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日，网民“将军何在”在咸宁新闻
网（咸宁论坛）发帖称，淦河与龙潭河交
汇处，有个工程几个月前动土开建，先后
建起了很多亭子。经常看到施工人员都
马不停蹄地在赶工。经询问得知，那里
正在修建的是一个名为咸宁阁的景区。
对此，附近居民翘首以盼：这个景区何时
才能建成？

20日，记者带着此问题，来到咸宁
阁景区的施工现场。虽然下着小雨，但
施工现场仍热火朝天，工人们正在紧张
作业。

只见工人们打磨的打磨，勘察的勘
察。景区内轴线景观基本成型，亭台楼

阁飞檐翘角，千姿百态。
市城投公司工程部相关负责人介

绍，该工程全名为咸宁阁景区工程，于今
年3月份开工建设，由市城发集团负责
投资，中建七局负责承建。

该工程由咸宁阁和茶文化博物馆
两大部分组成，计划今年建成茶文化博
物馆工程，2017年年底完成咸宁阁工
程。该项目规划占地面积367.86亩，总
投资2.56亿元，总建筑面积24230.3平
方米。

据悉，该项目是我市目前投入力度最
大，建筑要求较高的市政工程，由著名建筑
大师梁思诚弟子、清华大学季怀禄教授主

持设计。工程采用明代古典建设风格，结
合该地域山水景观，旨在打造我市传世经
典园林景观。

淦河、龙潭流域水面开阔，景观视线
通畅，山水资源丰富。茶文化博物馆建
成后，将有助于进一步弘扬咸宁“茶叶之
乡”美誉，提高市民及游客对中华茶文化
的认识，充分展示咸宁作为茶马古道北
线源头的历史作用及地位。

咸宁阁景区将按照“AAAA”级景
区标准、作为市区核心亮点景区打造，
该景区建成后将成为华中地区具有中
国历史文化底蕴的标志性仿古建筑群
之一。

咸宁阁景区工程何时收官？
记者 朱亚平

问进展

网民在线

【网民咨询】网民“露露”咨询：新
配了一副眼镜，用了两个月不到，前天
擦眼镜时，发现镜片上有了划痕。这
个问题能够解决吗？

【记者打听】19日，城区宝岛眼镜
店工作人员说，划痕不厉害的话，可以
采取以下方式。

用水磨砂布或砂布轻轻擦划痕，
再将擦毛了的地方涂上牙膏，用一块
麂皮或类似东西慢慢擦,直至透明为
止。如果痕迹非常小，可以用棉签沾
酒精延划痕方向轻轻擦拭，这样可以
遮盖划痕。

如果担心自己处理不好，可以把
眼镜拿到眼镜店去打磨，这样也可以

去除眼镜片的划痕。
该工作人员说，眼镜的放置要注

意，不合理的放置会使镜片花。
眼镜摘下时，要放置在小孩接触

不到的地方，以免小孩拿眼镜玩耍。
否则，不仅会让眼镜片花，还可能对小
孩造成风险；若将眼镜放在桌上，切勿
使镜片凸面与桌面接触，以免镜面遭
到磨损；较长时间不用眼镜时，应将其
放入镜盒内保管。

清洗眼镜片要注意手法。近视
镜片的清洗始终应保持在湿润的环
境下，如果是粘上了灰尘，用清水冲
洗借着水流将灰尘冲掉，手指上油脂
较多，尽量不要用手指擦拭镜片表
面，之后用眼镜布或者柔软的纸巾擦
拭镜片。如果有眼镜清洗液，直接喷
到镜片表面，用镜布或柔软的纸巾擦
拭即可。

（记者 马丽 整理）

【网民咨询】网民“微观”咨询：最
近一段时间，我发现，家里的网经常
被不知名的用户盗用。家用WIFI如
何防盗？

【记者打听】10日，家住花坛社区
的居民李明介绍了他处理此类问题
的妙招。

李明说，如果你还在使用默认
的路由器管理密码(如admin)的话，
那任何蹭网者都能轻松地进入你家
无线路由器的管理后台，任意修改
配置。

如何处理？打开网页浏览器，根
据路由器的类型不同，输入数字
192.168.1.1 或 192.168.0.1。输入用
户名和密码，进入路由器设置页面，
在相应的菜单中即可查看连接设备。

将路由器上所列的设备与电脑
名、IP地址和硬件地址进行对比，如

果不一致，那网络正在被盗用。如果
明明同时在线人数并不多，就可能是
网络服务商的问题，可以打电话进行
投诉。

在“选项卡”或“安全”中，选择
WPA-PSK/WPA2-PSK密码，设置
复杂、易记、难猜的密码。在局域网
（LAN）设置中，关闭DHCP功能，防
止自动给无线客户端分配IP地址。
默认的地址为 192.168.1.1，可改为
192.168.100.1，以防被轻易猜到。

按快捷键win+r，打开运行对话
框，输入cmd并确定；输入ipconfig/
all，回车；找到以太网适配器、MAC
地址过滤—开启过滤—允许—添加
自己MAC地址。

如果觉得自己动手太麻烦，也可
以直接找电脑专家们帮忙设备，以防
WIFI被盗。

（记者 朱亚平 整理）

家用WIFI如何防盗？ 眼镜镜片花了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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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门湖村民健康卡未发
相关部门：将尽快发放到位

本报讯 记者马丽报道：10日，网民“南湖”在咸宁发布
微信公众平台上投诉：“他去年的新农合居民健康卡还没有
发放。”

该网民称，他是嘉鱼县南门湖村村民，今年新农合马上
又开始收费了，可是他去年的合作医疗、健康卡至今还没发
下来，村里不少人都是这种情况。元月份发卡时，说他们这
些没有卡的是漏掉了。可是如今已经过去快一年，还没有给
他们补卡。不知道工作人员是怎么办公的。

13日，嘉鱼县合管办对此调查核实后回复。该县新农合
居民健康卡是县农商银行和县卫计局统一制作的多功能
银行卡。近几年该县参加新农合的群众为25万余人，居民
健康卡首次于2015年发放21.5万张，2016年 10月第2次
发放2.5万张，余下1万张正在信息比对中。

居民健康卡没有发放的原因有：一是部分村民2014年没
有参合，而2015年参合的，当年是领不到居民健康卡；二是个
人信息不全、不准确，则不能制卡。

县合管办相关负责人建议：村干部在开展征收新农合基
金时，收集好村民的参合信息，做到完整、准确；农商银行要
重视居民健康卡的制作工作，尽快将符合规定的居民健康卡
发放到参合群众手中。

咸安碧桂园业主私自扩建
城管部门：尽快调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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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安碧桂园丹桂香堤别墅，有个业主私
自扩建，挡住了左邻右舍的采光和空气流通，还影响了小区
的整体美观。

网民“上知天文”发帖称，他是咸安碧桂园丹桂香堤别
墅区一业主。近日，他发现，小区内有不少业主在别墅花
园内私自扩建，建筑高出了原有的围墙。“买栋别墅本来是
为了感受房前花园敞亮的视野，可部分业主这样做，让其
他业主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请问私自扩建行为是否合
理合法？”

该事件的爆料者介绍，这一片别墅内，好多户人家院内
都堆放着脚手架等建筑材料，扩建工作基本完毕，只差贴外
墙砖了。虽然有院墙阻隔，但原本相距五米以上的两家别墅
房檐现在基本上挨在一起。“别墅扩建后，私密性、安全感以
及采光和观景都受到了影响。”

该小区物业管理公司一名工作人员称，作为物业公司，
他们没有执法权，也不好和业主发生冲突，所以只能一边劝
说业主，一边将问题向相关部门反映。

咸安区城管局一位工作人员说，他们近期接到了几起类
似的投诉，而且他们在两年前就在碧桂园处理过此类违章建
筑，对于近期碧桂园丹桂香堤业主私自扩建情况也有所了
解。

该工作人员表示，城管局已经下了文书，将尽快进行调
查处理。

新闻追问 问热点

好处之一，扩大城市影响

市民杨德兵说，八年前，咸宁在地图
上难找，外面的人不知道。咸宁人在外
自我介绍时总是“羞羞答答”。更让人尴
尬的是咸宁一不小心就会被“咸阳”。如
今，“鄂南小镇”蝶变“香城泉都”，“深闺
村姑”蝶变“国际佳丽”。

“是旅游节让咸宁声誉远扬的。”40
来岁的杨德兵是一名退伍军人。他说，
以前节假日时，他总带着家人到战友所
在城市旅游，近几年，一到节假日，战友
们就要到咸宁玩。

杨德兵认为，咸宁在国际国内的影
响增大，咸宁人的腰杆子也硬了。

好处之二，推进城市建设

每一届旅游节，市民都会惊喜地发
现，交通条件大大改善，亮化工程更加
完善，街道更加整洁，园林绿化更加靓
丽……

市民孔先生家住龙潭附近。他说，
那一片曾经荒芜，少有人问津。去年旅
游节前，“香泉映月”来了。那里摇身变
为一个新的休闲景点。

据介绍，从首届旅游节到现在，新
建、改建的道路有数十条，形成了城市特

色绿化网路体系，提升了城市的承载
力。旅游节也促建了一大批绿化工程，
如市人民广场、月亮湾公园、潜山公园、
十六潭公园等，让游客和市民享受城市
公园的乐趣……

好处之三，提高市民素质

赵慧是一名中学教师。在她看来，
旅游节提升了城市的品味，也提高了市
民的素质。

她说，为了给游客留下美好印象，在
举办旅游节之前，相关部门会对相关人
员，如交警、志愿者等进行咸宁市情知
识、接待礼仪、咸宁风土民情等知识的培
训，使市民有一种主人翁的意识和高度
的责任感，来迎接八方来客。

正是旅游节的举办，使咸宁市民充
满自信心和自豪感，并使用文明用语，规
范自己的言行，市民的整体素质和文明
程度得以提升。

好处之四，提升管理水平

旅游节期间，咸宁要接待的游客成千
上万。如何让游客们感受到我们的热情、
享受高质量的服务呢？公务员小黄曾参
与过旅游节的筹备工作。她说，管理能力

很重要。要科学制定方案，将活动组织、
对外宣传、市容美化、旅游营销、安全保
卫等工作层层分解各职能部门……

据介绍，每届旅游节，我市都能确保
各项工作“零死角、零纰漏、零突发”，安
全保卫工作“零失误、零事故、零伤害”。

因此，她认为，节会能全面提升城市
规划建设管理水平，全面提升政府职能
部门的监督服务接待水平。

好处之五，凝聚全市人心

每一次的旅游节，都是咸宁人民的
一场盛会。在这场盛会中，市民们不仅
是主人，还是参与者。

市民周先生说，他报名参加了今年
的山地自行车越野公开赛。平时就爱骑
行的他和车友们，将这场赛事发在朋友
圈里，并欢迎外地的车友来参加。

另外，很多咸宁市民的朋友圈里都
转发了《2016年首届“咸宁味道”美食文
化节》的帖子。

此刻，你会发现，每一个咸宁人都怀
着一颗骄傲的心，争当咸宁宣传者。而
在节会时，他们会热心帮助每一个游客，
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大家齐聚一
心，把最好的咸宁展现给大家。

好处之六，促进经济发展

“温泉文化旅游节的举办，有效吸引
了投资，加快咸宁城市经济的快速发
展。”公务员张青说，比如去年，借助旅游
节契机，我市先后赴北京、广州、深圳拜
访考察国内知名电商企业67家。电商
智慧物流园、深圳市百米生活电子商务
平台建设等多个电商项目正式落户，总
投资达19.74亿元。

据介绍，通过举办旅游节，人流、物
流、资金流、信息流加速涌向咸宁，相关
产业加速提档升级，各种要素聚合放
大。以节促建，筑巢引凤，咸宁的资源优
势、环境优势不断转化为经济优势与竞
争优势。

倍受关注的第八届咸宁国际温泉文化旅游节即将来临，那么——

旅游节能带来哪些好处？
记者 马丽

通山一医院医生上班迟到
医院回应：已调查处理

本报讯 记者赵晓丽报道：近日，网民“李”有疑问：通山
县人民医院某些工作人员上班不准时，耽误病人及其家属时
间。

该网民反映，他前段时间去通山人民医院检验科做检
查，下午2：30窗口还无人，直到 2：42才看到工作人员慢
吞吞地过来。该网民认为，如此行为耽误了病人就诊时
间，也有损医院形象。

接到该网民投诉后，医院立马进行调查。调查结果
显示：医院正常上班时间为 8：00—12：00，14：30—17：
30，检验科实行 24小时三班倒上班制。当天 14：30，值
中班人员按照规定在检验室内与下午上班人员交接班，
未出现在采血窗口。而当天安排在窗口采血人员未按时
上班，造成检验科采血窗口空岗10余分钟。

对此，根据履职尽责工作要求和医院规章制度，经研
究，该院决定对该工作人员进行全院通报批评，并处以经
济处罚100元。

下一步，将在全院范围内进一步加大履职尽责工作
宣传，严明劳动纪律，加强检查督促力度，对敢于顶风作
案、违反劳动纪律人员从严从重处理。

6路公交提前赶乘客下车？
枫丹公交：按公司规定执行

本报讯 记者马丽报道：12日，网民“方方”在咸宁网络
问政平台投诉：“枫丹公交6路车晚班车提前赶乘客下车。”

该网民说，6路公交车的线路是从咸宁凤凰工业园区到
城铁东站，但每天晚上8点左右，公交车就不到天成家居那边
了，最多到汽车客运站就掉头，有时候一过鄂高附近的红绿
灯，司机就赶人下车。

该网民有三个问题：一，这是枫丹公交公司的规定吗？
二，乘客都是按全额给的公交费，为什么不送到站点？三，提
前把乘客赶下车，安全问题谁负责？

“按正常站点下车，我只需走七八分钟就到家，现在客运
站下车，最少得走半个小时才能到家。”该网民表示，因为这
条路晚上七八点就几乎没有人了，过路车子也少，每次走在
路上都是提心吊胆的。

18日，市枫丹公交有限公司相关人士回应称，枫丹公交6
路线从开通以来，温泉的终点站就设立在温泉中心客运站。
由于天成家居的进驻，终点站往前延伸，后因城铁东站的建
设，6路的终点站就设立在了城铁东站。

因夜间该地段的商区已经停止营业，也无上下班的乘
客，包括城铁东站17:30后就无车辆发出，所以从天成家居站
点的延伸开始至今，该公司所有6路线的车辆，在19:30后的
温泉方向的终点站就只到温泉中心客运站。

这是枫丹公司在结合该线路特点后对驾驶员的规定，也
是经过交通客运管理部门批准的。

微达人

“对于花痴来说，把喜欢的花草永久
保存起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温泉女
孩“花不语”的朋友圈首页，便是这样一
句话。

“花不语”是她的网名。小时候，她
看到书签、贺卡上用植物的根茎花等制
成的“压花”图案，非常喜欢。

因此，她试着压花，把一朵色彩艳丽
的喇叭花或者一片金黄的银杏树叶压在
厚厚的书里，等过段时间拿出来，就可以
当美美的书签用。

不过，时间久了，花瓣和树叶的颜色
会褪色，这让“花不语”很遗憾。

一次偶然的机会，“花不语”在外旅
游时，发现有人将压花做成各种工艺品，
颜色艳丽，就像刚从树上摘下来一样，让

人赏心悦目。“花不语”心动了，并利用业
余时间学压花。

她在网上拜师。经过一个又一
个阶段实习，“花不语”的压花水平越
来越高。在她的工作室里，摆着各种
琳琅满目的作品，有写实的动、植物
以及人物造型，有国画效果的田园美
景……

据“花不语”介绍，每幅作品从备材
到完工需要花费几个月时间。简洁的作
品，至少要采用六种植物，复杂的要采用
几十上百种植物。

20日，“花不语”说，描绘大自然原
生态美景的《田园美景》压花作品就用
了30种植物。野鸡蕨做成了杉树，叶子
被剪成了一座座山脉，铁线蕨的叶面支

撑银杏树的树叶，树干用美人蕉叶片剪
裁而成……

“花不语”推出的压花手机壳一度
引起网友们追捧。如今，“花不语”的
压花产品越来越多，已经拓展到饰品
上。

“花不语”说，压好的花瓣，可以使用
滴胶封存，用滴胶制作成项链，也非常
美。比如压花项链、压花戒指、压花耳环
等。

一个购买了压花耳环的网友在“花
不语”的空间留言：“作品就像鲜花一样，
盛开在耳畔，心情都是美的。”

如今，“花不语”在网上收了一名徒
弟：“我希望这样美的事业能让更多的人
感受到、掌握到。”

玩出人生新“花”样
记者 王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