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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民在线

【网民咨询】网民“瞧一瞧”咨询：
我发现毛巾用久了之后，就会变得滑
滑的，甚至发粘，有怪味。用热水和肥
皂洗也洗不干净，怎么办呢？

【记者打听】11日，家住御龙花园
的张晓晓介绍了她处理此问题的妙
招。

先将毛巾用开水煮10分钟，再用清
洁剂清洗，洗完之后拿到通风处晾干。

如果觉得用开水煮有点麻烦的
话，也可以在清洗完毛巾之后，拿到微
波炉微波5分钟，同样可以达到高温消
毒的效果。

用醋或苏打粉去除味道。在适量

热水中加入两匙白醋，不要加洗衣精、
柔软剂或其他任何东西，再用手搓洗
几分钟。清洗结束后，再加入少许洗
衣皂或苏打粉再洗一次，便可去除大
部分异味与粘腻。

张晓晓建议，洗脸用的毛巾最好
不要用来擦汗、擦身体等。因为使用
毛巾擦拭身体时，身上的分泌物、细
菌、污垢、油脂容易附在毛巾上，如果
没有定期消毒与清洗，就会变得粘稠
或干硬。因此最好每周将毛巾彻底清
洗一遍，才不会让毛巾上的细菌伤害
肌肤。

用完毛巾后要及时晾干，以免毛
巾发霉，尤其是浴巾。如果浴室内有
窗户，白天最好打开并拉开窗帘加以
通风，让阳光晒进来，如此可避免毛巾
发粘发霉有味。

（记者 马丽 整理）

本报讯 记者赵晓丽报道：近日，网民“李”在咸宁新闻
网（咸宁论坛）发帖表示，有时候下雨天还看到洒水车在洒
水，这让人不能理解。下雨就已给市民出行带来了不便，可
还用水冲洗路面，这样不仅给市民出行带来更多不便，而且
浪费公共资源。

11日，针对市民的质疑，市环卫局的工作人员称，市民所
认为的洒水车雨天作业是浪费资源，是一种误解。平时洒水
车的工作目的是除尘，而下雨天则是为了进一步清洗路面，
并不浪费资源。

城区内道路多少会附着一些土及泥浆，平时清理难度较
大，普通的洒水作业很难将这些附着物清除干净。但一旦碰
到下雨天，这些泥土及泥浆经由雨水的浸泡，附着力大幅下
降，大多只会留在地表，此时就是清理的最佳机会，能达到事
半功倍的效果。

雨天被冲洗过的路面洁净效果十分明显，这一举措也在
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车辆打滑、行人滑倒的隐患，使道路卫生
质量得到提高。借助下雨天对路沿、路口、广场、施工路段等
重点区域进行清理，能使雨后的市容环境更加洁净、亮丽。

洒水车雨天作业是浪费？
环卫部门：进一步清洗路面

大楚城附近一工地噪音扰民
建工处：将联合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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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发贴称，大楚城附近一工地日夜施工不停，噪
音严重扰民。

网民“乐有我有”发贴称，他居住在温泉菜市场附近，近
一两个月来，附近一工地日夜施工不停，机器声轰鸣不断，导
致小区内的居民寝食难安。

9日，该网民表示，这个扰民的工地位于咸宁光谷广场后
面（原咸宁市中心医院旧址）。最近一两个月以来，每天早晨
五六点钟就开始施工，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1点才停歇。搅
拌车的轰鸣声、机械的打孔声、渣土车的运输声，让居民苦不
堪言。

附近居民陈女士表示，小孩才几个月，工地上的机器一
响，就吵闹不止，家里的老人也无法正常休息。“希望相关部
门能尽快管管此事，还宁静的于民。”

当日，市环境监察支队相关负责人表示，按照相关规定，
建筑工地在夜间22时至凌晨6时之间，不得施工，因抢险等
情形除外。如果确有需要施工的，需要提前向政府部门提出
申请，在获得批准后施工。同时，需要提前向周围群众发布
公告。23时后，城区仍在施工、拖土的工地，则由城管部门负
责执法。

市建工处相关负责人表示，工地管理权属于建工处，但
没有行政处罚权利。他们会迅速派人前往工地查看，并劝
其不要在相关时段施工。该负责人表示，噪音管理权属环保
局，将与环保部门联合执法，进行综合治理。

【网民咨询】网民“深海鱼儿”咨
询：前两天，我从衣柜里拿出一件风
衣，发现衣服上有霉斑。我估计是
衣服上的污渍没有洗干净导致的，
请问现在还能洗干净吗？

【记者打听】11日，温泉城区奥
维斯特一站式干洗店老板介绍了几
种去霉斑的方法。

一，衣物上的霉斑可先在日光
下暴晒，后用刷子清霉毛，再用酒精
洗除。

二，把被霉斑污染的衣服放入
浓肥皂水中浸透后，带着皂水取出，
置阳光下晒一会，反复浸晒几次，待
霉斑清除后，再用清水漂净。

三，用 2%的肥皂酒精溶液
（250 克酒精内加一把软皂片，搅
拌 均 匀）擦 拭 ，然 后 用 漂 白 剂

3-5%的次氯酸钠或双氧水擦拭，
最后再洗涤。这种方法限用于白
色衣物。

另外，丝绸衣物可用柠檬酸洗
涤，后用冷水洗漂。麻织物的霉渍，
可用氯化钙液进行清洗。毛织品上
的污渍还可用芥末溶液或硼砂溶液
（一桶水中加芥末二汤匙或硼砂二
汤匙）清洗。

如果是化纤衣服发霉了，可用
刷子蘸一些浓肥皂水刷洗几下，再
用清水冲洗一下，霉斑可消除。棉
质衣服发霉可用几根绿豆芽，在有
霉斑的地方反复揉搓，再用清水漂
洗，霉点就除掉了。

如果衣服因油渍、汗渍而引起
发霉，可用软毛刷蘸些汽油在霉点
处反复刷洗。

（记者 马丽 整理）

衣服上的霉斑如何去除？ 毛巾发粘有怪味怎么办？

“我家车子买了不到一年，最近却经
常熄火。不是车子问题，而是柴油有问
题。”近日，市民冯景在咸宁新闻网（咸宁
论坛）上说。

冯景称，他是一名菜贩，家住在温泉
城区岔路口附近，因为经常要往九宫山
送蔬菜，于去年底花5万元钱买了一辆
面包车。今年10月2日，冯景在城区某
加油站加了200元的柴油。第二天，在
上山送菜的路上，车子突然熄火。

“我立即下车检查，并没有发现车子
有什么故障。”冯景表示不解，他重新启
动车子，想先将车上的菜送上山后，再到
维修店去检修。

一路上都是山路，冯景的车子频繁
熄火5次。他只能提心吊胆地开一段路

推一段路。
“新买不到1年的车子，为什么会出

现这样的问题？”下山后，冯景便直接到
了车辆修理厂。

经过几番检查后，维修师傅发现，冯
景车子油箱内的柴油被掺了水，掺水的
油不仅导致车辆经常熄火，而且还损坏
了油箱的使用。油箱必须进行全面清
理、修理，费用高达万元。

柴油内掺水，加油站这种行为，让冯
景不能接受。冯景找到该加油站，要求
其赔偿车辆维修费用。加油站以冯景无
法提供加油凭证，拒绝赔偿。

12日，记者就此事与市消保分局联
系。市消保分局立即派出工作人员对
此事件进行调查。工作人员发现加油

站对面装有监控摄像头，便到管辖派出
所，对加油站附近监控视频进行查看。
根据当天的监控视频记录，发现冯景的
车确实到该加油站加过油，冯景提供的
加油时间和监控视频记录下的时间相
吻合。

拿到“证据”后，消保分局当即组织
冯景与加油站负责人进行调解。通过面
对面调解，加油站同意承担冯景车辆的
全部维修费用及相关损失费用，并为冯
景提供为期一年的加油优惠卡。

市消保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市民
在投诉维权时，拿到“证据”至关重要。
不管是加油时，还是出门购物时，市民
都应该保留好相关凭证，以备维权时使
用。

问真相

新车为何频熄火？
记者 朱亚平 通讯员 冯伟

5日，网民“过路客”在咸宁新闻网
（咸宁论坛）发贴称，横沟桥镇镇区东南
处，几个月前，开始大面积拆迁、重建，每
天路过那里时，都会看到不一样的景
象。原来，那里要建一个街心公园。这
真是惠民的大好事，居民们都拍手叫好，
期待公园快点建好。请问公园何时能建
成呢？

10日，记者带着问题，来到了咸宁
高新区横沟桥镇横沟街心公园施工现
场。只见施工现场热火朝天，工人们正
在紧张作业。

横沟桥镇镇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
街心公园是该镇重点项目，将抓好公共

服务设施完善、棚户区改造和立面改造，
全面提升城镇服务功能。

该工程位于镇区东南，贺胜路与
107国道交叉三角地块，占地32亩；涉及
房屋征收拆迁72户，拆迁面积约2.1万
平方米；主要建设工程有景观绿化和基
础设施及公园步行街商铺门面等，总投
资6300万元。通过对镇区东南、贺胜路
与107国道交叉的32亩三角地块进行
高标准规划布局，重点进行景观绿化、公
共服务设施以及公园步行街商业设施建
设，既做到了“还绿于民”，又增强了镇区
的公共服务、商业服务功能。

该项目的房屋征收拆迁安置改变

过去“一户一基”还建方式，全部实行
集中上楼安置或货币化安置。为解决
群众生存发展问题，在公园配套建设
步行街商铺门面，全部用于拆迁安
置。仅用一个半月的时间完成了房屋
征收拆迁，为公园8月初动工建设奠定
了基础。

施工单位相关负责人称，目前，公园
地下管线埋设、场地造型及道路硬化已
全部完成，景观绿化和大理石铺设等施
工已进入尾声。四栋面积6600平方米
的步行街商铺门面，正在进行第二层钢
筋模板施工，整个主体工程及商铺门面
外立面装修争取10月份完成。

横沟街心公园何时建成？
记者 朱亚平 通讯员 熊臻铭

问进展

新闻追问

彭碑村水塘遭污染
环保部门：将对水质进行监测

本报讯 记者马丽报道：近日，有网民反映，汀泗桥镇彭
碑村八组的一口水塘遭污染，村民怀疑是村里一养鸡场污染
了水源。

该网民说，他们这个村子已有600多年历史，村里世世代
代饮用的水都是取自紧邻村子水塘旁的水井。这么多年来水
质从未发生过大变化。但近来，他们发现水质变化很大。“今
年6月底下暴雨期间，村子被水淹过，村民们怀疑是那时养鸡
场的污水流到了村子里。”

8日，位于彭碑村八组上游的咸宁温氏集团养鸡场相关
负责人称，在鸡粪处理上公司有严格的制度，要求员工每天对
清理出的鸡粪经特殊处理后，运至封闭式的存放点，再由签署
协议的公司自行运出进行有机肥加工。

对于冲洗鸡舍的污水和生活污水，公司在场区内建有三
口覆膜厌氧塘，并将所有污水经管网输送到这三口覆膜厌氧
塘，基本实现了所有污水没有外流，同时也有效地防止了下渗
污染地下水，而经处理后的水可直接用于农田灌溉。

区环保部门接到此投诉后，派相关工作人员赶到现场。
工作人员查看了养鸡场的排污设施和投入使用情况，并在相
关每个出水口抽取了样本。

相关工作人员表示，一方面要求养鸡场承诺处理后的废
水“零排放”；另一方面则表示将对该区域水质进行监测。这
期间如果水质变好了，就说明与养鸡场有关，如果水质没有改
变，就再请专家来论证该问题。

本报讯 记者王莉报道：近日，有网民在咸宁新闻网（咸
宁论坛）发帖爆料：位于咸宁城区一号桥至旅游集散中心地
段的公厕肮脏不堪，引起网民热议。

网民“我是爱咸宁的”在帖中称，9月份，他和一个朋友来
咸宁小游。途经一号桥、旅游集散中心、冰雪王国，无论是绿
化还是公共设置都让他觉得很美。遗憾的是从一号桥到旅
游集散中心没有看到一座厕所。好不容易找到一座外观修
得非常漂亮的公厕，进去之后，厕所肮脏不堪，让他和朋友一
天的好心情、以及之前游玩的好印象都化为泡影。

该网民感慨，没来咸宁之前，他们对咸宁的山水、风土人
情充满了别样期待。而如今，一座脏脏的公厕，让这种期待
大打折扣。

网民“蓝海心”跟帖表示：“我是咸宁人，目前在外地工
作。我们天天在外面宣传咸宁美、咸宁好，很多外地人都慕
名而去。硬件上去了，软件也要跟上，城区的公共设施配套
和服务有待提高。”

12日，记者对此采访了相关部门。市环卫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该公厕不归他们管辖。因为此地没水没电，加之之前
分管的单位撤离，导致此公厕无人看管、肮脏不堪。

目前，该公厕已经被市环卫局、市城管局、市旅游委三家
联合处理，预计很快能还市民一座整洁卫生的公厕。

景区地段公厕脏乱不堪
环卫部门：目前正在整改

政府大力支持

此次马拉松比赛是市人民政府提出
的，向中国田径协会申请举办的国家A
类赛事。“从决定申办到申办成功到现
在，市委市政府给予了大力支持。”孙金
波说。

据介绍，体育在咸宁经济、文化、旅
游产业等建设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举
办大型体育赛事是推动咸宁城市发展的
重要一环。2016咸宁国际温泉马拉松
的筹备过程中，我市将加大对赛道完善
和维护力度，加强城市环境整治，提供良
好的参赛环境。

其次，为营造比赛氛围，扩大赛事宣
传，组织市民参与骑游活动、开展马拉松
文化知识普及、马拉松训练营，提高市民
健身意识，丰富城市文化生活。

市领导多次听取各部门前期筹备工

作汇报，确保把咸宁国际温泉马拉松办
成有影响的比赛。另外，还两次到武汉
召开新闻发布会。

赛道合理美丽

咸宁风景如画，空气优良，这是众所
周知的。在这美景中跑步，岂不美哉。

孙金波介绍，比赛起终点在人民广
场，途径咸宁大道、淦河大道、银桂桥、中
心花坛、温泉路等路段。这条赛程上，有
苍翠碧绿的潜山、风景怡人的月亮湾、风
光独特的十六潭等特色元素，将为选手
们展示了一个具有“咸宁味道”的集山、
河、湿地于一体的美景。

曾参加过宁波马拉松比赛的市民谢
先生说，在许多“跑马”爱好者眼中，美丽
公路是马拉松能够吸纳众人参与的重要
原因。而咸宁温泉马拉松赛程，是一条
安全、舒适、美丽的公路文化精品线、旅

游精品线。这也正是咸宁温泉马拉松的
重要支撑。

据介绍，“咸马”吸引了国内男子马
拉松第一人李子成（2小时18分27秒）、
温州国际马拉松女子冠军陈林明（2小时
43分57秒）等顶尖高手参赛。李子成表
示，他来参加“咸马”，就是看好咸宁平坦
无坡的赛道。

另外，马拉松比赛对气候有很高要
求，最佳温度是5—15℃。“咸马”比赛时
间是11月5日，当时气候很适合。

群众基础广泛

公务员孙剑锋是一名跑步爱好者，
每天晚上，他和同样爱跑步的妻子石磊
带着6岁的儿子，在十六潭公园跑步。

孙剑锋说，据他了解，咸宁有一大批
跑步爱好者，他们建了一个QQ群“咸宁
跑团”，人数达到300多人。群成员中，

很多人都有丰富的“跑马”经验。因为他
们时刻关注各地马拉松比赛，并积极报
名参与。群中有不少人还获得过前三名
的奖项。

“咸马，是我们跑步爱好者的期盼，
我们定然会积极参加。”孙剑锋表示，目
前，群里已有200人报名参加比赛。

在与孙剑锋的交流中，记者能感受到
了“咸马”浓厚的群众基础。而在市体育局
了解到的信息，更能说明群众基础良好。

近十年来，咸宁每年定期举办长跑比
赛，参赛人数最高达万人。各县市区每年
举办的长跑比赛，市民也是积极参与。今
年四月份，咸宁举办的微型马拉松比赛
中，仅市直就有6000人参与。

除跑步外，咸宁的全民运动氛围也
很浓郁，打球的、疾走的、跳舞的、骑行
的……无处不见。这些都展示了咸宁人
民热爱运动、健康生活的一面。

马拉松为何能 进咸宁？
记者 马丽 通讯员 郑伏寿

跑
咸宁国际温泉马拉松的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这场家门口举

办的马拉松比赛，让每一个咸宁人都激动和期盼。
据了解，国际马拉松的申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11日，市体育局局长孙金

波说，任何一个城市，要举办国际性马拉松赛，且要有影响力，就必须满足三个关
键条件：一是政府的支持，二是合理而优美的赛道，三是广泛的群众基础。这些
条件咸宁都具备了。

问热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