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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汉路步行街没管住电动车
管理方称没有好办法 市民不认同
记者王平
江汉路步行街，这条时尚与历史 出入口，每个路口或设立 1米高的栏
交融的千米长街，曾经是武汉市一张 杆，或摆放石墩，阻止电动车进入，但
闪亮的城市名片。然而，最近有不少 是，大多数路口都留有一个缺口，电动
读者向本报反映，江汉路步行街电动 车非常容易地从这些缺口进到步行
车太多了，在人流中横冲直撞，行走步 街。路口也没有看到禁止电动车进入
步行街的提示。
行街街头时时惊心。
地铁施工早已结束了，中山大道 “强力整治”半年顽疾依旧
也已惊艳回归，为什么本应与中山大
去年 9月，一名六旬太婆带着小
道交相辉映的江汉路管理却如此混
乱？顺着市民们的呼声，长江日报记者 孙女逛步行街时，被一辆从身后驶来
的电动车撞上，太婆瞬间失去平衡倒
进行现场探访。
地，
身上的挎包又被电动车带住，太婆
5分钟内 17辆电动车从身旁飞过 在地上被拖行了七八米远，电动车才
昨日上午 9时 50分，记者从江汉 停住。太婆身上多处受伤，被送往医
四路进入步行街，路口一排大石墩挡 院检查治疗。
在路中间，车辆无法进入。走进步行
此事发生后，江汉路步行街管理
街不远处，就看到一辆电动车载着一 办公室曾通过媒体表示，将联合有关
名儿童由西向东横穿步行街。记者继 部门强力整治电动车乱象，并形成常
续向前走，不时有电动车在步行街上 态化管理机制。
半年时间过去了，但电动车乱
穿梭，在中百商场广场处，两名女士骑
着自行车悠闲地前行。穿过中山大道， 象依旧。昨日，江汉路步行街管理办
电动车明显增多，在步行街与胜利街 公室有关负责人对此解释称：他们
交会处，地铁江汉路站 C、D出入口， 也很为难。她说，江汉路步行街上的
均有电动车司机在路边候客。
电动车主要有三类，一是住在步行
10时 30分，在步行街与交通路 街里的居民，二是送快递的，再就是
交会处，记者在此蹲守 5分钟，一共看 载客的电动车。她说，按照相关规
到有 17辆电动车从行人身边“嗖”的 定，电动车肯定不允许进入步行街。
一下快速驶过，路人避之不及，一名送 管理办公室也在各路口设置了栏
快递的电动车险些撞到一名中年妇 杆，但是，为了方便残疾人通行，在
女。这名妇女对着快速驶离的快递小 各路口会留一个门并安上锁，可是，
哥大吼，“开车看到点撒！”
锁往往被人砸坏。
记者注意到，17辆电动车中，载客
这位负责人强调，江汉路管理办
的电动车 6辆，送快递的电动车 11辆。 公室是市城管委下属的二级单位，对
据了解，江汉路步行街共有 18个 电动车没有处罚权，只能是劝阻，“除

穿行在江汉路步行街上的电动车
了劝阻没有更好的办法”。

市民怀念“刚开街的那几年”

对管理办公室“除了劝阻没有更
好的办法”之说，市民们并不认同。
市民孙先生非常怀念步行街刚
开街的那几年，“ 那时候市里是真正
把江汉路步行街当一张城市名片来
珍惜，管理得非常到位，当时也曾有
自行车、电动车出现的情况，但问题
很快得到解决”

记者许魏巍 摄

网友“开心 _是福”发微博表示：
政府精心打造的步行街，目的是要让
人更加轻松、愉悦、惬意地逛街，可是，
现在走在街上都充满着危险，步行街
的味道自然大打折扣。
在昨日的采访中，一家店铺的促
销人员告诉记者，今天天气不太好，又
不是休息日，逛街的人不多，电动车算
少的，要是天气好的周末，揽客的电动
车“就太多了”。她说，发生电动车和逛
街人碰撞的事，时有发生。

一支哈尼族舞蹈打动人心

武汉孪生教师美到为国际双胞胎节代言

本报讯（记者 黄 琪 通讯员 刘
）14日，长江日报记者从武昌
理工学院获悉，该校音乐与传媒学
院双胞胎教师鲁文■、鲁文倩在第
十三届“中国墨江北回归线国际双
胞胎节暨哈尼太阳节”（以下简称
“双胞胎节”）新闻发布会上，被选
为形象代言人。
作为全国唯一的哈尼族自治
县，云南墨江素有“哈尼之乡、回归之
城、双胞之家”的美名。自 2005年起，
墨江均会举办以双胞文化为主题的
旅游文化节。“双胞胎节”先后荣获
“最具国际影响力的节庆”
“最具国际
影响力民族节庆”等殊荣。
3月 10日，在第十三届“双胞
胎节”新闻发布会现场，一支舞蹈
《我们俩》拉开了盛宴的序幕。这支
舞蹈由本届形象代言人鲁文■、鲁
文倩编舞演绎，快乐活泼的曲调结
合两人灵动的身姿，让人心生愉
悦，博得满堂喝彩。
鲁文■、鲁文倩 1989年出生
于武汉，2011年从武汉音乐学院毕
业后，同时被武昌理工学院录用，
成为该校音乐表演系教师。姐妹俩
明杨

同样热爱舞蹈，从 3岁开始学习舞
蹈，曾参加过 2006年央视春晚，曾
同获“湖北小姐”十强和“最佳才艺
奖”，以及第八届全国舞蹈大赛特
等奖、第三届湖北省“金凤杯”舞蹈
大赛三等奖等诸多专业奖项。她们
被网友评为全国十对最漂亮的双
胞胎之一。
鲁文倩老师介绍，早在 2009年，
她们凭借一支哈尼族舞蹈，在第八届
全国舞蹈大赛上获奖，之后陆续收到
一些电视台的邀请，有了一定知名
度。上个月，她们很荣幸地接到“双胞
胎节”主办方电话，邀请她们担任这
届“双胞胎节”的形象代言人，而这正
是姐妹俩一直以来的心愿。
本届双胞胎节以“哈尼神韵回
归情、双子相约阿墨江”为主题，开
展了双子星才艺大赛、万人篝火晚
会、双胞巡游等精彩活动。鲁文倩老
师说：“感谢主办方给予我们这次机
会，让我们的人生又多了一段美好
经历，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要大力
宣传美丽而神奇的墨江，挖掘哈尼
文化的独特艺术魅力，把哈尼族舞
蹈推向全国、全世界。”

3名男子把车推向路中间 视频截图
本报讯（记者魏娜 通讯员徐飞）12 将其推向路中。
武昌交通大队提供的监控录像显
日下午 2时 39分，武昌交通大队接到
群众报警，称有辆车横着停在沙湖苑路 示，这 3名男子先看了下车，然后敲了
敲车身，随后竟一起将车先推下人行
路中央，将路堵死。
4分钟后，武昌大队一中队民警姚 道，然后休息了一下，又继续将车推到
磊就赶到现场，他发现一台车牌照为京 路中间就不管了。
记者联系上该车车主，车主的父母
PB8xx的小轿车竟然横着停在沙湖苑路
上，路全部被堵死了，交警只能指挥被卡 就住在这个小区，上周他晚上回来后，
小区内没有停车位，他看到有车从这里
的公交车慢慢倒车，绕行其他线路。
2时 50分，拖车赶到现场将这台 出来，赶紧停了上去，已经有一个星期
车拖走，路算是通了，但事情却远远没 了，谁知竟被人拖到了路中央。他无奈
有完。因为该车违停得太“猖狂”，必须 地说，虽然是外地牌照的车，但拨打
122就能联系他来移车，不至于把他的
找到司机接受处罚。
武昌交通大队民警一边跟车主联 车推到路中间。不过他也表示，以后停
车时，一定会更加谨慎。
系，一边调看当日该路段监控录像。
14日下午，武昌交通大队民警再
可车主接到交警电话却一愣，却说
自己没停路中间啊，就停在路边人行道 次来到该处这家茶叶店，并在店中找到
了这 3名推车的男子，他们 3人承认了
上，而且停了一个星期了。
这是怎么回事？此时，调看录像的 当天推车的事实，“这台车一直停在这
民警发现让人目瞪口呆的一幕，就在 里，挡了门面”。
武昌区交通大队表示，这3人将因扰
12日当天上午 11时多，3名男子从该
车车头正对着的一家茶叶店走出，然后 乱公共秩序被行政拘留5日。

“功勋城管”胡毅峰街头柔性执法 15年
记者杨升 通讯员 杜微波

“开心水果”店主王兆阳向胡毅峰致谢 通讯员肖敏 摄
武汉姐妹双胞胎穿上哈尼族服装更美了

鲁文倩 供图

服刑醉驾司机每月当 8小时“环卫工”
伤老人，除了赔付家属近 50万元相
关费用外，他还被判两年缓刑。因这
次犯罪记录，他与很多工作失之交
臂。昨日，他告诉记者，打工之余，他
在此服务已累计 40小时。初来基地
上街清理垃圾时，他内心十分抵触，
如今看到自己清扫干净的路面，则会
生出一丝成就感。
据介绍，这些社区服刑人员劳动
期间，保洁公司及司法所人员对其监
管、考核并记录。

嫌轿车挡住门面
竟推到了路中间
沙湖苑路被堵 1小时 3名推车男子被拘留

他帮占道户变开心店主

我市将建 3个社区服务基地

本报讯（记者杨升 通讯员王凯）
昨日上午，作为社区服务基地的江汉
区万松园街环卫室，9位市民身着环
卫工作服，当起临时环卫工，捡拾路边
的纸屑、烟头。这 9位市民不是志愿
者，而是因危险驾驶、聚众赌博等需要
接受社区矫正的社区服刑人员。他们
中多为男性，因醉驾、赌博等被罚到此
进行社区矫正服务。
小李曾是一名公交司机，家住万
松园附近，因鲁莽驾驶酿成车祸、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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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介绍，社区矫正是将符合条件
的罪犯置于社区内，促进其顺利回归
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适用罪
行较轻、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性不
大的罪犯，或经过监管改造、确有悔改
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人员。按有关
规定，社区服刑人员每月必须完成不
少于 8小时的社会公益性劳动项目，
服务时间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提前预
约，以免影响工作和生活。
江汉区司法局社区矫正工作管理

公 告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15年开始，江
汉区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和要求，在全
市优先试点社区矫正工作，在万松街
环卫室成立了全市首个“社区服务基
地”。试行 2年，目前有 40余人在此开
展保洁服务。
据了解，友谊路轻轨站环卫点的
社区服务基地也已建成投用。此外，
今年还将陆续建成中央商务区、江汉
经济开发区、唐家墩工贸家电等 3处
基地。

位于武汉市青山区楠姆交通大队梁家村 45号 1门 4
号的房屋，因青政[2016]25号房屋征收决定被纳入征收范
围。该房屋现居住人裴改凤为登记产权人白垒发的妻子。
因登记产权人白垒发先于其父亲白广文去世，导致项目部
无法核实其全部继承人。请该房屋的利害关系人或知悉情
况人员，于 2017年 3月 27日前，携带相关资料前往青山
港及二号明渠综合整治工程冶金街项目部（地址：武汉市
青 山 区 滨 港 路 51号 火 炬 大 厦 101室 ， 联 系 电 话
027-86682013），协商该房屋的征收补偿有关事宜或向项
目部提供相关线索。逾期，项目部将按照该房屋现在予以
处置，并将相应份额予以保全。
青山港及二号明渠综合整治工程冶金街项目部
2017年 3月 16日

14日，洪山区城管委执法大队直属
二中队队长胡毅峰荣获“武汉功勋城管”
荣誉勋章，给他“授勋”的人中有一位水
果店店主。多年来，胡毅峰把商户当成朋
友，在服务上下功夫，在“帮”字上做文
章，获得他服务的摊贩、商户们的好评。
见到胡毅峰，民族大道一家名为
“开心水果”店铺的店主王兆阳夫妇内
心满是感激。两年前，在胡毅峰的帮助
下，曾是占道“钉子户”王兆阳和父亲王
天成一起搬离了占道经营 14年的鲁磨
路，来到民族大道荷兰风情园门口的城
管岗亭附近卖水果。为表达感激之情，
其父王天成给水果店取名为“开心水果
店”。经过两年的过渡期，儿子王兆阳
有了一定积蓄，和妻子新开了一家店，
沿用了“开心水果”店名。
经过走访，胡毅峰发现洪山片区占
道经营的摊贩不在少数，一边是要秉公
执法，一边是群众有特殊困难，该如何是
好？胡毅峰心想：如果流动摊贩有一个安
稳的家，为他们解决后顾之忧，岂不是一

举两得？在胡毅峰的动议下，
“引摊入市”
的设想在位于民族大道和南湖大道交会
处的华罗利广场变成现实，摊贩纷纷从
街边搬入规范的市场中。
40多岁的王勇是众多摊贩中的一
员，他和妻子均是残疾人，之前占道经营
卖炒花饭，两口子跟执法队员打了几年
“游击战”，生意时好时坏，收入也不太稳
定。经过接触，胡毅峰尽力帮助他们搬进
华罗利广场。目前他们除了炒花饭外，还
推出新品卤猪蹄，生意越来越好。
胡毅峰通过长期与华中科技大学
社会学系副教授吕德文学习交流，对执
法工作有了新的认识。吕德文也多次到
胡毅峰那儿蹲点调研，时间最长的一次
达 2个多月。
“城管工作就是群众工作，必须密
切联系群众。”15年来，胡毅峰不仅每
天这样要求自己，也对身边的每一名执
法队员这样要求。如今，辖区的商贩们
提到麻烦事，总有一句口头禅——
—“找
城管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