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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追问
问热点

网民在线

【背景资料】
休闲健身的圣地

一山一河即潜山森林国家森林公
园和淦河。

潜山国家森林公园是1996年原林
业部批复成立的国家森林公园，2003
年被评为国家AA级旅游风景区。

2014年9月，获“国家生态文明教
育基地”称号。这是湖北省第五家国家
生态文明教育基地。这里自然资源丰
富，是咸宁城区的一个天然氧吧，成为

市民们和游客休闲、健身的圣地。
淦河长76.6 公里，从幕阜山跌落

700多米，蜿蜒远行，沿途接纳12条支
流，穿过原野、村庄和城区，最后涌入斧
头湖。

近些年来，市委市政府斥巨资，架
栈桥，布彩灯，植草皮，建公园，筑橡胶
坝，栽绿化树，打造城区淦河游憩带，营
造良好的人居环境。

一山一河共同构建为咸宁历史与
现代精彩交汇的生态廊、景观带和人文
轴。

【初步规划】
梦幻潜山 流金淦河

重点针对山体、河岸线、亲水步道、高
大乔木、桥梁、人文景点等亮化载体，提出
打造“梦幻潜山流金淦河”的亮化总体目
标，全面提升咸宁山水生态光环境。

本次规划提出了“梦幻、雅趣、和
谐、温润”的总体风格，灯光以水洗墙、
泛光等光面为主，着重表现一山一水丰
富的“山、水、桥、堤、绿”景观元素，通过
光的“点、勾、擦、染”营造远眺潜山、静
听流水、感受城市生命力的流金之夜。

照明布局分为一山三区：潜山山体
照明包括观音像区、三江温泉区、月亮湾
区及电视塔等打造层次丰富的都市森林
照明；一水四段：水岸景廊照明段（太乙至
温泉桥），山水林幽照明段（温泉桥至金桂
桥），梦幻潜山照明段（金桂桥至丹桂桥），
柳岸渔火照明段（丹桂桥至双鹤桥）；水韵
七桥，光影七座桥跨淦河桥梁。

照明风格：潜山以白绿光为主，植
被泛光。淦河两岸以黄白光为主，洗墙
灯、小射灯面光为主。桥梁以黄白为

主，大气和谐。

【各方声音】
控制光源 节约成本

对此，市人大代表祖文普有三点建
议，一是，要关注光污染对生态系统的
破坏，避免灯光伤害了鸟类和昆虫的生
活习性。另外，尽量不要满山光源，选
择重点位置点缀。

二是，避免过度采用动态光源。据
医学研究，动态光源会导致高血压。在
北京等大城市，采用的都是暖色调灯，
动态光源少。

三是，华中第一泉牌坊是一个特色
景观，在打造时要凸显其特色。同心桥
的设计也要体现特色。

市人大代表刘超说，景观改造中要
做好预算，包括工程造价及能耗，以免
造成浪费。

市政协委员陈文刚说，目前，咸宁
城区亮化工程很美，建议打造新的旅游
休闲地，并打造两个有文化特色的标志
性建筑物。另外建议在广场上的喷泉
做个水幕电影。

15 日，市规划局邀请市人大代
表、市政协委员、市民代表等人士，对
温泉中心花坛综合改造规划、主城区

“一山一河”夜景照明工程设计方案、
温泉路及淦河大道街景立面整治方案
及主城区棚户区改造选址布局规划四
项民生规划提宝贵建议和意见。

当日，看过规划方案后，大家畅所
欲言，建言献策。因时间关系，主城区
棚户区改造选址布局规划的建议未能
提。

市规划局相关人士表示，广大市
民朋友对方案若有建议和意见，可通
过邮件、电话等方式建言献策。

四项规划方案详细资料链接下载
地址：1，登陆“咸宁市城乡规划局网
站 ”（http://www.xncg.gov.cn/）进 入

“通知公告”查看或下载资料。
2、登陆QQ邮箱：

2169433230@qq.com下载，
密码：bzk8066593。

一山一河夜景如何点亮？
记者 马丽

通山新城自来水泛黄
自来水公司：已加大管网修复力度

本报讯 记者赵晓丽报道：近日，网民“李”在网上反映，
他家住在通山县新城柏树下，家里的自来水经常泛黄，有时
还能见到杂质。

“感觉这自来水还不如河水，不知这水取自哪里？是否
经过过滤和消毒？这种水对人有没有害？”这位网民希望，相
关部门能够进行处理。

此话题引起网民热议。网民“墨马姑娘”表示，水是生活
必需品，水质如何，关系到一个人的健康与否。这也是重大
的民生问题，希望有关部门能够重视。

网民“zxlfree”认为，水质问题攸关每一个人的切身利
益，每一双眼睛都盯着水质的变化，“喝上干净水”是每一个
人的诉求。希望相关部门能够确保水质。

对此，县自来水公司相关工作人员表示，该县城区供水
主要由凤凰山水厂和桃树山水厂承担。桃树山水厂原水取
自四斗朱水厂及上游的石门塘水库。凤凰山水厂取自厦铺
河水。出厂水检测严格按卫生部门检测制度执行，水质均达
到了国家饮用水卫生标准。

对于网民反映的问题，有可能是该区域管网抢修作业时
造成管网水二次污染，影响水质。目前公司已加强管网修复
后排放力度，最大限度降低作业造成的影响。以进一步提高
供水质量和供水水平，确保让群众喝上放心水。

本报讯 记者马丽报
道：15日，市实验小学一
位老师在朋友圈里晒出了
一组照片：学生们在实验
小学校园的“开心农场”里
采摘蔬菜、到街头义卖蔬
菜。这样的暑假社会实践
活动，受到学生和家长的
欢迎。

据介绍，当日早上，
16名二三年级的学生来
到“开心农场”，用他们自带的剪刀、菜框子、塑料袋等工具，
在老师和家长的指导下，采摘他们种植的蔬菜，不到半个小
时就采摘了满满几框子，有豆角、茄子、辣椒等十几个品种，
然后进行分类、称重。

8时许，孩子们在温泉集贸市场附近摆摊叫卖。16名队
员共分成四个小组，每个小组分工明确，有推销员、收银员、
出纳员。

现场，推销员卖力吆喝：“看一看，瞧一瞧！没打农药，没
施化肥，我们自己种的有机蔬菜。”叫卖声引来了很多市民，
所有的菜不到一个小时就全部卖完。共卖得175元钱，最多
的一个小组卖了54元。

这组照片发出后，不少网民跟帖评论。有网民表示：“这
样的实践活动很有意义，不但锻炼了孩子的能力，还让孩子
意识到蔬菜的来之不易。类似活动要多举行。”还有网民说：

“义卖活动能增强学生的社交能力，对自信心和胆量的提升
都是很好的锻炼。”

小学生自采蔬菜去义卖
网民表示：如此实践活动该提倡

渔水路怀德路交叉口噪音扰民
永安派出所：已撤掉高音喇叭

本报讯 记者马丽报道：近日，网民“万芳”在咸宁新闻
网咸宁网络问政平台发帖投诉，咸安渔水路与怀德路交叉路
口噪音扰民，附近居民苦不堪言。

该网民说，她家居住在咸安区渔水路与怀德路交叉路
口，即银泰百货旁边的十字路口附近。每天从早到晚，银泰
百货旁的街边门面，不停播放高分贝喇叭，影响大家休息。

“生活在噪音污染严重的环境下，人的脾气都变得暴躁
了。希望相关部门管一管，还市民一个宁静的生活环境。”该
网民说，噪声对人体最直接的危害是听力损伤。人们在进入
强噪声环境时，双耳难受，甚至会出现头痛等感觉。这些噪
音不仅会导致听力受损，还导致家中小孩每天的睡眠严重不
足，长期下去，小孩的智力和身体发育会受到影响。

永安派出所接到投诉后，派民警到该路口进行巡查，发
现怀德路与渔水路交叉往中城方向的路边，确实有两家门店
门口放有高音喇叭，但当时没有声响。民警上前亮明身份后
进行询问，随后告诫对方撤掉高音喇叭，以免影响附近居民
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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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贴称，通山
县通羊镇一岔路口，长年被垃
圾堆占领，造成道路拥堵。

网民“15855”发帖称，
他家住在通山县通羊镇通
羊三小附近，进小区的一个
三岔路口路面狭窄，长年垃圾成堆，垃圾堆占去一半路面，给
三小学生、附近居民带来严重不便。

网民“我爱我家”、“梦周公”等跟帖表示，道路本是民生工
程，却被垃圾占领，还希望相关部门趁着暑假期间，尽早解决
这一问题，还道于民。

记者随后与通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取得联系，该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通羊三小岔路口原垃圾池因为城区道路改造
已被拆除，但有不少居民仍习惯性将垃圾随手丢至该处，造成
路面污染。

为解决垃圾占道问题，该局一是在三小路口醒目位置设
置了“严禁倒垃圾“的指示牌，堵住了污染的源头；二是上门提
示周边居民，将生活垃圾倒至附近的镇南中学垃圾点与三小
斜对面的垃圾收集点内，解决好居民生活垃圾去处的问题。
目前，三小岔路口垃圾问题已经解决，路面非常整洁卫生，拥
堵情况也不复存在。

通羊一岔路口被垃圾占领
县住建局：已设“禁倒垃圾”指示牌

【网民咨询】 网民“fourd”咨询：他
准备带着媳妇、孩子去海边旅游度假。
他媳妇是个玉石爱好者，旅途中肯定会
买玉，但他们对玉石辨别一窍不通，担心
会上当受骗。

【记者打听】 21日，城区一珠宝店
服务人员揭立解答了这一难题。

将一滴水滴在玉上，如果成露珠状，

久不散则是真玉；用手触摸，真玉会有冰
凉润滑的感觉；将玉对着光亮处观察，真
玉颜色剔透、绿色分布均匀；用舌尖舔一
舔，真玉有涩的感觉，而假玉则没有。

玉的品质不同，价值也相差很大，鉴
定玉的品质，主要有6条标准，即“色、
透、匀、形、敲、照”。

一是看颜色，以绿色为最佳，红、紫

色价值较低；二是看透明度，透明度较
好，没有脏杂斑点，不发糠、不发涩的为
上品，半透明、不透明的玉，则分别称为中
级玉和普通玉；三是看色泽是否均匀，色
泽越均匀玉质越好；四是形体大小，一般
来说形体越大，价值越高；五敲，用金属棒
敲一敲，或把玉石轻轻抛在台板上，可以
从声音的清浊辨出裂纹存在与否，声音越

清脆玉石的品质越好；六是照，用10倍放
大镜照一照，查看玉中是否含有肉眼不
易发现的黑点、瑕疵。

（记者 朱亚平 整理）

如果辨别真假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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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花坛如何变身？
记者 朱亚平

【背景资料】
已有近40年历史

中心花坛位于温泉城区淦河大道与温泉路交
叉口，周边大型商业综合体林立，是温泉城区重要
的商业中心。

中心花坛建于上世纪80年代初，设有水池、假
山喷泉，周围有白玉兰花路灯和绿化带。建成后，
在当时引起不小轰动。茶余饭后，市民必去走走。
各个县市区以及周边兄弟县市的人来温泉走亲访
友，必会到中心花坛照一张相留念。

家住潜山路的市民李芸对中心花坛的美好印
象留在上世纪90年代。当时的文化休闲设施少，
中心花坛不仅有着新潮的音乐喷泉，而且还有小火
车、碰碰车、坦克玩具等儿童游乐玩具，是当时最受
欢迎的儿童乐园。

【初步规划】
花坛半径缩小，融入文化韵意

市规划局规划设计院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心花
坛改造规划中，将现状花坛向东南侧移动15.7米，
半径缩小至25米。

从实用方面看，中心花坛将增设4个方向的渠
化导流岛及西北方向渠化分隔带；增设交叉口范围
内人行道护栏；中百路口从4个方向进行拓宽；中百
路、瑞融路打通微循环；在原来小车队位置建设一
个可容纳342个车位的公共停车场，缓解交通压
力。

从美观方面看，中心花坛将以“嫦娥掷桂”为设
计主题，配置有大小桂花林，以浪花、彩云、圆月、浮
雕等各种元素构成月宫意境。将向外界展现咸宁
嫦娥之乡、桂花之乡、温泉之乡的文化韵意。

设计中通过运用湿生植物和鹅卵石共生式，在
靠近路沿石地段引入海绵城市新理念的设计，将汇
集道路路面下渗的雨水，起到增加土壤水分含量的
作用，体现海绵城市理念的同时，也创造了一种具
有吸引力的绿地景观和城市绿色空间。

此规划以留住乡愁，留住大家美好的记忆。

【各方声音】
建成地标性建筑，体现城市文化

参加会议的市人大代表陈细电、市政协委员陈
文刚、媒体代表饶坤亮、市民代表王振明等纷纷建
言献策，希望中心花坛改造方案更加完美，能将中
心花坛建设成为地标性建筑。

市人大代表祖文普表示，中心花坛景观改造设
计很好，建议增加城区绿地，在桂花路、温泉路都能
预留空间，加入绿地元素。

市政协委员曾昭富建议，将地下人行道、天桥
建设提上议程；建议中心花坛使用通透性较强的景
观代替现有的设计，用音乐喷泉、人物塑像等代之，
更有利于良好交通环境的形成。

市人大代表刘超说，规划内容应该
首先有个清晰的区域定位，
这个定位应该体现城
市特色，充分融
入城市文化。

花坛区域如何改造？
记者 马丽

【背景资料】
交通拥堵不堪

中心花坛周边，中百仓储、沃尔玛购物广场、瑞荣国
际、光谷广场、中商百货等大型商业综合体林立，是城区
重要的商业中心。

该区域商业密集，人流车流汇聚，导致区域交通不畅，
具体表现在这几方面：淦河大道与温泉路交叉口交通组织
不畅；温泉路路段行人不按人行横道穿越、车辆随意掉头、
左转车辆较多；温泉路与桂花路交叉口四个方向进口道车
道数均过少，通行能力低，车辆等候时间长；区域内存在路
边停车，占用道路空间；区域道路网密度不足，交通压力
过大。

【初步规划】
拓宽路面，增设中央护栏

淦河大道与温泉路交叉口
淦河大道延伸段修通后，交叉口将由T字型变十字

型，并设置交叉口灯控设施。
交叉口温泉路东进口道向两侧各展宽3米，增加交

叉口进口道车道数。增设交叉口范围内人行道护栏，防
止行人进入交叉口。优化交叉口人行过街方式。

温泉路（淦河大道至桂花路）段
增设中央隔离护栏。优化人行横道位置，并设置人

行横道灯控设施。规划地下通道控制线，为远期通道、管
廊建设预留位置。整治温泉路路面，优化交通标志、信号
灯等设施，优化现状小路接口，增大转弯半径。

桂花路与温泉路交叉口
展宽交叉口四个方向车行道，增加进口道车道数。

优化交叉口缘石转弯半径，使行车更顺畅。
此外，沿街分布的老建筑立面成旧，广告牌设置混

乱，乱搭乱建严重，架空线纵横交错，景观效果差。
对此，将统一规划，清除清洗，统一格调。远期待条

件成熟时，实施强弱路入地改造，美化城区空间环境，逐
步实现城市无杆化。

【各方声音】
规划标准要高，提升城市档次

市人大代表祖文普建议：一是，因路灯被大树遮住，
一到晚上，温泉路的光线就不好，希望能对路灯进行改造
和提升。二是，在进行改造时，可考虑增加一些绿地景
观。三是，改造时要注意环境保护，比如降低噪音污染，
沙尘污染等。最好能将地下管道、燃气管道等同步改造。

市政协委员曾昭富说，人行通道的改造时间要考虑
在其中。在街头增设一些有咸宁特色的景观点，体现鄂
南风土人情。建议采用地下路灯。

立面整治规划标准太低，要提升档次。倘若仅仅只
是刷一下外墙，统一一下颜色，那么这种整治并不是长久
性的。现在很多地方将太阳能与整治有机结合。太阳能
面板既能发电，也能美化城市，可以考虑采用这种方式。
立面整治要多手段多渠道。

市政协委员陈文刚等也认为，立面整治时，
表面刷漆，是一次性的，浪费人力和财力。

地下通道设计时要考虑排水问题。
利用桂花路的加油站，形成一

个环形路，便于车辆通
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