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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追问

问工程

【网民咨询】网民“翔翔”咨询：冬
天到了，家人用起了取暖器。但胆小
的我很担心安全问题。烤火时要注
意哪些问题，才能防患于未然呢？

【记者打听】16日，城区中百仓
储电器区导购员表示，首先，人在离
开电烤火器时，要将电烤火器上的
覆盖物揭开，同时，关掉电源开关并
拔掉电源插头；不要在电烤火器上
烘烤衣服和食品，否则很危险；使用
大功率用电器取暖，极易发热短路，
造成重大安全事故。因此需要安装
使用大功率电器时，要做好测算工
作，以防烧毁线路。

如果家里用的是火炉，首先，要
防烟尘污染空气；其次，防煤气中
毒。如果炉具不好或通风不良，将
使剧毒气体一氧化碳和二氧化氮等
成倍增加，从而引起急性或慢性中

毒，直到造成生命危险。此外，防火
灾。冬季风干物燥，是火灾的多发
季节。而炉火引起的火灾，又是冬
季火灾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根源。

烤火的时候，还要注意室内通
风，不要紧闭门户，窗户上要留通风
孔，以保证室内有一定的空气对流
度。在睡前，要封炉断火，拆断火
源，严防天然气、液化气泄漏。如果
这些气体达到临界浓度，不仅会引
起中毒，而且还会引起爆炸。

另外，年限超过10年的老电线
一定要定期检测，在平时生活中注
意不要同时将几个大功率的电器插
在一个插线板上，如发现老化、接触
不良等问题要及时更换；发现电起
火要先切断电源，再用干粉或气体
灭火器灭火，切不可直接泼水灭火，
以防触电或电器爆炸。

（记者 赵晓丽 整理）

冬季烤火要注意什么

9日，网民“何某某”在咸宁新闻网（咸宁论坛）上发贴
问，温泉中心花坛改造工程终于启动了，请问何时能完工？

15日，记者从市政府投资项目建设管理局获悉，温泉
中心花坛综合改造工程已于一周前正式动工，计划今年春
节前完成市政道路和园林绿化改造。

温泉中心花坛为何要改？居住
在温泉花坛社区的居民周叶表示，他
最有发言权。

“每天早中晚，家门口都会出现
堵车现象。每逢节假日，车子更是排
成了长龙。堵，太堵了。”周叶告诉记
者，近几年来，出行成了他和附近居
民最心烦的事情。

据了解，中心花坛始建于上世纪
80年代初。近几年来，花坛周边，中百
仓储、沃尔玛购物广场、瑞融国际、光
谷广场、中商百货等大型商业综合体
林立，这里成了城区重要的商业中心。

而每逢节假日和上下班高峰期，
这里便出现大量人流、车流交汇的状
况，交通拥堵现象较为严重，中心花

坛的综合改造迫在眉睫。
市交警二大队提供的信息显示，

中心花坛区域商业密集，人流车流
汇聚，导致区域交通不畅，具体表现
在：淦河大道与温泉路交叉口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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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花坛区域的交通压
力过大。

这些问题，给市民出行带来很
大不便。改造中心花坛区域环境，
市民期待已久。

当天，记者在市区中心花坛附近
看到，住建部门的工作人员正在温泉
路与桂花路十字路口火热施工，园林
部门已将道路两旁的33棵行道树移
开，道路拓宽工作正在进行。

据市政府投资项目建设管理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工程是今年市政
府十件实事项目之一，具体参与建设
的有市政部门和园林部门。市政道
路和园林绿化的改造施工任务，计划
在2017年春节前完成。

市政部门的建设内容包括：淦河
大道与温泉路交叉口改造，桂花街与
温泉路交叉口拓宽改造，温泉路（淦
河大道—温泉路）的道路刷黑整治及
中百路、瑞融路贯通至幸福路的微循
环道路改造等，改造长度约900米，面

积约3万平方米。
园林绿化部门的建设内容包括：

花坛改造提升及渠化岛、分隔离带建
设等，总面积约3141.3平方米。

据介绍，中心花坛综合改建工程
将分段进行，此次施工主要将对中心
花坛路口及温泉路与桂花路十字路
口进行提档升级改造。其中，两处路
口将会拓宽路面，以便于在车流高峰
能够加快分流，缓解拥堵；中心花坛
面积将会缩小，淦河大道向东延伸至
幸福路，建成一条双向4车道的城市
道路。

该负责人表示，目前，中心花坛
的改建工程第一期刚刚开工，市民看
着变化还不大，等工程完工后，将会
很大程度地解决此路段的交通问题。

早在今年7月份，我市规划部门广
邀市人大代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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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宝贵建议和意见。

市规划局规划设计院相关负责人
介绍，根据当时的中心花坛改造规划，
将现状花坛向东南侧移动16米，半径
缩小至25米，道路在此基础上加以拓
宽，从而缓解该路段的交通压力。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该路段的交通
压力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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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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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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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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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中心花坛也将以“嫦娥掷桂”为
设计主题，向外界展现咸宁嫦娥之乡、
桂花之乡、温泉之乡的文化韵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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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集道路路面下渗的雨水，起到增
加土壤水分含量的作用。

此外，中心花坛附近沿街分布的老
建筑、广告牌等都将进行清除清洗，统
一格调。

为何改：解决交通拥堵难题1

2 怎么改：实用与美观并存
3 谁来改：住建园林部门齐上阵

微达人

“夕阳好”是记者的一位微信好
友。互为好友一年来，发现她在朋友圈
里发得最多的是旅游照片。

8日，她在朋友圈里说：“刚从日本
回。退休5年，走过10个国家。值得纪
念。”这条信息引来不少人跟帖：“幸福晚
年！”“羡慕嫉妒！”等。还有人跟帖说：

“你真是个旅游达人。”
5年游10个国家，这位退休大妈还

真算得上是旅游达人了。当日，怀着好
奇的心，记者与她交流。

“夕阳好”真名黄小香，今年60岁，
退休前在一家私企上班。2011年3月退
休后，她准备回家带孙子。可儿子儿媳

想过二人世界，怎么也不肯要孩子。有
段时间，她天天郁郁寡欢，整个人精神状
态很差。

这一切，儿子儿媳都看在眼里。为
了缓解她心中的郁结，俩人给她报了个
旅行团——济州岛五日游。

这趟旅行中，黄小香结识了一位65
岁的大姐。大姐家境优越，从50岁开
始，每年出国旅游一次，国内旅游两三
次。她开导黄小香，儿孙自有儿孙福，自
己该多为自己考虑，在有限的时光里多
走走，多看看，多享受生活。

此番话引起黄小香的深思。退休
前，为家庭、为工作，一直忙忙碌碌，还没

有好好旅游过，何不趁着现在清闲，四处
看看。此后，黄小香再也不找儿子媳妇
要孙子了。她有了新的打算——用养老
金和自己的积蓄去旅游。

孩子们对她的这一想法给予很大支
持。黄小香每年出国旅游两次，一次自掏
腰包，一次儿子出钱。到今年为止，她已
到了瑞士、德国、英国、泰国等国家。

“除此之外，我还去了很多国内景
点，比如北京的、上海的、深圳的、九寨沟
等，我都去过了。”黄小香称，旅游开拓了
她的眼界，也让她更有活力。

黄小香表示，如果身体健朗，她希望
能旅游到70岁。

退休大妈退休大妈：：55年游年游1010个国家个国家
记者 马丽

【网民咨询】网民“初雪”咨询：我
的一些衣服很容易粘毛，而这个问题
让我烦恼。想咨询一下，有没有清除
衣服上毛絮的好办法。

【记者打听】15日，从事家政服务
行业的杨女士介绍了几种巧除衣服
粘毛的方法。

用宽胶带去除粘毛。当黑色衣
服粘上浅色毛或灰尘时，可用宽胶带
(宽胶带易于操作，面积大，处理快)针
对粘毛的部位，进行移动粘贴，这样
衣服上的粘毛很快就被粘在胶布
上。速度快一点，很快就能处理完。

粘尘滚筒是很好的除粘毛用
具。不少家庭配备了粘尘滚筒，利用
有黏度的橡胶滚筒或表层胶纸，将毛
絮从衣服上粘下来，是很方便的事
情。

湿润毛巾除毛絮。衣服粘上毛

和灰尘，多是静电吸附引起，这时可
以用湿毛巾(以手拧不出水为宜，太湿
反而让灰尘深入衣裤中)轻轻擦拭。
这样粘毛和灰尘就被吸附到毛巾
上。如果擦后衣裤较湿润，再将其晾
挂一段时间即可。

同理，也可采用海绵擦拭法。找
一块浸水后拧干的海绵来擦拭衣物
表面，即可轻松除去其表面的杂物。

衣物会粘毛是因为静电过多，因
此洗涤衣物时，脱水不要脱太多次，
为了防止静电的产生，还可以用除静
电的洗衣液浸泡一下，如此也能起到
一定的作用。

（记者 马丽 整理）

衣服上的毛絮如何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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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帖称，咸安碧桂园小学
门口，上下学时段，交通
拥堵无人管理，且道路
没有划线标识，车辆随
意变道调头，存在安全
隐患。

网民“蔷薇”跟帖表
示，上下学时段人多车多，实在让人担心。只有治理好了交
通，才能让家长接送孩子更快更有序。

分管该辖区的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三大队收到情况后，迅
速组成专班开展调查。

据介绍，该大队针对碧桂园小学路段的交通情况，实行高
峰时段执勤，并已成常态化。但相关民警在执勤时未履行工
作职责，造成了某一时间的拥堵，给市民的出行带来不便，该
大队已对相关人员做出处理。

同时，该大队要求各中队对重点岗位配备交通管理经
验丰富的民警执勤；对随意变道掉头和乱停乱靠行为予
以整治；与学校一起定期举办交通安全讲座和交通安全
宣传活动，以最大程度消除交通安全隐患，改善校园周边
交通环境。

永安多个路段路灯损坏
路灯部门：已恢复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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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安永安北门口中医院、西河桥路段等
多个路段路灯损坏无人管，希望相关部门能及时维护，保证市
民出行安全。

网民“真心”发帖称，他家住在渔水路附近，近来发现，永
安城区多个路段的路灯损坏严重，无法保证夜间照明，给市民
的出行带来极大不便，市民出行安全成了难题。

他表示，咸宁北门口中医院中百仓储路口、中城二街、北
门口小学门口、西门小学等这些地段的路灯都无法提供正常
的照明。

记者随即向市路灯管理局反馈此问题，市路灯管理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将迅速对此事进行调查，尽快修复所有出现故
障的路灯。

15日，记者收到此事的最新反馈，市路灯管理局工作人
员已检查街道路灯运行状况，网民所反映几个地段损坏的路
灯已经全部恢复照明。

据介绍，近年来，由于老城区改造工程较多，在施工改
造中，不慎挖断路灯电缆的事故时有发生。为此，市路灯管
理部门呼吁，各级相关部门在改造施工前，请主动与市路灯
管理局联系，避免路灯设备和路灯电缆遭受人为破坏。如
果以后路灯再次出现故障，市民可直接拨打15971577617，
与市路灯管理局抢修值班室联系。

通城银山广场附近有违建
城管部门：已责成其自行拆除

本报讯 记者赵
晓丽报道：近日，网民

“路者”在咸宁新闻网
（咸宁论坛）发帖表
示，通城县银山广场
幼儿园及巴陵食府前
后违规建厨房，而且
旁边还搭建了简陋棚
子。既影响美观，也
不利于群众的食品卫
生安全。“希望有关部
门能够进行处理，还大家一个舒适、安全的环境。”

该县城管执法局接到这一投诉后，立即组织执法一中队
进行调查处理。经查，在白沙十组银山小区内违章搭建的有
三户人家，其中，银山幼儿园门前违规安装的铁栅栏，2015年
考虑到幼儿进出的安全问题，已经该局临时批准。

另外，这三户屋后阶沿下搭建的全部为违法建筑，已行墙
2米高，搭建面积每户宽7米、长4米，面积28平方米。执法
人员当场下达《违法建设限期拆除通知书》，并强制停工，现三
户已停止建设。

据介绍，该局将进一步与建设方进行沟通，责成其自行
拆除其违法搭建的建筑物，否则，该局将按法律程序依法强制
拆除。

温泉中心花坛综合改造三问
图/文 记者 朱亚平

嘉鱼城北公交收班太早
交通部门：暂时停运

本报讯 记者马丽报道：11日，网民“小小”在咸宁网络
问政平台反映：“嘉鱼城北公交收班太早，晚归的人回家不方
便。”

该网民称，他弟弟今年在城北中学读初三，每天下晚自习
后回家特别不方便。因为城北那边的公交车很早就没有了。
而且也没有公交开到他所居住的茅洲垴那边。无奈之下，其
父母只能租车接送弟弟，周末时父母自己接人。

该网民问，从嘉鱼县人民医院到茅洲垴，也不过十分钟的
公交车路程，为何不能多设一站？“城北那边本来有点偏，如果
下晚自习后有公交车的话，我相信家长们也会放心很多。”该
网民说，这几年嘉鱼发展很快，茅洲垴那边，已算得上是郊区
了。如果交通能发达一点，相信嘉鱼会发展得更好。

当日，嘉鱼县交通运输局就该网民的问题回复道，早在
2014年8月，嘉鱼县就已开通茅洲垴至公安局公交线路（5
路线），因试运营过程中旅客流量较少，出现严重亏损，外加
此条线路与原有公交线路重叠路段出现矛盾，所以暂时停
办，待城乡公交一体化工作及县公交线路重新调整后，将优
先考虑开通该线路。

碧桂园小学路段交通拥堵
交警部门：即将改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