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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土车深夜闯行机场二通道
高分贝噪音吵得沿线居民难入眠
本报讯（记者李爱华）
“每天晚上10点
到凌晨5点， 机场二通道姑李路路段上渣
土车横行，高分贝噪音吵得我们夜间无法
休息。 ”昨天上午，东西湖区一居民向本报
热线82333333反映此事，“从三环线到李
家墩两边都是居民区， 沿线居民不堪其
扰”。
甘先生家住东西湖区将军路街荣昌
花园小区，其居住的楼栋距机场二通道高
架桥只有10多米的距离。 甘先生介绍：最
近20多天来，每到晚上10点以后，经过机
场二通道的渣土车络绎不绝，这些大型货
车车速很快， 经过时发出轰隆隆的噪声，
整栋楼都有震感； 即使把家里窗户关起
来，声音还是特别大。 一直到凌晨五六点
钟，机场二通道上的渣土车才消失。
昨天凌晨2点钟， 无法入睡的甘先生
索性起床，从自家18楼的窗台处，俯身拍
摄了一段渣土车高速通行机场二通道的
视频。
武汉晚报记者从视频上看到：短短几

秒钟内，就有两辆渣土车从机场二通道上
呼啸而过，渣土车经过时产生的噪音尖锐
刺耳，从18楼的高处仍清晰可闻。
甘先生称：他拿着视频请教过专业人
士，这些噪音最高时超过120分贝。而机场
二通道姑李路路段沿线有五六个小区，紧
挨高架桥的居民不堪噪音骚扰，夜间无法
安静休息。
记者从机场高速管理处了解到，机场
二通道是禁止货车通行的，渣土车夜间闯
行机场二通道属违规行为。
据了解， 从今年8月4日至2018年12
月31日，机场高速将进行路面维修工程施
工，其间部分路段禁止机动车通行。 可能
正因为机场一通道封闭了，一些渣土车便
趁夜间从三环线等处匝道闯行机场二通
道。
甘先生表示，他曾为此向相关部门反
映过，但渣土车闯行机场二通道的问题仍
旧没有解决，困扰居民的噪音依旧如故。
昨天， 记者将市民的投诉反映给了

122服务热线，一名工作人员表示，将会转
给交管部门， 对违规车辆加强管理和处
罚。

凌晨2点钟， 一辆渣土车闯行机场二
通道
图片截自甘先生拍摄的视频

长约1厘米的身子分十几节，有1对触角3对足

东湖附近居民家发现“怪甲虫”

2017 年 9 月 14 日

星期四

武汉传媒学院开学后
多栋宿舍停水一周
本报讯（记者孙笑天）近日，多
位读者致电武汉晚报新闻热线
82333333反映： 武汉传媒学院多栋
女生宿舍停水，已经超过一周，同学
们生活很不便。
昨天中午， 武汉晚报记者来到
位于藏龙岛的武汉传媒学院。 住在
西区5栋宿舍的小张介绍，今年开学
后，没有任何通知，西区女生宿舍1、
2、3、4、5、7栋突然停水，一停就是一
周。
大三女生蒋同学说， 虽说夏天
已经过去，但最近气温并不低。 由于
停水，同学们无法洗澡、洗衣服，日
常洗漱也只能买矿泉水， 甚至冲厕
所都要用矿泉水， 一些条件好的同
学都跑到学校外住酒店。 几位刚刚
参加完军训的新生向记者抱怨，每
天训练一身汗，却没法进行清洗，身
上黏糊糊很不舒服。
对此， 学校后勤处陶姓负责人
称，近期，学校周边有多个大型工地
施工，影响了自来水管网水压，导致
校内部分宿舍水压不足。 目前，学校
已经采取措施， 对停水宿舍进行分
时段供水， 保证同学们在休息时间
有水可用。 下一步，学校准备在进水
管道安装加压泵， 以尽快解决停水
问题，保障学生宿舍正常供水。
不过，昨天下午，记者向自来水
公司反映此事时， 一名阮姓维修人
员回复记者称，经查，学校总供水表
处水压正常， 可能是学校内部管网
出现故障。

专家认出是萤火虫幼虫，喜食蜗牛、鼻涕虫等害虫
本报讯（记者陈奇雄 通讯员徐厚伟）
12日早晨，家住东湖绿道附近的市民徐先
生起床时吓了一跳：只见一只头部长着触
角、身长约1厘米的奇怪虫子，正在地板上
爬来爬去。 他将该虫子的照片发到网上想
请人辨认，但无人知晓这是啥虫。
徐先生称，他家位于东湖风景区鼓架
村内，周边有成片森林和湖水。 当天早晨7
点，他就瞧见一只虫子在咖啡色的地板上
爬来爬去，“有点吓人”。 仔细观察，发现该
虫体长约1厘米，其头部长着一对触角，有
三对足，身子分成一节节的，共有十几节，
每个体节上都覆着一层脂质硬壳，背部黑
得发亮，腹部呈土黄色。
徐先生说， 自己在农村生活了几十
年，认识的虫子不计其数，但从没见过这
种虫子。 图片发到朋友圈中，也没人认得。
他不想伤害这只虫子，就小心翼翼将其捉
住，拿到远离自家房子的树林里放生。
武汉晚报记者将照片与视频传给了
多位专家，请他们来解答。 昨日上午，武汉
林业科技推广站副站长杜有顺先生回复：
经鉴定，是萤火虫幼虫。

杜有顺表示，他的朋友圈中，有很多
人是动物学专家、昆虫专家或病虫害防治
专家。 这些专家观看这只虫子的照片与视
频图象后，“很快认出它是萤火虫幼虫”。
杜有顺先生称，萤火虫是益虫，其幼
虫以捕食蜗牛、鼻涕虫等害虫为生。 早些
年， 由于自然环境受到破坏， 即使在乡
村， 人们也很难见到成群萤火虫飞舞的
美丽景象。 近年来，随着武汉市的生态环
境越来越好，萤火虫重新出现在市民视野
中。

居民家地板上的萤火虫幼虫
通讯员徐厚伟 摄

请爱护东湖绿道附近的野生动物
东湖海洋世界副馆长王建祥表示，据
有关部门调查，如果把过境的候鸟也算在
内， 仅在东湖区域观测到的鸟类已超过
200种，其中包括苍鹰、大鵟、雀鹰、金雕等
难得一见的鸟类；还有150多种水生、陆生
和两栖动物生活在东湖区域。
东湖绿道对市民开放后，市民会经常

布局年轻族群市场
中信银行联合芒果TV推出联名借贷合一卡
近日， 中信银行联合芒果TV推出借
贷合一联名卡，可以帮助观众和网民以一
条最便捷、 经济的方式追看这些精彩的视
频节目，不用担心被广告截屏、打扰。
据中信银行零售银行部相关负责
人介绍，“中信银行芒果TV联名卡”客
户最高可享12个月芒果TV会员权益：
新客户申请激活芒果卡后， 即可获赠3
个月芒果TV会员权益。 剩余9个月里，
中信芒果TV联名卡客户只要每自然月
满足1笔计积分交易99元，次月即可获
赠1个月芒果TV会员权益。
据了解， 中信银行芒果TV联名卡
为借贷合一卡，具有贷记账户和借记账
户的双账户功能。既能满足客户的信用
卡消费功能，又能提供借记卡服务。 同

越野车撞上护栏侧翻
工地工人救出女司机

时, 客户还可以享受六大权益和福利：
一是首次购买余额理财产品100元及
以上即可获赠30元份额奖励；二是境内
取现、转账免收手续费；三是免年费，卡
片批核30天内刷卡或提现一次，金卡即
可免首年年费，一年内刷卡或提现累计
5次，金卡即可豁免次年年费。四是指定
渠道订机票， 最高可享1000元航班延
误险赔付。 五是借记账户达标可获得中
信红权益（每月最高3次）；六是信用卡
账户月消费达标可以享受9分享兑、一
口价享看、9元看电影、 精彩365等中信
银行超值活动。

看到种种不常见的奇怪动物。
市民如果看到有野生动物在自己面
前出现，最好不要去惊动它，更不要去挑
逗伤害它。 万一市民见到了受伤的野生动
物，应第一时间向湖北省野生动物救护中
心报告（027-87636786），让专业人员及时
赶去救助。

本报讯 （记者李爱华） 昨天上
午， 武昌秦园路一辆越野车行驶时
撞上路中间护栏侧翻。
据目击者刘先生介绍， 昨天上
午9点40分许，一辆白色越野车行至
秦园路时不知何故突然失控撞上路
中间护栏，冲到对向车道后侧翻，好
在对向车道没有车过来， 路边也没
有行人， 但开车的女司机却被困在
车内动弹不得。
路边一楼盘有多名工人正在施
工， 胡兴林师傅和工友季师傅闻讯
赶到现场， 一名过路的市民也来帮
忙，3人合力将女司机从车内拉了出
来。
越野车车头受损， 路中间护栏
被撞开了一条约10米的口子， 中年
女司机受到惊吓，所幸没有受伤。
40多分钟后，事故车辆被拖走，
现场交通恢复正常。

917折扣再回归 狂欢只为您
嘿，夏天过得好吗？ 金秋时节已来临！
还在为没赶上“交行免单季”而遗憾吗？ 看
这里！ 交行又要发福利啦！ 小伙伴们准备
好了吗？ 凡9月17日当天持交行卡在群光
新生活超市刷卡满88元，立减50元；武商
超市刷卡满30元以上，立减30元；周黑鸭、
仟吉刷卡满50元立减50%，靓靓蒸虾刷卡

温馨提示
持卡人在2017年9月17日活动当天,
名额多多，先刷先得，刷完即止；每客户
每月仅限参与一次活动； 交通银行仅限
提供银行卡支付服务， 所购商品质量问
题由商户负责；参加本活动，不允许对同
一商品进行分单支付，团购、大额对公消

满200立减100元， 靓靓蒸虾10家门店惊
喜来袭， 还有新品6折尝鲜哦！ 优惠等你
来！
一卡在手，逍遥任我！ 味觉盛宴享不
停啦！ 不可错过的美食绝不矜持，就问您
“9·17约吗？ ”

费均不可享受此活动；活动期间发生商品
退换货时， 需遵从商户退换货相关规定，
退换规定由商户负责相关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