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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自行车今年新增1000个站点
首次尝试进大型小区 即日起征集市民意见
本报讯（记者刘兆阳 通讯员李莹）昨
天，环投公共自行车公司宣布，今年将在
全市继续新建1000个站点， 并首次考虑
根据市民的需求， 尝试在大型小区内选
址。
公共自行车从2015年4月上线至今，
两年时间内已建成站点2400个， 投放了6
万辆自行车，主要沿轨道交通、公交枢纽、

小区、商圈、学校、医院周边等人群密集区
域布点，日租还量最高达到30万次。依据建
设规划，今年将新增1000个站点，投入4万
辆车。
上述负责人表示，为了规范车辆的停
放秩序，公共自行车不会考虑像共享单车
一样撤掉停车桩，随骑随停。因此，为了进
一步方便市民，除了加密站点分布，此次

新增站点的选址， 将充分听取市民的意
见。 例如一些新建小区面积太大，如果仅
仅在小区周边建设站点，市民借还车很不
方便；为此，公共自行车公司将根据市民
反映的要求，前往小区实地考察并与物业
协调，如果符合修建条件，会将站点建到
小区里面。此外，无论是公交枢纽、社区周
边，只要有40平方米至60平方米的空地，

并能够接入电路和网络，都可以作为备选
地点， 市民如果在这些地方有骑行需求，
均可以拨打027-83902989、或发送邮件
到104473130@qq.com向该公司反映。
此外， 公共自行车将继续实行1小时
内免费骑行的原则， 并开通了24小时运
营。据统计，上线两年以来，全部租用次数
中99.7%是免费。

全国首条第6代AMOLED产线在汉点亮

光谷首个柔性显示屏昨下线
本报讯 （通讯员申超 记者崔梦欣）
昨天，全国首条第6代AMOLED产线——
—
天马第6代LTPS AMOLED产线在光谷
点亮，光谷首个柔性显示屏已下线。
此 次 点 亮 的 是 刚 性 和 柔 性
AMOLED产品，该条产线不仅是中国第
一条成功点亮的第6代AMOLED产线，
也是全球第一条同时点亮刚性和柔性显
示屏的第6代AMOLED产线。
作为下一代新型显示技术，
AMOLED具备高对比度、 色彩表现优
秀、响应速度超快、超轻薄、耐低温、超低

功耗等多重独特的技术优势， 且适合柔
性显示、透明显示、VR等应用场景，现已
成为OLED技术的主流发展方向并开始
进入大规模产业化应用。 而柔性屏幕将
带来下一次智能手机革命， 可以实现屏
幕的对折，缩小体积方便携带。 柔性显示
屏将带动形成一个围绕其展示的整条产
业链，带来整个面板产业的转型升级。
2016年1月， 天马在光谷启动第6代
LTPS AMOLED主厂房建设，用行业最
快的建设速度实现了主体厂房结构提前
封顶。 昨天产品成功点亮，也刷新了同等

规模产线的全球最快点亮速度纪录。 该
产线能够支持从刚性AMOLED、 柔性
AMOLED到柔性触摸屏的生产制造，可
为智能手机、 平板电脑等移动智能终端
产品， VR、AR等新兴市场产品，以及智
能穿 戴 、 可折 叠 设备 等提 供 高品 质 的
AMOLED平面、曲面显示器。
目前， 光谷汇聚了一批上下游产业
链企业，显示面板行业发展势头强劲。 明
年年底， 东湖开发区中小尺寸显示面板
产出规模有望达到全国第一， 成为全球
重要的显示面板产业基地。

老街速写
昨天， 汉口黎黄陂
路步行街，数10名学生
正在写生。 黎黄陂路老
街改造后， 每天吸引大
批游客前来观光。
记者金振强 摄

每天一半时间在“幻想”中指挥群臣征战厮杀

29岁“异界之王”盼“穿越”回现实

本报讯 （记者石伟）
“
我跟你说话的
这段时间，脑子里其实还在想那些乱七八
糟的事情。 ”昨天，29岁的小王异常痛苦
地告诉记者，最近4年以来，他的大脑每
天有一半的时间都被
“
幻想”占据。在这些
“
幻想”里，他是“异界之王”，甚至每天做
梦的时候，他还会率领大军与其他种族打
仗。
小王说，这种情况严重影响了他的生
活和工作，希望有人能帮他
“
戒掉”胡思乱
想的毛病，能好好开始他的人生。
小王说，胡思乱想的毛病是从四五
年前开始的， 那时候他刚大学毕业，这
个毛病可能与自己喜欢玄幻类的作品
有关。“以前喜欢看玄幻、 奇幻类的小
说、画册，还喜欢看《圣斗士星矢》，也打
这一类的游戏。 脑子里慢慢开始不由自
主出现一些与这些相关的幻想。 ”
小王说，在这些幻想里，他有时候
是在古代环境里， 有时候在现代环境
里，但身份总是“异界之王”，会面对一
群大臣，讨论如何治理国土，如何与其

他种族征战。“最初是一些抽象的想法，
后来画面感很强。 总是不知不觉就陷入
幻想了，感觉正常思维会停止，哪怕在工
作过程中、跟身边的人交流过程中，脑子
里也会出现这些画面， 还有我在这些画
面里跟人对话的声音。最近两年，几乎每
天做梦也是这些东西，赶都赶不走。 ”
小王说， 父母在其很小的时候就离
异了，后来母亲离家生活，父亲因为经济
犯罪至今还在服刑。他是跟着奶奶长大，
目前奶奶已经80多岁，他身边几乎没有
人可以听他倾诉。“3年前我辞职了，一是
工资不高，二是胡思乱想也影响工作。没
有朋友，差不多每天待在家里，奶奶也听
不懂我说什么，几乎没有跟外人交流，幻
想也越来越严重，最近还出现了幻听。 ”
小王自我剖析说，在他的思维里，对
权力和金钱的欲望非常强烈。
小王表示， 武汉晚报去年至今曾报
道过一些心理障碍者的求助， 他一直在
关注，希望能通过晚报找到一位专家，将
他拉回正常的生活轨迹中。

/ 专家分析 /
针对小王的情况，武汉理工大学心理研
究专家何放勋博士表示， 只要当事人本人
能意识到问题并且有求助的意愿， 说明问
题还不是很严重，他愿意为小王提供帮助。
何放勋分析，小王可能已经患上了精
神分裂，患病的原因可能有多方面，其童
年时期的人生经历可能是原因之一。“在
成长过程中父母角色缺失， 缺少家庭关
爱，让他缺乏安全感。 父亲因为经济犯罪
服刑，这涉及到权力和金钱因素，可能在
小王的下意识里产生了投射。 所以，在他
的幻想世界中，他是世界的主宰者，是王，
现实中无法获得的安全、 权力和金钱，在
幻想世界里得到了补偿。 ”
何放勋介绍，一旦意识到自己开始出
现不受主观控制的幻想，当事人本人是无
法自我矫正的，通过常规的行为约束去戒
除幻想，难以达到效果，应该趁自我意识
还处于比较清晰的情况下，尽早向专业人
士求助，以免情况往严重趋势发展。

作风聚焦
没带行驶证 车辆被扣下

市民取回电动车
耗费一整天
本报讯（记者王雪）昨天，《作风聚
焦》栏目播出，关注市民未带行驶证驾
驶电动车被扣的问题。
节目播出的短片显示， 去年11月
初， 李师傅像往常一样骑着电动车去
上班，经过古田二路时被交警拦下，因
为没带行驶证，车辆被扣下。
李师傅来到仁寿路邮政银行交完
罚款已经是中午。等到下午两点，李师
傅拿到放车单。
李师傅拿着放车单再去位于古田
一路的停车场取车， 回到家已经是下
午四五点。
3月中旬，巡查员来到硚口交通大
队了解、调查此事。硚口交通大队负责
人表示，李师傅反映的情况属实，对他
的处罚是依照武汉市实施 《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办法的第六
十条第一款、第六十一条第二款和《电
动自行车暂行管理办法》 第十六条第
一款、 第二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 不
过，据交管人员介绍，实际执法中如果
执勤民警时间允许， 也可以等着驾驶
员回家取来行驶证。
该负责人表示， 硚口交通大队附
近没有交罚款指定的银行， 而且取车
的停车场比较偏远， 确实给驾驶员们
带来不便。
该负责人透露， 正考虑在大队附
近建一个临时停车场。
节目在最后点评道， 依法管理电
动车无可厚非， 但是不能简单地以罚
代管。 如果我们的职能部门多从群众
的角度换位思考， 就会减少甚至消除
群众的怨言，并且达到教育的目的。

武汉捣毁一大型假冒灯具窝点

假灯具装了7卡车
本报讯(通讯员胡琼之 记者马辉)
昨天， 武汉市质监局捣毁一个大型制
造假冒灯具窝点。 光查封灯具就有872
件，镇流器、灯管6276支，共装了7卡车，
据厂家估计，货物价值近40万元。
昨天，记者随武汉市质监局稽查局
执法人员一起，赶到制假现场——
—黄陂
区滠口街冯树岭村何家湾一民院内，只
见约几百平方米的3层楼内， 堆满了制
造灯具的玻璃、钢管、铁皮，以及LED
灯、镇流器等。 假冒灯具主要有道路路
灯、舞台射灯、工程照明灯等；假冒的品
牌有：亚灯、亚明，以及飞利浦等。
目前，制假老板已逃之夭夭。 水货
灯具主要销往东北、常州等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