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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逸为您报天气

本报讯（记者 王调翁 摄影报道）

7

月

15

日上午， 家住市区庆丰路

1

号的胡女士来电

反映， 她每日外出都要经过原市第三人民医

院门口， 但最近有块巨幅商场广告牌被“放

倒” 后一直躺在路面上， 挡住行人去路成了

“拦路虎”，让人感觉很不方便。

根据胡女士反映的情况， 记者来到原第

三人民医院门口。在现场，整块广告牌将一整

条人行道全部占据，行人的确无法正常行走。

随后，记者来到市城管支队询问，一名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支队已经接到居民反映，会安排

工作人员将该广告牌进行清理， 确保路面畅

通整洁。但近期雨水较多不好进行切割处理，

待天气好转他们会立即派人处理。

本报讯（实习生 李正阳 记者 龚

子剑 黄骏 摄影报道） “这里的路面

破损不堪， 严重阻碍出行， 道路凹凸

不平也给通行车辆带来安全隐患。” 近

日， 市民徐先生向本报热线投诉， 反

映位于三江东大道和志敏东大道十字

路口路面破损比较严重， 希望有关部

门尽快对破损路面进行修复。

7

月

13

日下午， 记者来到现场看

到，破损路面已经被市政公司设置了路

障提示牌，来往车辆目前只能从两侧通

过。记者发现，该破损路段大约有

20

多

米长，路面破损严重的地方，有很多碎

块聚在一起， 机动车和行人从此经过，

不得不绕开这些坑坑洼洼的路面。 一

名路人对记者说，路面损坏已经有一段

时间了， 这里经常有很多大车经过，是

造成路面破损严重的主要原因。

对此， 记者联系了市政工程处养

路所副所长付寿生。 他告诉记者， 已

对该路段进行了修复， 并铺上了水泥，

待保养期过后， 市政会给道路铺浇沥

青， 沥青浇完后的当天， 道路即算全

部修补完毕。

本报讯（记者 夏内信 夏濛 摄

影报道）

7

月

14

日下午， 上饶市市

政工程管理处组织技术工人在市区

中山路抢修通讯井盖， 及时将被车

辆压坏的通讯井盖进行了修复，为

广大市民创造良好的出行环境。

市政及时抢修通讯井盖

巨幅广告牌成了“拦路虎”

城管称天气好转即可清理

主干道路面破损 市民盼尽早修复

市政： 道路水泥已浇好

本报讯 （记者 王调翁 摄影报

道）

7

月

12

日上午， 信州区东市

街道五三 （

2

） 社区联合爱心企业

在辖区开展“世界人口日爱心进社

区” 义诊活动， 免费为辖区居民

（以老人为主） 测血压、 血糖及送

避暑药品， 此活动受到广大居民的

欢迎。 应广大居民的要求， 社区未

来两天还将持续进行义诊活动， 为

居民办实事、 好事， 为居民群众的

健康保驾护航。

五三 （2） 社区

开展爱心义诊活动

前几天，患上“蛇精病”的梅姑

娘“暴力”地发了回飙，就将

35℃

的

高温给赶跑了。眼下伏天将至，梅姑

娘一转身，高温天气又来了。今天饶

城阴到多云，气温

24~35℃

。

高温天气来临， 我们穿衣的第

一要义是什么呢？ 必须是能够抵抗

凶恶的热量，更加清凉，更加舒心。

但很多人的穿衣理念都是错误的，

单从数量面积考虑， 觉得越少就越

好， 可还是每天在汗水里“沐浴湿

衣”。 其实衣服的重点在于衣料，每

种衣料都有各自的属性，到了夏季，

首选即是棉麻丝外加高科技！

这里说的“棉麻丝外加高科技”

说的是四种材质。 棉， 即为纯棉材

质；麻，即为亚麻材质；丝，即为真丝

材质： 高科技说的是现代科技的新

成品，“莫代尔材质”。 美妞们，“购”

起来吧。 （记者蔡文逸）

雨停了 天热了

靠猪笼草灭蚊，真的可行吗？一

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想要靠在家

中挂上几株猪笼草， 就达到消灭蚊

子的效果，其实是不靠谱的。因为猪

笼草分泌出的蜜露只能吸引不吸食

人血的雄性蚊子。

蚊子中的雄蚊专以植物液汁为

食，而吸人血的蚊子都是雌蚊，它们

能够感受到的是人及动物呼出的二

氧化碳，以及体表散发的红外线。对

于猪笼草的蜜露， 雌蚊是不屑一顾

的，它们非吸血不可，只是偶尔尝尝

植物的液汁。 所以说， 能被猪笼草

的汁液吸引过来的， 不过是些对人

无害的雄蚊。而且，猪笼草的“食量”

非常小， 一般消化一只小虫子要一

周甚至更长时间。 市民若想仅凭一

两株猪笼草就把蚊子拒之门外是不

现实的。

（记者 蔡文逸 夏濛）

这草能吃蚊子？

饶城“潮”人青睐猪笼草

猪笼草能吃蚊子登上微博热门话题

一株

30

—

50

元 受饶城年轻人青睐

靠猪笼草抓蚊子不靠谱

夏天到了， 最恼人的当属蚊子。 7 月， 梅雨季节是蚊子繁殖的“黄金时期”， 找寻灭蚊

奇招成了市民们的“当务之急”。 近日， 记者在饶城的花卉店闲逛时发现， 一种号称“能吃

蚊子” 的猪笼草开始热销。

“我是在刷微博的时候注意到了

一个叫‘能吃蚊子的草’ 的热门话

题， 说猪笼草能消灭蚊子。 最近家里

蚊子太多了， 我就特意来花店问问有

没有， 打算买几株试试。”

7

月

14

日， 记者在滨江西路一家花店里遇到

前来购买猪笼草的

90

后女生李婷。

李婷告诉记者， 在新浪微博“能

吃蚊子的草” 的热门话题里介绍了猪

笼草吃蚊子的原因。 原来， 猪笼草能

在笼口处能散发出香气吸引蚊子“上

钩”， 蚊子落入笼底后会被笼中液体

淹溺而死， 并慢慢地被猪笼草消化吸

收。

记者走访饶城多家花店了解到，

他们大都有猪笼草出售， 价格在

30

元至

50

元之间。 “来买猪笼草的人

基本上是从网上得知猪笼草有能吃蚊

子的效用， 才来购买的。” 市区一家

花店店长助理苏小姐告诉记者， 进入

夏季以来， 由于蚊子的出没愈加“猖

狂”， 前来购买猪笼草的市民增多，

猪笼草的售价也翻了一倍。

苏小姐告诉记者， 猪笼草的外形

很特别， 有一个个瓶子一样的捕虫

笼。 它是一种热带植物， 原产于热

带、 亚热带等， 我国南方等地都有分

布。 它长出这个笼子， 并不是因为外

形好看， 而是优胜劣汰的结果。 因为

在热带雨林中， 大量雨水的冲淋以及

高温使得土壤中的氮元素流失很快，

猪笼草也一样体内缺少氮元素， 而雨

林中众多的虫子含氮丰富， 于是， 猪

笼草就长出了这个笼子来捕食虫子。

在行动

十大整治

之户外广告整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