小动物，觉得非
常有趣。时间一长，李梅对剪纸也产生了兴趣，向老太
太拜师学艺。

刚开始，李梅怎么也剪不好，总是一不小心就将纸
剪断。她并不气馁，每个周末都坐在桌前剪，一剪就是
几个小时，一天下来，光碎纸就有好几簸箕。李梅每天

照着样品练习剪纸，拿剪刀的手常被磨出血泡。
渐渐地，她终于摸出点门道来。后来手法越发娴

熟，三五分钟就能剪个小动物、小花、小人儿。
“大部分作品都送人了，这些是我收藏的一部分。”

李梅拿出一本书向记者展示，书页里夹着她的作品。
李梅说，剪纸是个精细活，要想剪出好的作品，必

须耐心和细心。在剪纸过程中，要握好手中剪刀，用力
一定要均匀，否则稍有疏忽就会前功尽弃。

邻居周爹爹介绍，李梅是个非常热心的人，街坊邻
居凡有人结婚、做寿，只要请她帮忙剪字画，她二话不
说地答应，并在第一时间做好送去。

“邻里互帮互助是应该的，不值得称赞。这些剪纸
微不足道，大伙只要喜欢，我也乐意赠送。”李梅说，剪
纸是我国古老的民间艺术之一，然而如今会手工剪纸
的人越来越少。她希望有年轻人能跟着她一起学习剪
纸，将剪纸手艺一代代传下去。

“李姐，最近有空吗，我儿子马上就要结婚了，想请
你帮忙剪几张漂亮的窗花。”“哎，好嘞，没问题。”记者
结束采访时，李梅又接下了一个“订单”。邻居的“鼓
励”，让她忙得不亦乐乎。

网民建言中心花坛改造
规划部门：希望市民多提建议

本报讯 记者王莉报道：15日，有热心网民在咸宁新闻网网
络问政平台为中心花坛商业区改造提建议——在中心花坛附近修
建地下通道。

网民“杨先生”表示，中心花坛为繁华中心商业区，车流、人流
量大，直接关乎咸宁的城市形象。

如何让中心花坛商业区更大气，道路更畅通呢？他建议，在
部分路口修建地下人行通道，花坛周边道路设立护栏。把大量
购物及过街行人引入地下通道。同时，为吸引更多人流入地，可
把地下通道修宽一点，内设商铺租售，地下通道与花坛周边商城
相通。这样，中心花坛交通顺畅，花坛商圈更繁华大气，城市更
加洋气。

22日，记者在中心花坛改造现场看到，锦华名店街旁边的高
楼已被夷为平地，且已被施工围挡围住。市民们都说，这意味着中
心花坛改造工作拉开了序幕。

当日，市规划部门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十分感谢热心网民的建
议。中心花坛片区承担着主城区的商业、交通等功能，有关改造、
建设、管理等措施需要统筹规划、科学论证、齐抓共管，有针对性处
理和解决过去一直存在的交通、停车、商业、购物、公共安全等一系
列问题，市委、市政府对中心花坛改造及交通疏导工作极为慎重，
有关合理性建议将会吸纳，科学论证。

该工作人员说，目前，有关方面正在征集中心花坛改造意见，
改造方案还在修改中，市民如果有好的建议，可以向有关部门反
映。

赤壁新街口噪音扰民
环保部门：已责令整改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报道：晚上正睡得香，却被噪音骚扰，不
论谁碰到都心烦。近日，有网民被此事困扰，因此在咸宁新闻网
（咸宁论坛）发帖称，赤壁新街口附近有一家俱乐部夜间噪声扰民，
希望相关部门管管。

网民“留声机”发帖称，他家住在赤壁市新街口，近日，家附近
新开张了一家俱乐部。每天凌晨两三点，俱乐部还在放音乐，十分
扰民。附近住户经常被半夜歌声吵醒，自开业起，住户们没睡过一
个好觉。

网民“女人帮”、“大奔”等跟帖称，希望相关职能部门能够关注
此事，通过联合执法，责令俱乐部彻底整改，还市民安静的居住环
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规定，经营中的
文化娱乐场所，其经营管理者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使其边界噪声不
超过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避免对周围居民造成环境噪
声污染。

20日，记者致电赤壁市环保局。该局相关负责人回应，经查，
该俱乐部在开业前后，并未采取有效隔音措施，噪音扰民现象属
实。该局已责令俱乐部业主立即整改，晚上降低音量或不开音响，
对窗户采取密封措施，增强隔音效果。

随后，赤壁市环保局又多次在晚间对该路段进行突击检查，该
俱乐部已落实整改措施，未发现噪音扰民现象。同时，该局也已向
周边居民反馈了整改情况。

崇阳民政网几成摆设
民政部门：将完善服务平台

本报讯 记者马丽报道：近日，网民刘先生在咸宁新闻网网络
问政平台发帖投诉：“崇阳民政局联网信息太落后，不便民，期盼尽
快更新。”

刘先生是崇阳白霓镇人，和青山镇小陈是初婚，现在准备要小
孩，但在办准生证时遭遇各种麻烦。

“白霓镇相关人士说，办准生证必须要女方所在村委会开
初婚未孕证明；女方所在村村支书说不需要开证明，叫我们找
白霓镇计生办，可白霓镇相关人士又说没有证明办不了。我和
老婆都在外面上班，回去一次不容易，来回跑了几趟后，我就试
图到崇阳民政局信息网上寻找解决途径，结果没找到。”刘先生
很不解：办个生育证怎么那么麻烦，这种事为何不能在网上办
理？

对此，崇阳民政局相关负责人回复，民政部门的婚姻登记业务
主要是办理结婚登记和离婚登记，并且为了便民利民，根据民政部
《关于进一步规范（无）婚姻登记记录证明相关工作的通知》（民函
[2015]266号）的规定，从2015年9月开始，全国婚姻登记机关不
再向任何部门和个人出具（无）婚姻登记记录证明。办理准生证属
县卫计部门的职责，不属于民政部门的业务范围。

该负责人还表示，将会及时更新网络信息，完善网络便民服务
平台，为百姓获取信息和办事提供方便。

湄港村垃圾污染水源
环保部门：将引入第三方机制

本报讯 记者赵晓丽报道：近日，网民“军”在咸宁新闻网（咸
宁论坛）发帖表示，通山湄港村的垃圾污染了水源，希望有关部门
管管。

这位网民在帖子中称，在通山县湄港桥到厦铺镇方向的村庄，
村民长年乱丢乱倒生活垃圾，且屡禁不止，这些垃圾严重污染了凤
凰山水厂上游水源，究其原因是没有配置垃圾池和垃圾桶。希望
有关部门能将垃圾池和垃圾桶落实到位。

20日，该县环境保护局了解此情况后，立马进行实地考察。
该局认为，凤凰山水厂作为该县城区主要饮用水水源，县委、县政
府一直非常重视，近几年来也做了大量工作。

2012年到2016年，该县投资近600万元，重点对水源上游通
羊镇、厦铺镇等9个村庄进行了环境综合治理。因缺少运行经费，
加上部分村庄主动作为的意识不强，村庄生活垃圾没有建立有效
的长效运行机制，导致垃圾乱丢、乱堆的现象很普遍。

目前，该县计划引入第三方运行的方式，重点对涉及到水源上
游的通羊、厦铺、杨芳林、大路、南林等5个乡镇共计60个村庄的
生活垃圾进行集中治理。其中县财政局每年按一个村庄每年3万
元的标准支付运行经费，县环保将拨付300万元，用于购买垃圾转
运车、垃圾收集桶等硬件设施。通过项目实施，水源上游垃圾污染
问题将有望得到彻底治理。

街头停车乱象如何破解
记者 马丽

20日，咸宁新闻网（咸宁论坛）网民“一杯水”
投诉：“温泉城区临时停车乱象多，导致停车难问题
更突出。请问这一乱象如何破解，何时能破解？”

连日来，带着此问题记者走访市民，也采访了
交警、城管等部门相关人士，希望寻找到答案。

僧多粥少成为主因
停车乱象丛生的原因何在？
在市民余女士看来，原因有两个，一是一些司

机的车技不过关。“前几天，我看一个人停车，看得
真是着急。”余女士说，司机打算倒车入库，倒了好
几次都未进去，最后直接开进去，结果压在线上，
调整了几次没调到位，最后就压在线上不管了。

二是，车主自身素养不够。停车时，只想到自
己，没有为其他车主考虑。“我只管我停车方便，你
能不能出来不关我的事。”余女士说，这种人她也
见过。

市民林凯认为，导致乱象的主要原因之一
是，没有专人管理临时停车位。“如果有专人管
理，一车占两位，商家、市民占车位为己有，这些
现象都将大大减少。林凯说，停车收费未取消
前，有停车收费员专门管理，这类现象就很少出
现。

林凯介绍，据他了解，城区实施临时停车收费
时，有将近50个管理员管理车位。收费停止后，
因工资低，一部分人就离开岗位，不再管理停车位
了。目前，只有10多人管理车位，两班倒，也就是
每天只有五六人管理车位。他们管理的重心是中
心花坛附近人行道停车位，且只管理摩托车的乱
停乱放。

“现在，车辆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停车位的供
给量，而乱停乱放车辆，进一步让停车难系数加
大。”家住桂花路附近的市民张先生说，最关键的
原因还是停车位太少了，否则商家、市民也不会私
占临时停车位。

记者 夏正锋 摄

微达人

爱剪纸的“精细人”
记者 朱亚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