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辛文报道：近日，记者
来到咸安区贺胜路航天花园小区，只见道
路干净整洁，居民生活有序。

小区大门口，工人师傅正在安装新的
大门栏杆。“上午装好，下午试调，过几天
就可以正常使用了。”该小区物业公司经
理李辕说。

其实，这只是该物业公司整改小区环
境的一个镜头。7月24日，本报咸宁网事
版曝光了航天花园小区物业在管理小区中
存在的一些问题。自此，该物业公司认真

对照检查，针对问题开展了一系列整改。
李辕告诉记者，之前，航天花园小区

因为上一家物业公司离开，有很长一段时
间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垃圾无人清扫、
大门栏杆陈旧破损……小区内的环境越
来越差，居民也怨声载道。

今年5月10日，湖北宇源智慧物业服
务有限公司进驻航天花园小区，着手改善居
民居住环境。因为接手时间短，小区一些历
史遗留问题多，一时未能及时处理到位。

5月中旬，陆续有业主发现门前树上
遍布密密麻麻的飞虫。

“我们邀请植保站的专家来小区‘确
诊’。”李辕说，经过专家查看后得知，此虫
名为“重阳木锦斑蛾”，其繁殖迅速，危害
极强。一棵害数棵，一排染一片，“整个小
区随处可见高大茂密的树木被吃光叶子
的惨状”。

据了解，航天花园小区在开发时就已
经种植了重阳木这一树种，目前小区有50
多颗重阳木树，集中种植在小区二期50
栋楼附近。

“我住进来后每年深受虫害之苦，农
业专家说，重阳木锦斑蛾只吃重阳木，一
年有四轮繁殖期，从春天一直持续到秋
天。一般的杀虫药无法将其杀死，而重度
杀虫药对居民的健康有影响。所以，建议

将树木移植或者砍掉。”航天花园二期50
栋居民代表袁老师说。

袁老师回忆说，居民年年因此虫遭
灾，楼道门前，家中窗边都爬满了虫子。
有的居民下夜班都不敢回家，一进门打开
灯，看到一群黑虫在家里肆意爬行，毛骨
悚然。

“7月初，50栋的全体居民联名向我
们写了砍掉虫树的申请书。”李辕告诉记
者，他们按照50栋居民的意愿，在未征求
全体业主意见的情况下，将50栋楼附近
的重阳木进行了大幅度修剪。

“现在，我们公司对小区内的整治，都
会及时与市住建局物业科、小区党支部书
记和业主代表进行沟通商量，将小区建的
越来越美。”李辕说。

记者现场发现，物业公司已经将修剪
的树枝伤口进行了处理，确保了树木的成
活率。

对于小区居民反映强烈的违建问题，
前物业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航天花园开
发商在售卖房子的时候，将一楼户外的部
分地方用灌木围成了院子，并承诺购房者
可以使用。所以，前物业公司对于居民将
灌木换成水泥，修建院墙一事确实存在管
理不善的问题。

“我们接手小区后，二期一住户开始

违建院墙，因为小区大门没有进行登记管
理，所以违建就是一晚上的事。”李辕说，
他们物业发现后，于7月20日下午联合城
管部门对违建进行了拆除，目前小区内5
户违建已经停工。

当日，记者还就该小区二期三期院墙
开门一事采访了航天花园开发商。

“每年梅雨季节，三期就会有泥石滑
坡现象，为了业主居住安全，2017年，我
们在二期与三期中间修建了挡土墙。”该开
发商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疫情后，航天花
园三期开工建设，根据市自然和规划局审
批的项目规划方案，拟将挡土墙开一道门，
作为二期、三期所有业主的进出通道。

记者在规划图上看到，该小区配套的
航天花园幼儿园等配套设施位于二期，三
期居民只能通过通道到达幼儿园。

“居民担心此通道会作为建筑材料运
输通道，我们可以理解。我们已经重新规
划，将在东外环开一个口子，专门用于三期
项目运输车辆进出。”该开发商相关负责人
说，对于居民反映的施工工人如厕问题，他
们会再进一步专题研究，让居民满意。

咸安区贺胜路航天花园小区物业：

即查即改让居民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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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地转学需要哪些材料
部门：已答疑

本报讯 记者焦姣报道：近日，有网民在咸宁网络问
政平台上发帖咨询，异地转学需要哪些资料？

该网民表示，小孩的户口在恩施州，自己已在咸安区
海德公馆买房，想让小孩到咸安区读书，不知分配在哪所
小学就读，需要办理哪些手续，要走什么流程。

对此，咸安区教育局相关工作人员回复称，据《咸宁
市教育局关于做好2019年市城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
生入学工作的通知》，家长需要准备的材料包括家庭户口
簿，不动产证（房产证）或房管部门备案的购房合同等其
他合法固定居住证明的原件（房屋的规划用途必须为住
宅，不动产证或房产证未记载用途的，土地证记载的规划
用途必须为住宅用地。民间契约及协议均不视作招生的
房产依据），居住一年以上的相关证明（如水电费缴费凭
据等）；拆迁户需提供正式拆迁补偿安置合同（包括原已
取得的相关证件、棚改指挥部证明）。至于具体分配到哪
所小学，2020年最新城区学生入学政策已公布，请家长
关注咸宁市教育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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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院复工后，电影怎么看？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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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冰箱如何省电
【网民咨询】近日，网民“六六”咨询，夏天离不开冰

箱，耗电也高，如何用省电？
【记者打听】近日，咸安一家电城工作人员介绍了冰

箱省电的几个小技巧。
冰箱的放置环境很重要，阴凉通风的环境利于冰箱

散热，减少电耗。冰箱摆放需远离发热源，如电视、电磁
炉、煤气灶等。如果周围环境温度高就会使冰箱散热变
慢，箱内温度下降慢会导致耗电量增大。同时冰箱左右
两侧和背部要留有适当的空间散热。

冰箱内的食物之间最好有1厘米左右的空隙，利于
冷空气对流，使箱内温度均匀稳定，以达到节能的效果。
此外，热食物需要放凉之后再放入冰箱，热食直接进冰箱
会让冰箱内温度升高，导致冰箱耗费更多的电量。

减少冰箱的开门次数，使用后随手关门。每次开门
都会有热空气进入，压缩机就需要多运转，耗电也会增
加，而且还会使蒸发器霜层增厚，降低冰箱的制冷能力。
所以平时注意冰箱内食品摆放规律，在开冰箱门前，想好
要拿什么东西，减少开门次数。

定期给冰箱除霜。冰箱使用一段时间后，冷冻室的
表面会凝结很多冰霜，当冰霜的厚度达到10毫米时，冰
箱将会比正常情况增加1／3左右的耗电量，因此要定期
给冰箱除霜。除霜首先切断电源，取出冰箱内的食物。
然后根据冰箱冷冻室的容量，放置一碗热水，静置十分
钟，冰霜自动脱落。最后用干净毛巾擦拭干净即可。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念 整理）

如何选购饮水机
【网民咨询】近日，网民“晓晓”咨询，天气越来越热，

饮水需求也越来越大，想知道该如何选购饮水机？
【记者打听】近日，温泉电器城的工作人员分享了几

点选购饮水机的技巧。
家庭使用饮水机首先要选择适合自己的饮水机的机

型，现在市场上各个容量的饮水机很多，大家在选择的时
候要选择适合自己家庭人数的饮水机，选择过大浪费钱，
选择小的话满足不了自己的家庭使用。

饮水机有两个大的分类，一类是台式机饮水机，一类
立式饮水机，两种饮水机价格有很大的区别，而且容量也
不一样，台式机适合一百平米以内的房子使用，柜式的适
合一百平米以上的家庭。

如今饮水机的功能也越来越多，一般新功能越多价
格也就越高。选购时可根据自身需求看是否需要新功
能，一般选择有冷热温水的基础模式即可满足家用需求。

饮水机需要桶装水的话，也有大小之间的选择，一般
三口之家使用小桶装就可以满足饮用了，五口之家需要
使用大桶装的饮水机，同时我们还要考虑到家庭的置放
位置，与家居的配合等。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焦姣 整理）

市图书馆环境望改进
部门：将整改

本报讯 记者刘念报道：近日，一网民在咸宁网络问
政平台上发帖反映，咸宁市图书馆新馆对书香咸宁建设
有重要意义，是阅读和学习的场所。正值暑期，许多市民
和学生在馆内自习，然而天气炎热，馆内不开空调，且工
作人员常在馆内喧哗，设备维护人员也制造噪音，影响阅
读和学习，希望能够改进。

市文旅局有关工作人员回复称，收到诉求消息后，该
局立即与市图书馆负责人联系，责成市图书馆对诉求人
提出的问题进行答复及有关问题抓好整改。

关于咸宁市图书馆空调开放问题，该工作人员回
复，市图书馆的空调系统不具备改造和开放条件。如
果开放空调，将违反疫情期间公共文化场馆开放的相
关要求。根据现有设备情况，市图书馆将增加通风、送
风时间，同时进一步保持开门、开窗通风。疫情常态化
防控期间，鼓励读者外借图书回家阅览，减少公共场所
人员聚集。市图书馆持续关注我市疫情防控政策动
态，如条件或政策符合空调开放要求，市图书馆将在第
一时间实施。

关于馆内工作人员常在馆内喧哗，设备维护人员也
制造噪音的问题，市图书馆诚恳接受批评，加强对工作人
员的管理，严格执行上班工作纪律，尽心为馆内读者服
务。此外，调整设备维修时间，尽可能减少维修产生的噪
音，不影响读者学习。

7月16日，国家电影局发布《关于在疫情防控常

态化条件下有序推进电影院恢复开放的通知》（下文

简称《通知》）：低风险地区在电影院各项防控措施有

效落实到位的前提下，可于7月20日起有序恢复开

放营业。此《通知》一出，许多咸宁市民都表示，憋了

这么久终于可以去看电影了。

7月20日起，我市城区电影院陆续复工，算起

来，电影院已暂别我们的生活近180天了。电影院

市场恢复情况如何？市民如何观影？票价贵不贵？

有没有什么优惠促销活动？为此，记者来到城区内

数家电影院一探究竟。

7月28日晚，记者来到咸安区书台街上的中影
梦工场。一进门，就看到进入影院观影需要经过层
层把关。首先，影院目前暂不提供现场售票服务，观
众需要在网络购票app上提前选好场次、座位，现场
出示购票码入场取票。

其次，在影厅外，观众需要佩戴好口罩，依次进
行扫码实名登记、出示健康码等一系列步骤。另外
记者注意到，目前影院零食售卖区都暂停营业。

“为了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我们工作人员全程戴
口罩和手套，每个放映厅的上座率都严格控制在
30%以内，实行单场限流、交叉隔座，确保人与人之
间的距离。同时，我们也要求观众全程佩戴好口罩，
在观影过程中禁止饮食。”该影院工作人员介绍。

此外，影院作为人流密集的公众场合，每场电影放
映结束后，影院延长各场次之间的休息时间，并安排工
作人员进行全场消毒。不仅如此，影院还每1小时对公

共空间进行一次全面消杀，每4小时对工作人员情况进
行监测，时刻开启通风换气，全方位确保观众安心观影。

记者从市委宣传部电影科了解到，目前，城区电
影院开放的有6家，它们分别是：HBC华谊兄弟影
院、咸宁横店电影城、泰和影院、万达影城、中影梦工
场影城咸宁店和万象国际影城。

记者注意到，城区各大影院从下午1点开始，到
晚上9点，穿插着排映影片，每场次的间隔为30分
钟，给清洁人员充分的时间去做消毒防疫。影院门
口有告示牌提示观众主动出示健康码和购票凭证，
并配合体温检测，方可入场。自助取票机取票后，影
厅门口检票入场，全程“零接触”。

对于严之又严的防控措施，影迷们普遍表示，虽
然对观影体验有一定影响，但都特别理解，“目前疫
情尚未结束，现在影院刚刚重新开门，安全一定是最
重要的。”

26日，记者来到华谊兄弟国际影城，工作人员介
绍，影城每个放映厅大概一共有100多个座位，按照上
座率控制在30%以下的要求，可售座位为30个左右。

记者在该影城微信公众号看到，开映前，电影场
次均显示“售罄”。

记者现场看到，观众在排队入场时大多会给票
根拍照，微信朋友圈里也有不少人晒出电影票票根，
配文有：“好久不见！”“我的快乐又回来了！”“恍若隔
世”……

“电影院的回归，才让我意识到生活进一步回到
了正常轨道”。在微信朋友圈里，市民晓晓感叹道。

“都说观众很想念影院，其实我们也很想念观
众。说实话，第一天我的心情挺忐忑的，也很紧张，
毕竟阔别了180天，对上座率还是很担心的。”华谊兄
弟国际影城工作人员回忆说，然而电影散场后，我们
看到观众的表情是安心又满足的，就放松下来。

随后，记者来到万达影城，刚刚从放映厅出来的
市民朱先生说，“时隔半年重新来到电影院，还能看
到新片《第一次离别》，真的非常开心。我今天是特
意来打卡，记录一下影院复工这一特别的时刻。”

而另一个女生直言：“太怀念在电影院看电影的
日子了，这种视听感受真的不是在家里看电脑可以

相比的。”
刚刚高考完的学生魏峰则笑言：“这半年一直都

很想看电影，电影院复工和暑假一起到了，有种双喜
临门的感觉。”

一对年轻夫妻观影结束后对记者说，他们提前
在手机上买好了电影票，“其实看哪部电影并不太重
要，重要的是终于可以去电影院约会啦！”他们告诉
记者，“隔排又交叉坐没法交头接耳，观影中不会被
打扰，而且我的后排座位是空的，也就没人踢座位，
观影感受好极了！”

“ 我今天的心情特别好，虽然现在外面在下雨，但
有了电影，就感觉又有了生活的动力了。”市民园园说。

记者在多家影院看到，前来观影的观众基本以
年轻人为主，有结伴前来的，也有一人独来的。每场
开映前，他们有序排队，出示健康码，测体温，无人检
票扫码进场。

在万象国际影城，记者看到影城的入口处，已经
设置好了“隔离区”，该影城负责人李经理说，现在天
气炎热，有些市民在进入影城测量体温时可能会存
在超过37度的情况，为此他们特意准备了这处观察
区，待市民休息一段时间重新测量，符合标准后方可
进入影厅内观影。

周末场次几乎“售罄”B

电影院开门了，大家最关心的是有哪些电影
看。据不完全统计，近一周咸宁各大影院上映的复映
老片包括《中国合伙人》、《捉妖记1》、《白蛇缘起》、《战
狼2》《哪吒之魔童降世》、《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当
幸福来敲门》、《寻梦环游记》、《误杀》、《抵达之谜》等。
新片有《第一次的离别》、《多力特的奇幻冒险》、《喋血
战士》、《妙先生》、《刺猬索尼克》、《我在时间尽头等
你》、《荞麦疯长》《璀璨薪火》等。从该片单可见，除了
经典高分片，爱情片、悬疑推理片、治愈励志片、动画
片等均有，满足各年龄层、各种需求的观众。

另外，在很多人印象里，电影院一场电影的平均
票价在四五十元左右，但记者看到，这次针对时隔半
年后观众购买的第一张电影票，票务平台与许多影
城都推出了优惠服务。一场3D电影，票价均价在20
元左右。不少影城表示，初期“以吸引观众，唤回观
影热情”为主，会有不少优惠活动。

中影梦工场影城咸宁店推出“全国医护人员可
凭借有效证件（医师执业证书、护士执业证书等）全

年免费观影”活动；万达影城强推“一元看片”活动；
万象国际影城推出会员充值活动等。

采访中，不少影院负责人表示，8月份的暑期档
可能会是咸宁影院全面复苏的一个拐点，刚刚复工，
大家仍处在观望状态，再加上7月底高考、中考才结
束不久，复映片和新片票房都不好按以往经验预测，
8月份的暑期档时间节点更为妥当。

除此之外，“身负重任”的十一国庆档，被寄予电
影市场全面复苏的重望，也将面临更大挑战。

“虽然今年上半年受疫情影响大，而且现在观影
条件限制多，但是我们对咸宁电影市场仍有信心。”
中影梦工场咸宁店的负责人甘经理说，因为咸宁的
电影市场不是一蹴而就的，观众群体仍在，重新开放
中遇到的困难也是暂时的，克服一下就能挺过去。

“这次影院停工的时间挺长了，观众和影院都
‘很受伤’，但没想到，复工后观众还是十分热情的，
影院对电影行业复苏很有信心！”咸宁横店电影城负
责人说。

“暑期档”是复苏拐点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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