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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城素质行
理财达人教你“理”出好日子 爱心小队让老人空巢不空心

寻找江城发明达人

给指示牌加上语音装置 让行车不再受天气影响

90后获全国交通科技大奖

团队成员正对样车进行实地
测试!

本报记者 张娅菲 通讯员 王智明 邓志坚

遗失声明

本报讯（通讯员 宋科 韩洪亮 隋威
记者 李莹）“带被告人王平上庭……”近
日，一场“原汁原味”的庭审案，被搬到了
武汉军械士官学校的法制教育课堂上。
由该校学员自编自演的“士兵私自离队
案”庭审观摩会，让学员们耳目一新。这
是该校采取理论教育联系现实案例、言
传与身教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法制效果
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武汉军械士官学校坚持把

强化官兵知法、守法、依法履职的责任感
和使命感，作为开展法律服务工作的首
要任务，在校园主干道宣传栏张贴警示
标语、定期开展法制讲座、发放法律书籍
……使学员时时处处都能受到法制教育
的熏陶。他们还结合新学员入校的有利
时机，广泛开展“两支队伍”培训，建强基
层骨干队伍，从思想源头上实现预防工
作关口前移。为使法纪工作制度化、常态
化、经常化，他们还积极构建了集教育、
管理、督导为一体的综合防范体系，该校
枪械系还成立了首个“基层法律咨询
站”，组织学员担任咨询员，进行普法和
法律咨询等活动，有力促进了法制工作
稳步开展。
据悉，该校已连续20余年未发生任

何政治性问题和各类刑事案件，先后被
总装评为“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先进单
位”、“保密工作先进单位”、“双防工作先
进单位”和“优秀法律咨询站”。2011年，
全军“预防军人违反职责犯罪教育示范
基地”在该校挂牌成立。

让法制教育
!活"起来

切完辣椒
手很辣怎么办？
切完辣椒后，手像被火烧了一

样地痛，火辣火辣的。这是因为辣
椒中有一种统称为辣椒素的辣椒
碱，这也是产生辣味的物质。切辣
椒时，辣椒素沾在皮肤上，会使微
血管扩张，导致皮肤发红、发热，并
加速局部的代谢率。同时，还会刺
激痛觉神经，这就是我们平时觉得
烧手的原因。
这些材料可除去手上辣味：
1、可用少量食醋或白醋洗手，

这是因为食醋是酸性的，可以和辣
椒碱中和。

2、可以将茶叶放在手中揉一
揉，茶叶有去辣的作用。在凉茶叶
水里浸泡2分钟就可解除烧手感。

3、用香皂洗手，再用淘米水泡
一会。

4、先不要洗手，用干面粉先
搓，搓一会再洗，效果很好。
5、用橘子皮搓一下手。
6、用盐水洗手浸泡。
7、将砂糖涂在手上，用清水擦

洗，然后再用肥皂洗一次。

武汉包艺包装有限公司原使用
的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章遗失，
特此声明作废。

教你一招
快速祛车内烟味
怎样才能消除车里的烟酒味

呢？方法很简单，只需用蘸醋的毛
巾在车厢内擦拭一下车窗玻璃和
内饰面板，然后关上车门等一会
儿，当再回到车厢里时烟酒味就没
有了。
为什么这么神奇呢？因为香烟

中的尼古丁是碱性的，醋是酸性
的，它们发生了酸碱反应，烟味自
然就没了。另外，蜡烛也能对付这
种异味。蜡烛释放出来的二氧化碳
气体是酸性的，与酒气和尼古丁也
能发生化学反应。车厢里的烟酒味
自然也就被去除了。有了醋水和蜡
烛，我们再也不愁车内的烟酒味儿
了。

梨园街通过协调不同志愿者队
伍轮流开展志愿服务，将定期的专
项志愿服务与不定期的志愿活动相
结合，打造了一支不走的活雷锋，不
仅解决了社区居民的实际困难，还
凝聚了更多居民参与,乐在其中。走
在社区的大街小巷里，家的温情越
来越浓。

请来达人讲座#

教居民!理"出好日子
理财仅仅是有钱人的事吗？收

入不高的家庭是不是就不需要理财
了？

针对不少居民对家庭理财知识

的需求，梨园街联合齐鲁证券徐东
大街营业部的青年志愿者，举办了
“爱心理财讲座进社区”系列活动，
为居民送去家庭理财知识。

积极攒钱收入少，消费却不少，
这是目前大多数低收入家庭所面临
的问题。要获取家庭的第一桶金，首
先要减少固定开支，即通过减少家
庭的即期消费来积累剩余，再用这
些剩余资产开展投资。同时善买保
险，提高家庭风险防范能力，转移风
险。

活动中，志愿者们还为居民们
发放了理财知识宣传册，耐心接受
居民咨询，详细解答了大家关心的
基金投资、股票和保险投资以及投
资风险等问题。“原来理财还有这么

多学问呢。”听着志愿者的介绍，居
民纷纷表示受益匪浅。

关爱空巢老人#

让老人空巢不空心
每隔一段时间，东山亭社区青

年志愿者就会来到辖区部分空巢老
人家中进行探望。每到一处志愿者
们就与老人促膝长谈、嘘寒问暖，并
帮助老人清洁室内外卫生。
“儿女不在身边，每每看到别人

一家团圆，心里不是个滋味。”空巢
老人说，这些年轻人就像家人一样，
经常来看望他们，让他们心里既温
暖，也乐呵。

义务清洁#

还居民一个美丽的家
“要整治就要整彻底！”近日，梨

园街社区青年志愿者对小区环境进
行了义务清扫。

特别是对小区主要道路、花坛
和偏僻处的建筑垃圾、白色垃圾和
牛皮癣等进行重点整改，使小区居
民区面貌焕然一新。

看到志愿者们帮居民清理杂
物，不少群众也觉得不好意思，赶过
来自行清理，并表示再也不占用小
区公共用地乱堆乱放，爱惜自己美
丽的家园。

通讯员 罗守明 本报记者 李莹

科学生活

大雾等恶劣天气下，能见度
低，容易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员
伤亡。2012年5月，在第七届全国
交通科技大赛上，90后周雄峰和
同学一起发明的专利项目“智能型
道路通行指示的调频语音装置”获
得三等奖，能在未来有效预防交通
事故的发生。
“减少交通事故关键在预防和

预警，这项发明关键在建立了一个
预警系统。”周雄峰向记者介绍。在
华农工学院实验室，记者见到了调
频语音装置的演示过程。当车（模
型）接近道路指示标牌的触发装置
时，黄色频闪警示灯闪烁，司机可
通过收音机接收同步调频播报的
语音信息，根据信息正确驾驶车
辆。这样司机在第一时间接收预
警，能有效预防交通事故的发生。

周雄峰和同学们合作，设计了
核心电路，由光照度传感器控制，
采用发射功率和半径小的调频语
音装置。一旦启动，便能向上述模
拟的状况一样，通过实时调频语音
播报和黄色频闪警示灯来及时提
示驾驶人员，有效的保障行车安全

并预防交通事故的发生。该装置适
用于道路的弯道、交叉路口、隧道
等路段。

正在读大三的周雄峰表示，这
项发明得益于团队合作，这是大学
生发明创新的优势。在指导老师李
小昱教授、王为研究员，还有同学
李琳琳、张印、潘安达、雷健平的共
同努力下，周雄峰希望调频语音装
置能尽早运用，保障交通安全。

专家点评# 该装置主要适用

于不易观察前方路况的恶劣天气
及夜晚" 预防交通事故的发生"目
前国内外尚无此类装置! 对促进我
国交通事业的发展与交通安全具
有重要的意义和良好应用前景!

周雄峰和队友在天高杯发明大塞现场进行答辩!

本报讯 （记者 张娅菲 通讯员 周娟）
“应该是先浇水，还是先松土呢？”日前，银海雅
苑社区联手广埠屯小学开展了一次植树节特
别活动，组织大家动手参与养护月季花。
活动一开始，对于浇水和松土的先后次序

问题，不少小朋友产生了分歧。社区园艺师现
场为同学们解答了疑惑，“为了让月季更好地
吸收肥料，可以先轻轻松土，然后施肥，最后浇
水。”同学们都希望在他们的精心养护下，能开
出更多美丽的花朵。

社区忙护绿
先松土、再施肥、最后浇水
护绿小分队———

在 社 区 园 艺
师的指导下"同学
们先松土再施肥"

最后浇水"对月季
进行养护!

梨园街有支不走的“活雷锋”

本报讯（记者 李莹）以后市民
做胃镜时吞颗胶囊就行了! 武汉光
谷一家企业发明的 #胶囊机器人$

(本报曾作报道%"日前获国家药监

局注册审批投产&

安翰光电公司研发的#胶囊内
镜机器人系统$属全球首创& 患者
将一粒小拇指大小的#胶囊$胃肠

检查装置吞下后"医生通过遥控
可令其翻滚旋转平移"胃内景象
一览无余"#胶囊$最后会自然排
出体外"病人无痛苦&

公司介绍"#胶囊机器人$投

放市场可广泛应用于胃'食道和结
肠检查" 预计每年有 1600万例使
用量 " 市场规模可达 100亿 元 /
年!

光谷“胃镜机器人”投产

江夏#

农技培训受热捧
本报讯（通讯员 陈远炎 记者 李

莹）江夏区金口街西湖村是一个既无
山林面积，又无水面面积的村落，农民
收入仅靠外出务工和祖传的种田手
段。为了引导农民科学种田，近日江夏
区科协、区老科协、区农业技术推广中
心联合组织了区农业技术人员到开展
了春耕备耕季节性早稻育秧技术讲
座。

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
彭才安、农艺师李宏玉先后给60余名
农民群众讲解了早稻育秧、早稻栽培
管理、水稻新品种的介绍等农技知识。

西湖村村支部书记、主任赵术力
在培训后，敬佩地表示，“说实话我们
村农民群众的种田水准较高，之前一
直担心技术讲座没有吸引力，现在我
服了。”赵术力说，农业专家课讲得实
际又实用，对他们种好水稻，提高稻谷
产量，增加农民收入有很大帮助，并当
即预约了下一场讲座，连呼专家要“常
来，常来”。

江汉#

重拾手帕倡导低碳

本报讯（通讯员 郑蓉）随着全球资
源日益紧张，气候日渐变暖，“雾霾”、
“沙尘暴”等天气现象成为人们生活中
的常客，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的低
碳生活已成为城市居民追求的新的生
活方式。

日前由江汉区万松街科协、武汉广
场共青团志愿者发起的名为“重拾手
帕，低碳生活”环保倡议活动，在江汉区
滑坡路小学的校园里拉开了序幕。武展
社区志愿者服务站提供200条手帕，通
过武展社区共驻共建的平台，与滑坡路
小学携手，掀起低碳生活倡议的序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