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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窜来流浪狗追咬居民
社区物业40余人搜寻 警方
“
天眼”追踪将狗击毙
这两天，东西湖区常青第三社区内，不少居民在小区
内散步都互相提醒小心流浪狗。 原来，前天上午，一条无
主小型犬接连咬伤至少两人。 为了能找到肇事犬，社区、
物业出动了40余人参与寻找，警方更是调动了天眼。 昨
天上午，民警终于找到肇事犬将其击毙。

单元门前张贴“
防狗”紧急通知
昨天下午，常青花园四小区不少单元楼的大门上，还
张贴着前天的 《紧急通知》：“四 小 区 内 流 窜 一 条 野 狗
咬 伤数 人 ，野狗 体型 较 小，全 身 灰白 相间 。 请 各位 业
主照 顾 好 自 家 小 孩 、老人，这两天尽量不要出门散步，以
免被咬伤。 ”通知称物业、居委会、派出所三方联动寻找。
据受伤居民描述，肇事犬是突然窜出，咬伤人后随即
逃离。“这件事过后，我们走路都要四下观望，以免流浪犬
突然出现伤人。”居民坦言，被流浪犬咬伤只能自认倒霉，
索赔无门。
采访中， 一位张爹爹正在散步， 突然一条灰色狗出
现，吓得张爹爹赶忙撑开雨伞，将自己与灰狗隔开，目送
灰狗离开后，张爹爹这才敢继续前进。

社区、物业出动40余人搜寻
常青花园第三社区办公室里， 社区相关负责人俞静
璇和小区物业联系，取下《紧急通知》，并准备就此事疏导
居民心理，建议居民遇到流浪狗时向社区报告。俞静璇坦
言，从前天上午7点，接到社区内学校老师反映，有学生遭

到流浪狗骚扰的信息后，组织社区网格员18人，同时联
系常青花园四小区物业工作人员， 一共40余人展开搜
索，同时向常青花园综合治理办公室报告。
常青花园综治办随即通知交通、 城管等部门执法人
员展开巡查，希望能尽快找到肇事犬。“我们晚上也没有
休息，一直搜寻。”俞静璇表示，常青第三社区包含常青花
园四小区和五小区，居住着5800余户，社区工作人员即
使骑车也需要花费10多分钟才能将社区走遍， 面积很
大，另外肇事犬是移动的，也给搜寻带来难度。

警方调动天眼锁定肇事犬
除了常青花园第三社区和常青花园综合治理办公室
等多部门的努力外，警方也调动“天眼”，方才锁定肇事
犬。
东西湖警方介绍，前天上午7点左右，常青花园47岁
环卫工郑师傅在四小区清扫垃圾时， 一条小狗突然窜至
其身边，将郑师傅的右小腿咬伤。常青花园派出所接到群
众报警后，迅速组织警力追捕，但小狗逃进小巷后，消失
得无影无踪。
为防止肇事犬再度伤人， 常青花园派出所一边组织
警力在小区内搜索，一方面利用“天眼”追踪。
昨天上午接近9点，肇事犬再次在常青花园五小区出
现，并追咬行人。 民警随即组织警力围捕，并将其逼至五
小区楼栋一处墙角内，使用木棒将其击毙。
记者姚传龙 通讯员丁其刚

中医养生馆刚开业即遭人破坏
大门玻璃碎落一地 预估损失可能过万
本报讯 （记者孙笑天 实习生陈雨霖） 昨天上午10
点，武昌尚隆路附近一中医养生馆门前，店主董先生看着
碎落一地的门窗玻璃， 一脸苦涩。 他的店子开业不足一
月，却于昨天凌晨遭人破坏，打破门窗。
昨天上午9点多，读者张先生致电武汉晚报新闻热线
82333333报料称，尚隆路友谊国际百老汇小区前一家中
医养生馆遭人打砸。武汉晚报记者闻讯赶到事发地时，被
砸店铺门前挤满了围观群众，民警正在现场勘察。记者看
到，这家养生馆装修古香古色，店门口的两扇玻璃门，其
中一扇门已经粉碎，玻璃碎碴散落一地。 旁边一面约4平
米大小的玻璃墙上，有一个蚕豆大小的窟窿，整块玻璃呈
皲裂状。
据店主董先生介绍，他最近才从北京到武汉，筹备开
了这家店，4月1日开门，目前还在试营业阶段。 他前晚11
点多下班后，由于回家路程较远，身体疲惫，就在店中2楼
睡下。 昨天凌晨3点多，“砰”的一声巨响将他惊醒。“像地
震一样，街上的汽车警报全都震响了。 ”
董先生感觉响声就在附近，赶忙起身到窗前查看，慌
乱中额头还被撞破。但接着没有任何异常发生，他又睡了
过去。直到早上8点左右，接到街坊打来的电话，才知道自
己的店铺遭到破坏。
对此，董先生十分疑惑，他初来武汉，这段时间也没

有得罪过什么人，平日里邻里关系也处得不错，且店内财
物也未有损失，不清楚为什么店铺会遭到破坏。
董先生称，门窗受损，只能停业修复，初步预计，要损
失1万元左右。 目前，事件具体情况警方正在调查。

星期五

道路施工井盖被掀开
夜行车辆遭“轮陷”
本报讯（记者张栋）晚上开车开得好好的，突然
一声巨响，车子右前轮陷进了窨井。 昨天，洪山区的
李女士将自己遇到的倒霉事告诉了武汉晚报记者。
李女士说，17日晚， 她和丈夫一起开车去南湖
的亲戚家， 途经武昌珞狮路高架桥下方的时候，车
子突然向右前方倾斜了，并伴随着一声巨响，把他
们惊出一身冷汗。 他们下车一看才发现 ，路上 的一
个 窨井 盖 被 人 掀 开 了 ， 车 子 右 前 轮 整个陷了进
去。
随后，他们马上拨打了“道路救援”，将车弄了
起来。 结果发现，除了右前轮胎和钢圈损坏之外，右
前部的底盘也严重受损。 无奈之下只得拨打了保险
公司的电话，将车拖到4S店维修。 定损后，维修金额
约为1万元。
李女士告诉记者，后来他们知道了那个井盖是
属于中国电信的， 于是就打电话到中国电信讨说
法。 她认为，虽然车子的维修费用是由保险公司出，
但是车子是刚买不久的，这样大修之后，多少会有
一定的损伤。 而且车子要修1个星期， 这 期 间 他 们
上 下 班 都 不 是 很 方 便 ， 交 通 费 也 要 冤 枉 花不少。
对于这些，电信公司多少有责任，应该做出一点赔
付。
后来，电信专门派了一位李姓负责人来处理此
事。 据该负责人介绍，他已如实将李女士的情况向
公司反映，也和李女士进行了沟通。 等公司做出决
定后，会再和李女士联系。
昨天晚上，记者驾车沿珞狮路高架桥沿线走了
一趟。 这一段路从去年12月就开始施工，桥下路面
坑洼不平，而且晚上行车光线不是很好。 在此提醒
广大市民，开车途经此处时要放慢车速，注意路面
情况，以免出现意外。

大三女生留下遗书离校
民警辗转追踪成功解救
本报讯 （记者姚传龙 通讯员丁其刚 丁珮）大
三女生因与父母发生矛盾， 留下遗书离校出走轻
生，为挽救女大学生生命，东西湖民警辗转搜寻，最
终将甘肃兰州籍24岁女大学生胡丽（化 名）安全劝
回。 昨天，胡丽的父母专程向民警表示感谢。
前天上午10点，武汉市公安局东西湖区分局刑
侦大队及金银湖派出所“万名警察进社区”工作专
班民警来到一所高校走访，意外获悉大三女生胡丽
在寝室留下轻生遗书后，独自离校外出，不知去向。
为避免意外发生，专班民警兵分三路，一路民
警在该高校及周边建筑物及河、塘搜索，一路民警
则走访高校学生及周边居民，一路民警通过高校及
周边的治安视频、卡口视频进行搜寻。
前天中午12点， 走访胡丽同学的一路民警获
悉，几分钟前，胡丽与其一名同学电话联系过，声称
自己在武昌虎泉，请求将学校里自己的物品转交其
父母。 民警据此分析，胡丽极有可能入住虎泉地区
的宾馆。 前天下午4点左右，经过专班民警6个小时
的排查，终于在虎泉一家小旅社找到了胡丽。 事后，
民警对胡丽进行心理辅导，使她走出轻生的心理阴
影，与赶到武汉的父母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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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特惠配镜进行中 时尚镜架0元
民众眼镜批发城 一副也是批发价 配镜送太阳镜
五一配镜活动提前进行中， 全场特
惠， 另有0元购眼镜！ 你还在犹豫吗？ 赶
紧来选购吧！ 民众眼镜批发城入驻江城5
年来， 以其物美价廉的产品得到了广大
市民的认可以及支持。 为了回馈新老顾
客，此次活动力度空前！“店内有万款新
品眼镜， 欧美风应有尽有。 为了保证低
价，我们联合了全国100多家知名眼镜企
业厂家，与其合作，让老百姓得到最大的
实惠。 ”批发城负责人说道。
笔者多次介绍朋友到民众眼镜批发
城配眼镜，感觉非常满意，不仅验光配镜

服务好，且有专业验光师，验光配镜可与
眼科医院相媲美，眼镜价格低、质量好，
与传统店比品质精良。 选好镜框镜片后，
定配制作30分钟即可拿到眼镜。 有很多
学生及市民一次性配多副眼镜， 感觉很
实惠。 笔者在眼镜批发城看到，店内配镜
环境优雅，可选品牌镜框多达上万种，高
中低各种品牌镜框齐全,价格在8-600元
(市场价80-2000元），国内著名品牌镜片
批发价28-450元（市场价120-1200元)，
1.67超薄镜片， 批发价才在280-450元，
（市场价500-1200元），针对高度近视患

者的韩国1.74极薄超硬镜片批发价760
元，市场价在1500元以上，另有国际品牌
如法国依视路、德国卡尔蔡司等。 对此批
发城负责人承诺，所有商品货真价实，假
一罚十。
活动

4月22日—5月15日

1、超轻时尚镜架0元购，需配医视锐
1.60超薄镜片
2、配镜 满280元 送 价值120元太阳
镜一副
3、配镜满860元送价值350元”海俪恩

“
品牌太阳镜一副，（活动不同时享受 限单副
配镜金额,0元购限本商场活动专柜）
一．江汉路天桥店：江汉路步行街
104号四楼（原天桥下十字路口，明牌珠
宝店斜对面，双电梯直达，地铁2号线江
汉路站A口出,6号线江汉路E口出；公交
在江汉路站下） 请认准” 民众眼镜批发
城”护眼热线：027-82345918
二．民众乐园店：江汉区中山大道
738号二楼（乘6号线六渡桥B口出，公交
在六渡桥下，华为手机旁二楼）。
护眼热线：027-85859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