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爹爹贪便宜被蟹贩子骗了

3斤螃蟹只有 4个活的
本报讯（通讯员 鲁斌 陈芳 记者 胡义

华） “75元买了 3斤螃蟹, 只有 4 只鲜活
的，只怪我贪图便宜，请你们帮帮我。”昨日，
江夏区纸坊街董猷阀爹爹，向江夏工商青龙
所求助。

当日上午 8时许，江夏纸坊大街三潭路
董猷阀爹爹， 看到门口有个挑担中年男子，
吆喝“正宗梁子湖螃蟹，自产自销，货真价
廉。 ”一问，每斤比市场上便宜 10元以上。

董爹爹决定买几斤， 过秤一称 1.6 公
斤，老人付款 75 元。 正欲进屋，男子喊道：

“老人家，我换几只母蟹搭配一下，母的黄多
有营养，不让您老吃亏。”老人亲眼看着男子
换了螃蟹，重量比原来还多一两，心里很开
心。

等卖蟹男子离开后，董爹爹才发现买来
的螃蟹只有 4 只螃蟹是鲜活的， 其他都是

“晕货”（快要死掉的）。接到投诉的青龙工商
所执法人员，和董爹爹一起上街寻找，最后
找到了卖蟹男子。该男子辩称，晕蟹可以吃。
工商人员当场指出，晕蟹、死蟹毒素较高，不
能食用。 卖蟹人只好向董爹爹致歉退钱。

乱吐痰吐到人身上还持刀行凶
两名命案嫌犯遭举报落网

本报讯（记者 万勤 实习生 祝
文昭） 武昌一女子被别人吐痰吐到
身上，她与对方理论时，竟然被其用
刀划伤颈动脉，重伤身亡。 警方求助
本报公布监控录像悬赏万元缉凶（见
本报 13日 14版报道）。昨悉，根据读
者举报，武昌警方将两疑凶抓获。

10 月 13 日，武昌警方接到读者
举报，称发现了疑似作案人蕲春黄氏
兄弟的踪迹， 他们有可能藏身大冶、
蕲春、黄州一带，武昌警方立即赶赴
三地追踪缉捕。 15日下午 5时许，警
方在黄州市一暂住屋内抓获嫌犯黄
某发（23岁）、黄某华（24岁）。两人还

是亲兄弟。 经审查，两名嫌犯对 9 月
27 日在武昌区首义路农业银行门口
涉及命案一事供认不讳。

警方昨日称， 将兑现此前承诺，
如数向举报者发放奖金。

中法专家论道环境法

昨日， 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
与法中环境协会共同举办“中法比
较环境法论坛”，中法两国专家论道
环境法律问题。 中国法学会环境资
源法学研究会会长蔡守秋、 研究会
副会长、 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所
长王树义、 国家环保部政策法规司
副司长别涛以及法中环境协会法方
会长潘富石等与会。

记者 胡常峰 摄影报道

西式婚礼受青睐
鲜花、牧师、新人，一场别开生面

的西式婚礼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
昨日， 位于光谷的武汉玉树临风精
品酒店内， 新郎新娘在牧师的见证
下，郑重许下一生的承诺。

时下西式婚礼， 在都市里越来
越受到年轻人的青睐。据透露，之所
以选择西式婚礼， 除了浪漫的气氛
让人陶醉外， 更重要的是可以省去
一些繁文缛节。

记者 熊波 摄

兜里欠条“指认”可疑男子是小偷
本报讯（记者 梁爽 通讯员 丁

其刚） 三名有偷窃嫌疑的男子拒不
承认行窃，不过，其中一人兜里偷来
的欠条却将他们“出卖”。 昨日，涉嫌
盗窃犯罪的于某、吉某等 3 人被东西
湖新村派出所刑拘。

今年 10 月 22 日凌晨 2 点多，东
西湖区公安分局新村派出所夜巡民

警巡逻至祁家山社区三秀路居民区
时，发现三名男子东张西望。 民警认
为三人可能在踩点，遂合围上去将他
们控制住。

面对民警询问，三人拒不承认有
不法行为。 民警搜查三人的随身物
品，发现一名吉姓男子上衣口袋内有
大量现金，还有一张落款为“吴家山

郑某”的欠条。继续追查下去，发现郑
某家中于当日凌晨零时许财物失窃，
其中就有这张欠条。

经民警连夜突击审讯， 吉某、于
某等人交待，他们来自四川省美姑县
龙门乡哈莫村，数月来流窜武汉夜间
变身“蜘蛛人”，连续爬高层居民楼作
案 6起。

祸从口出
记者 丁金汉

生活中少不了会出现一些小磨
擦，学得熟的人，一个哈哈两个笑，
抱点“小面”也就过去了；可有的人，
却偏偏要搞得人都不舒服！昨天，家
住汉口杨汊湖小区的张女士向记者
说了一件既好气又好笑的事情。

昨天下午 5 点半钟， 张女士在
汉阳王家湾车站准备乘坐 705 回
家。这时，她看见一个女伢挤车时踩
到了另一个毛边 40岁女将的脚上。
女将被踩疼了，当然说不出好话；女
伢若是赔个不是也就过去了， 可是
偏偏那个女伢蛮“半铫子”地甩了一
句：“上车哪那好咧？ ”

这一下， 那个女将就烦了：“么
唦，踩了我的脚你还有理？我今天就
不得跟你下地！ ”说着，她车也不挤
了， 一把将女伢扯住：“我脚被踩伤
了，你把我带到医院去看病！ ”女伢
还在那里发嘎气：“凭么事啊， 轻轻
地踩了一下，未必你的脚就骨折了，
你个老菜苔有这娇气？！ ”那个女将
更是火直冒， 拽住女伢非得要去医
院。 最后，女伢冇得法，只得带她去
了附近的医院……

综合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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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
总开幕式在汉举行

本报讯（通讯员 龚伟 记
者 周锐 蔡晓智） 昨日上午，
2011 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
全国总开幕式在武昌湖北剧院
举办。 来自全国 160 多个县市
区的约 400 名代表将齐聚武
汉，共同见证这一文化盛典。

在开幕式现场， 我市 200
个学习型组织创建工作先进单
位受表彰。 活动周期间武汉市
各机关部门、学校、社区将开展
学习和培训活动 1123 项，涉及
健康、科普、消防、戏曲文艺、劳
动就业等各个方面， 积极营造
出"人人学习、时时学习、处处
学习"的美好社会氛围。

本届活动周主题为“永远
跟党走———人人终身学习 创
建学习型城市”。 开幕式期间，
各代表团们在武汉首义广场参
观" 全国终身学习资源建设与
发展成果展"。展览包括有全国
50 多个城市提交的 200 个成
果展板和 24 个终身学习资源
建设及特色活动展台。

“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由
中国成人教育协会联合中国教
科文全委会秘书处共同发起，
于每年的十月开展， 时长为一
周。

我市今年收缴假币两百余万元
同比骤减约一半

本报讯（记者 王丹妮） 昨日，
记者从我市反假货币宣传活动上获
悉， 今年我市收缴的假币减少了
50%，货币使用环境得到明显净化。

假硬币、假 5 元纸币、假 20 元纸
币……曾经生活中，常会出现一些小
面额的假币，它们面额小，不易提防，

常让人们受到损失。 从 2009年开始，
人民银行便联合公安部开展打击假
币的犯罪行动。

这两年来，国内很多造假源头制
假窝点纷纷被捣毁。 武汉也曾连续破
获假币犯罪案件多起，查获假人民币
数百万元， 使假币流通状况得到遏

制。
据人民银行武汉营管部货币流

通处相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 1 至 9
月， 武汉市收缴假人民币 200 余万
元，较 2010 年同期减少 50%以上，假
币流通量处于逐年下降的趋势。

在目前收缴的假币中，已不见小

面值假币，以百元大钞为主。 由于百
元大钞采用凹版印刷，而假币的制作
手段主要还是采用简单的印刷工艺，
与真人民币印制工艺有本质区别，市
面上不存在高仿真假人民币。 市民只
要掌握一定的防伪知识就能辨别。

《中国红———
辛亥革命百年祭》
出版座谈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 袁毅 通讯
员 黄红萍） “十二五”国家
重点图书项目、大型史志《中国
红———辛亥革命百年祭》 出版
座谈会昨在汉举行。李捷、石仲
泉、王天增、刘敏、王天有、严昌
洪等著名专家学者与会。 座谈
中，严昌洪、王天有、石仲泉等
纷纷发言， 从形式到内容对该
书做出充分肯定， 称赞该书仅
用一年时间写作出版， 是一个
奇迹，更是“新史志中不可多得
的‘红色经典’”。

营北社区为空巢老人配备“一键通”

遇事按个键就能向外求救
本报讯（见习记者 万浩琳 通讯

员 罗军） “对对对，有么事按一个
键就能打通伢的电话。 ”电话里，营北
社区的余婆婆对“幸福一键通”赞不

绝口：“又
快 又 方
便！ ”

“一键
通”即是营
北社区与

移动公司为社区空巢老人提供的一
项特色养老服务：“一键通”是一只特
殊的“生命手机”，上面只有用图案标
示的四个键，可以连接儿子、女儿、好
友、社区。如需帮助，老人只用按一个
键，就能接通电话；同时，手机还有定
位功能，在网上可以查到老人所在任
何位置。在手机反面还有一个红色的

“SOS键”， 紧急情况下按下此键，儿
女和社区都能接到求助。

不久前，社区的黄鸿安老人在菜
场晕倒。群众发现后及时用老人携带
的“一键通”与社区联系，社区工作人
员和街坊及时赶到，避免了意外。

营北社区负责人介绍，社区专门
配备了一部座机，和帮扶对象的“幸
福一键通”绑定，24 小时随时为老人
提供贴身服务。 目前，社区里共有十
位老人获赠了“幸福一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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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元英， 女，67 岁，白
发， 身高约 1.4 米， 武汉口
音。 因患老年痴呆症，于 10
月 20 日上午 10：00 左右在
汉口江滩三阳广场走失，身
穿米色上衣，铁灰色长裤，红
色胶底布鞋。 戴有老年人优
待证，有知其下落者，请拨打
15827105755 与 方 先 生 联
系，当面酬谢！

寻
人
启
事 民航武汉天河国际机场公安局副局长华

夏同志因病医治无效， 于 2011 年 10 月 22 日
12时 17分不幸逝世，终年 41岁。为寄托哀思，
定于 2011 年 10 月 24 日上午 10 时在武汉市
汉口殡仪馆举行追悼会。

谨告华夏同志生前同事、亲朋好友。

讣告

民航武汉天河国际机场公安局治丧委员会
二〇一一年十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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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文博会”即将举行
上万种文房四宝
将亮相武汉

本报讯（见习记者 拱岩
颜） 昨日， 记者从第 28 届全
国文房四宝艺术博览会（简称

“文博会”）组委会了解到，全国
知名的百余家文房四宝企业将
集体亮相武汉，其品种近万种。

据了解， 本届文博会将于
25 日在我市洪山体育馆举行，
为期 4 天， 届时 100 多家全国
最优秀的文房四宝企业将集体
亮相文房四宝馆，涵盖笔、墨、
纸、 砚四大领域 20 个大类，近
1 万个品种。 展品有徽墨、端
砚、 周虎臣毛笔以及手工制作
的宣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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