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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将建100个家事调解站

心理咨询师进社区为市民解心结
本报讯 （记者张延 黄征 叶子兰 通
讯员 杨燕罗建新）
“妻子的强迫症和洁癖
都在好转， 我们一家人的感情变好了，在
家门口就免费享受到外面几百元一次的
心理咨询服务，真的很方便。 ”16日，53岁
的陶先生（化姓）和妻子再次来到武昌起
义门社区进行心理咨询。
经过在武昌区半年时间试点，即日起
至年底，武汉市将在全市高标准建立100
个以上的家事调解站。 实施律师、专业心
理咨询师、 志愿者等轮值和四级联动制

度，把家庭纠纷消解在萌芽状态。 其中武
昌区设立50个站点，今日起全部面向群众
开放，武昌区将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
每周四聘请5家专业机构的心理咨询师为
居民提供专业心理咨询服务。
一天要洗二十多次手，吃饭时掉几颗
饭粒必须马上清理……一开始，陶先生以
为妻子只是“爱干净”、更年期烦躁而已，
多加忍让。 谁知妻子的“洁癖”愈演愈烈，
每周末读大学的女儿回家，为此都要和妻
子发生冲突，女儿不愿意回家。 ”

去年10月底，陶先生找到社区诉说烦
恼，社区干部把他带到了刚试点成立的家
事调解站，高级心理咨询师刘路明接待了
夫妻俩。 经过几次咨询后，咨询师了解到
陶先生妻子在下岗后一直从事家政保洁
工作，因为打扫不干净就会扣工资，陶先
生妻子为此一直给自己加压，“职业病”成
了导致她在家也心理紧张的根本原因。半
年来，陶先生妻子慢慢打开心结。 陶先生
说，现在家里欢声笑语多了，女儿每周都
主动回来。

昨日，位于起义门社区党员群众服务
中心的家事调解站里，两位心理咨询师为
居民提供心理咨询服务。调解站每月还有
针对不同主题的心理沙龙，每周在微信群
里推送一次心理学视频讲座“微课堂”。
武昌区有关负责人表示，建设50个家
事调解站是今年区政府的十件实事之一，
武昌将探索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把
家事调节站建设纳入社会综合治理范畴，
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常青一路星级公厕向市民开放

青山区
人大常委会
原副主任

刷脸一秒出纸 四季恒温26℃
本报讯 （记者陶常宁 通讯员李军 王凯）
打开水龙头有冷热水， 手一伸洗手液自动挤
出，“刷脸”即可取卫生纸，还配有母婴室、直饮
水、薰香……16日，江汉区常青一路一座按“星
级旅游厕所”标准修建的公共厕所，正式向市
民开放。
上午10点，本报记者来到常青一路与银墩
路交会处，只见这座公厕已经投入使用，不时
有市民进出。 此时，户外高温已达30多摄氏度，
但一进公厕却感觉十分凉爽。 江汉区城管委公
厕管理中心负责人介绍，这座公厕安装了中央
空调，四季恒温，冬夏均为26℃。
公厕内，除了男厕、女厕，还有母婴室和老
弱病残专用卫生间。 记者注意到，蹲位内，除了
自动冲水装置， 脚下还有一个像百叶窗的圆
孔。 厕所还装有薰香系统，墙上挂有盒子，内装

香料，通电后缓慢释放香味。
厕所内还有许多人性化设施，洗手有冷热
水，取洗手液和厕纸都是感应式的。 记者现场
进行体验，手放到洗手液罐下方，洗手液自动
滴出。 为节约用纸，如厕人站在“人脸识别厕纸
机”前“刷脸”，不到1秒钟设定好长度的卫生纸
就出来了。 9分钟后，同一个人可以二次取纸，
避免耗损。
江汉区城管委公厕管理中心负责人介绍，
这座公厕与规划在建的汉口火车站北广场仅隔
一条马路，是该广场的配套设施。 按照《湖北省
“厕所革命” 三年攻坚行动计 划（2018—2020
年）》，江汉区计划在人流量较大的地方、窗口地
带、 绿化广场和游园周边兴建一批星级旅游公
厕，今年计划新建5座“星级厕所”，改造10座老
旧公厕，给市民提供一个好的如厕环境。

33个全球顶尖科技项目

桂质良
接受调查
本报讯 （记者王
雪 通讯员吴文玲 丁
阳）16日，据武汉市监
察委员会消息， 武汉
市青山区人大常委会
原副主任桂质良 （民
革党员） 涉嫌严重职
务违法， 目前正在接
受监察调查， 并被采
取留置措施。
公厕的人脸识别厕纸机 记者刘斌 摄

规模是迪士尼的1.5倍

西安恒大童世界开工
高速发展期， 但面向少年儿童的这种高
科技优质产品仍存在较大缺口。 恒大童
世界的打造，将有效填补这一空白，有效
促进旅游行业体系的完善及升级发展。

33个世界高科技大型游乐项目，规
模是迪士尼的1.5倍，一座全球顶尖的主
题乐 园即 将 横空 出 世， 与 迪 士 尼 乐 园
PK。 昨日，笔者从西安恒大童世界开工
仪式上获悉， 众所期盼的恒大首个童世
界项目终于在西安开工了。

全国布局15个项目
辐射人群12亿

全球顶尖主题乐园
融合六大文化园区
恒大童世界是恒大布局文化旅游的
拳头产品， 是专为2-15岁的少年儿童打
造，全球首次出现的“全室内、全天候、全
季节”童话神话乐园。
乐园中，以中国历史、名著、神话、传
说，古希腊、古埃及、古阿拉伯、西欧等世
界经典童话神话为背景， 涵盖有璀璨中
华、魔幻西欧、神秘古国、探险南美、漫游
海洋、 穿越太空等六大极富文化底蕴的
主题区域。
记者采访了解到， 六大区域中接近
一半的游乐项目，都与中国文化相关，如
盘古开天、嫦娥奔月、哪吒闹海、宝莲灯、
赤壁之战等诸多中国经典文化元素，都
被自然地融入其中，具有丰富的“中国内
涵”。 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能让少年儿
童在游乐的同时， 又能领略中国文化的
独特魅力，积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是有
效传播中国文化的载体， 有助于增强文
化自信。
业内人士认为， 主题公园是重要的
文化传播和承载要素，担负着文化供给，
塑造本土文化品牌， 建设文化强国的重
要使命。 恒大童世界以中国文化元素为

开工推杆仪式
内核，将成为中国文化的展示平台。

33个高科技项目
PK迪士尼乐园
据介绍，童世界乐园的设计，规划了
35个建筑单体，33个大型游乐项目，而通
常迪士尼仅有18-22个，恒大童世界的规
模是迪士尼的1.5倍。
“魔幻西欧”主题区，可乘坐特效过
山车， 与爱丽丝一起穿越大人国和小人
国的各种奇幻场景；
“神秘古国”主题区，通过电脑特效
再现古文明神秘世界的魔幻场景， 游客
将搭乘辛巴达战船， 穿梭于古希腊的雅
典卫城、波塞冬的海皇宫；
“探险南美” 主题区集丛林漂流、奇
趣探险、视觉艺术为一体，让游客乘坐木
筏漂流在亚马逊河道，潜入玛雅金字塔；

“漫游海洋” 主题区以海洋为背景，
让游客探寻失落的亚特兰蒂斯；
“穿越太空”主题区以浩瀚星空为背
景，游客置身太空梭模拟星际飞行，手持
激光枪狙击外星人， 体验惊心动魄的太
空穿越之旅。
……
据了解，园区整体规划及游乐项目，
由世界顶级机构的325位大师担纲设计。
他们 均 来自 全球 顶 级设 计 机 构 ， 包 括
IDEATTACK （艾迪泰克）、ITEC （埃太
克）、SANDERSON（新道信）等，他们的
代表作品涵盖迪士尼、 环球影城等国际
顶尖主题乐园。
据悉， 为了确保恒大童世界“全室
内、全天候、全季节”运营，还引进了大量
经验丰富的专业人才， 配置超1000人的
运营团队， 管理团队在文旅行业的平均
从业经验超过十年。
业内人士指出， 中国旅游业已进入

国务院《
“十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
提出， 要把旅游业建设成国民经济战略
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
服务业， 要全面提升主题乐园的旅游功
能，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品质高、信誉好
的品牌主题乐园， 使本土主题游乐企业
集团化、发展国际化。
《世界旅游市场全国趋势报告》也曾
预计，2020年中国主题公园零售额将达
到120亿，超过日本和美国，成为全球最
大主题公园市场。
恒大童世界正是恒大在此大背景
下，布局全球文化旅游产业的拳头产品。
据介绍，恒大将在全国布局15个童世界，
未来2-5年陆续竣工开业。除了西安恒大童
世界，位于贵阳、长沙、开封、沧州、苏州等城
市的童世界项目亦已经开工建设。
按照测算， 每个恒大童世界辐射半
径500公里、8000万人群，15个童世界就
将辐射12亿人群。 而等到项目完全落成
后， 预计每个童世界的年游客量超2000
万人次，年消费总额超200亿。
与国家产业政策高度契合的恒大童
世界，对内将填补旅游市场空白、拉动旅
游消费增长，对外有望在3-5年内走向世
界，成为全球文化旅游版图上的新标杆。
文/冷靖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