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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论到谁家过年 新婚夫妇吵丢钱包
民警凭结婚证照片找失主送还
本报讯（记者舒翔宇 通讯员胡金力 祝建彬）一对新婚
夫妻在武昌火车站商量度蜜月和到谁家过年时发生争吵，情
绪激动的女方不慎将装有现金、结婚证的钱包丢失。
16 日 19 点 20 分，武昌车站派出所民警黄欣巡逻至西总
进口时，发现前方坐椅上有一遗失的女士手包，打开一看，内
有 6000 多元现金、银行卡及结婚证。 民警迅速走访周边商户

和旅客获悉，2 分钟前确有一对年轻夫妇在此处休息， 发生
争吵后离开。
民警们分析二人应是准备进站乘车，一面通知车站广播
找人，一面迅速赶至检票口，拿出结婚证对进站旅客观察比
对，在排队人群中找到小刘夫妇。
原来，小刘是北京人，丈夫小李是武汉人。 二人在北京工

作，回武汉结婚后，准备乘 Z38 次列车回北京，候车途中商量
度蜜月及过年该去谁家，小李坚称平时上班在北京，过年一
定要回湖北，小刘则要求新婚第一年留在娘家。
“包遗失可以找回来，但夫妻间的包容、谅解遗失了的话
却太难找回来了。 ”民警黄欣边劝边将钱包归还二人。

电热毯半夜起火

武汉军械士官学员
情暖社区居民

小伙被烧伤下肢
本报讯（记者贾雪梅 通讯员李鹏程）小伙睡觉时忘记
关掉电热毯，半夜起火烧伤下肢，所幸及时醒来才未酿成大
悲剧。
16 日上午 11 点， 江夏消防大队接群众报警： 在纸坊
郭家岭一私房有烟雾冒出， 消防大队和纸坊派出所民警
赶到现场，只见二楼不时 有 浓 烟 冒 出 ， 一 男 子 披 着 白 花 色
床单蹲守在楼门口，浑身瑟瑟发抖，由于巷道狭窄，消防
车辆无法驶入， 几名消防官兵迅速接上喷水枪将二楼火
苗扑灭。
经了解，失火房间的租户蒋某，20 岁，当天凌晨 5 点回
到租住地，插上电热毯睡至正酣时，突然闻到刺鼻烟味，下
肢十分疼痛，从床上弹起掀开被子睁眼一看，房间到处是烟
雾，靠近小腿的床头被子已经起火，他赶紧跳下床，披上床
单，夺门而出，跑到楼下拨打了报警电话。 目前，蒋某已被送
至医院救治，除下肢体表部分轻度烧伤，其他并无大恙。 具
体起火原因，消防大队正在调查中。
警方提醒，电热毯不要通宵使用，使用一段时间后，要
检查一下线路是否安全。

摸狮子 沾喜气
近日，汉口解放大道武展东路口，一家新开业的蛋糕店
特邀艺人现场舞狮表演，一旁助阵的鼓乐手及市民争相摸狮
头、狮尾，沾沾喜气。
记者苗剑 摄影报道

水果湖隧道一越野车自燃

本报讯（通讯员吴向群 黄攀 记者赵歆）临近
春节，武汉军械士官学校枪械系官兵走进康居园社
区，为社区居民送温暖，携手居委会探望、帮助孤
寡老人， 表达人民子弟兵对社区居民的关心与祝
福。
上周六，武汉军械士官学校枪械系官兵走进康
居园社区与该小区孤寡老人度过温馨周末。“这是
年前最热闹的一天了！ ”年过七旬的李远宏老人独
自一人居住多年， 家里平时都很冷清， 临近春节，
也不知道这个年怎么过，他说，这可能是他年前最
热闹的一天。 学员们表示， 如果今年春节留队，到
时候陪老人一起过年。 当日，学员们还开展了送春
联活动。
据了解，自 2012 年以来，武汉军械士官学校枪
械系就与康居园社区结成双拥共建帮扶对子。 4 年
间，他们先后走进社区开展“学雷锋，做雷锋”、“让
空巢老人巢空心不空”等系列活动 15 起。 该系还在
每年征兵季，走进社区解读兵役法，邀请社区居民
进军营参加国防教育活动。 5 年来，康居园社区年
轻人中，有 10 余人考入军校或参军入伍。

导致沿线道路滞留一个小时

违建谎称铁路用房
昨天被强拆

本报讯（记者季栋）昨天上午，一辆灰色越野车在水果湖隧
道梨园往街道口方向行驶时发生自燃，由于火势较大，救援车
辆又被堵在路上，隧道内产生大量浓烟。 警方接到报警后，立即
组织民警对沿线进行分流，并冒着浓烟进入隧道内，指挥受阻
车辆调头。
昨天上午 11 点 10 分，水果湖隧道由北向南方向 300 米处，
一辆灰色越野车发生自燃，事发后导致车辆滞留在沿线，一直
持续到省博门口。 而且由于汽车自燃产生的烟雾比较大，许多
受阻司机赶紧下车。
警方随后接到报警，周边的 7 名警力赶赴现场，同时要求
周边的梨园广场、天鹅路、楚汉路、东湖南路等路段岗位警力分
别引导车辆分流。 民警到达现场后，第一时间对进入水果湖隧
道的车辆实施临时管制，车辆分流至东湖路辅道，同时民警进
入隧道内依次指挥遇阻车辆掉头离开隧道。
与此同时，徐东消防中队接到报警后立即赶往现场，但由
于二环线从省博开始滞留，消防车一直无法前进，直到交警赶
到为消防车进入腾出空间。
当消防员进入现场时，隧道内的喷淋已经打开，不过自燃
车辆基本烧成了框架，仅剩一点明火。 消防员立即接上隧道内
消防栓，经紧张作业，明火被扑灭，水果湖隧道于 12 点 15 分左
右恢复通行。

本报讯（通讯员宋宏雷 张真 吴伟）与京广线
仅有一墙之隔，在三年前曾有人“种”出两栋房，并
伪造土地证出租，被城管部门戳破后全部拆除。 不
想就在同一地点，在今年春节前有人再次假冒铁路
用房进行抢建。
昨日上午 8 点，在江岸区花桥街园丰村，与京
广线一墙之隔的一个院内，一处占地 200 余平方米
房屋，刚刚盖上一半预制板，一辆铲车正在对其进
行拆除。
花桥街城管执法中队负责人介绍，这个院子是
铁路用地，属于铁路沿线安保区范围，其建房由铁
路部门严格控制。 就在 13 日他们巡查发现该地有
人正在施工建房，当即进行调查，施工人员声称为
铁路用房，却又无法出示相关审批手续。 执法人员
立即要求停工拆除。 次日当执法人员再次到此检查
时，发现违建房屋不仅未停工，还盖上了预制板，准
备继续向上抢建二层楼，因此执法人员将施工人员
驱离，并安排人员守控。
在向铁路部门做进一步核实，确认该处建房属
违法抢建无疑后，江岸区城管执法大队于昨天调集
执法人员和拆违机械进行了强拆。

水果湖隧道口冒出浓烟。
警方提醒车主，春节将至，请广大车主重视车辆健康状况，
不开带病车，一是定期对车辆进行检查，检查油路和电路，发现
有机油渗漏情况，尽快到专业机构修理。 二是尽量不要改装电
路等车内电气设备，减少发生事故几率。 三是保持良好的驾驶
习惯，同时最好在车内配备车载灭火器等应急物资，及时处理
突发状况，减小损失。

蛋白质是混凝土 钾是稳定剂 镁是保卫者

20 幅绘画作品登上人福亿生文化墙
骨头内的蛋白质就是骨头里的“混凝
土”， 钾是骨骼的“稳定剂”， 镁是骨骼的
“保卫者”。 2017 年 1 月 14 日下午，在好医
网与武汉人福亿生健康管理有限公司联合
举行的“亿生悦读健康绘画比赛”颁奖仪式
上，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营养科甘泉医生为
参加活动的小朋友们举办了儿童骨骼健康
成长的科普讲座。
据甘医生介绍， 骨骼发育除了受到遗
传、性别、激素的影响，营养和运动也起到
至关重要的作用，“骨骼失去胶原蛋白和钙
的支持， 骨结构就变得脆弱， 引发骨质疏
松、甚至骨折等骨骼疾病。 ”牛奶在补钙上
面的作用要远远大于骨头汤， 人体每日需

要 800mg 的钙量，一天 800ml 奶可以满足
这一需求， 还有多晒太阳获得维生素 D 和
适宜的户外活动增加骨骼功能， 他还为家
长们展示了“中国居民膳食宝塔”，家长们

可以根据膳食宝塔搭配日常饮食。
在颁奖仪式上，20 位小朋友分别荣获
“亿生悦读健康绘画比赛”一、二、三等奖，
他们分别获得了由人福亿生提供的健康体
检卡一张。 据人福亿生的张院长介绍，他
们举办本次绘画活动的目的， 是希望引起
家长们对家庭健康的高度重视， 养成定期
做体检的好习惯，做到防患于未然。
武汉人福亿生健康管理有限公司隶属
于人福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是一家从
事医疗服务的机构， 是新时代的医疗综合
体。 人福亿生是私人健康管理的开创者，
是客户的私人健康管家， 拥有强大的医疗
专家团队及国内先进的仪器设备， 是国内

最早拥有完备私人健康服务系统的机构之
一，通过欧标体检、权威解码、零等待医疗
及云数据管理， 帮助客户提前掌握健康状
况、精准对接优质医疗、医药资源、提供持
久的健康保障。 (庞乔雅 郭健 左梅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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