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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陂舍弃每年近百万租金

蔡甸终结
百余年开山采石历史

普通居民笑脸
登黄金广告位
本报讯

（记者 林敏 彭仲 通讯员 胡沛 冯
涛 徐文婷）昨日，一块没有明星、而是黄陂 90

位普通居民笑脸的巨幅广告牌，在黄陂大道转
盘东侧竖了起来。
这块广告牌长 21 米、宽 9.2 米，处在进入
黄陂区最显眼的地方。 大红底上，90 名来自环
卫、商业、教育、建筑等行业无名者的笑脸，引
来过往市民驻足。 牌上写着两行大字：增强发
展自信，热爱秀美家乡，黄陂因您而自豪。
在黄金地段广告位展现普通居民笑脸，是
“希望用身边人来激励带动身边人”。提出该创
意的黄陂区委宣传部负责人说，以往公益广告
经常是明星或英模， 但他们离普通居民有些
远；身边人的笑脸更容易感动身边人，他们真
实而淳朴， 他们的笑脸也是对城市信心的体

今年将复绿 800亩破损山体
本报讯

（记者 朱波 通讯员 高池 彭兵虎 王佩玺）昨
日，记者在蔡甸区侏儒街土龙村长艳山上看到，一座占地
100 多亩的乡村公墓刚刚修建完成。 这片可容纳 500 个
墓穴的公益陵园，此前是一座采石厂。四周曾因采石被炸
得支离破碎的山坡，如今已种上青柏，重新披上绿装。
今年 5 月 26 日，蔡甸区公安、城管、林业等 13 个部
门联合执法，依法关停侏儒街中湾采石厂、军山联合采石
厂、顺通采石厂和土龙青石厂。 至此，100 多年开山采石
历史在蔡甸正式终结。
区政府今年将投入 1.4 亿元，对大集街伏牛山、奓山
街钟家山等地共计约 800 亩破损山体，进行大规模复绿。
蔡甸采石产业很有名，清朝光绪年间就在侏儒设“花
石行”，用侏儒石材制作的盆景等工艺品盛极一时。 新中
国成立后建造武汉长江大桥，桥墩用的就是侏儒坨石。

现。
“这里有六成以上的人都是我偷拍的。”花
一周多时间抓拍这些笑脸的区委宣传部工作
人员王力军说，“当被拍摄者发现自己的笑脸
登上大广告时，他们又笑了。 ”
超市员工陈明惠的笑脸在第五排右四，她
回眸一笑被王力军捕捉到。“那天我在超市货
架边理货，余光感觉到旁边有人，就回头瞄了
一眼。 看见他拿着照相机， 我不由自主地笑
了”。 42 岁的陈明惠平时爱笑，也爱自拍。
90 个笑脸里有微微一笑，也有开怀大笑。
看到自己的笑脸出现在广告牌正中，51 岁的
环卫女工许双清说：“现在日子过得这么好，为
什么不开心呢？ ”
据了解， 这块黄金广告位 1 年租金 80 多
万元，还有企业愿意加价“占领”，但都被有关
方面婉拒。黄陂区已决定将笑脸广告牌长期竖
立于此，并定期更换。

我省 50多所高校开设调酒课

专职教师接受调酒培训
本报讯

（记者 黄 琪 通讯员 王 英）酒瓶如精灵般上下
翻飞，又准确地落入手中。这是暑假在武汉商学院举办的
全省高校教师调酒培训班上的一幕。 昨日，全省 22 所高
校的 43 名调酒课专职教师顺利结业，获得国家高级调酒
师职业资格证书。
武汉商学院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院长薛兵旺介绍，
随着国内酒吧业的兴起， 我省 50 多所高校酒店管理、旅
游等专业先后开设了调酒课。由于师资匮乏，调酒课教师
大多是从星级酒店或酒吧聘请的“外援”，难以保证教学
组织工作和教学质量。
参加此次培训的教师系统地学习了调酒基本功、干
冰鸡尾酒调制、花式动作基本功国际使用技巧、酒吧魔术
等知识， 通过了国家高级调酒师基本技能测试和专业理
论考试，能够独立承担调酒实训课程。

右图：51岁的许双清每天都要在附近的
街道保洁清扫。昨日，看着广告牌上自己的笑
脸，她开心不已
记者彭仲 摄

本报“爱心病房”公益活动传递爱心

新洲 3岁半男童成功保胆取石

老村支书积劳成疾

村民自掏腰包
请他游木兰山

记者管菁 通讯员柯小平

由本报联合市民政局、市慈善总会主办的
“爱心病房”公益活动，又将爱心传递给新洲区
男童余念乐。今年 3 岁半的他在武汉京都结石
病医院成功保胆取石，并获手术费用减免。 据
悉，这是国内年龄最小的保胆取石患者。
昨日，余念乐的妈妈周春梅开心地告诉记
者：“乐乐 7 月中旬手术后恢复得很快，现在肚
子不疼了，能够正常吃饭了。 感谢‘爱心病房’
公益活动的热心帮扶。 ”

肚子疼痛伴呕吐
3岁半男童患了胆结石

周春梅家住新洲区双柳街。她家经营一小
卖部，但生意不太好，主要经济来源靠在附近
打工的丈夫。
周春梅的儿子余念乐 3 岁半。他自小喜欢
吃零食，如薯片、泡面等。 1 个多月前，乐乐肚
子疼，渐渐发展到恶心、呕吐，吐出草绿色胆
汁。 这让家长慌了神， 辗转几家医院看病，最
终被确诊为结石性胆囊炎。
孩子小小年纪不可能就把胆囊切除了，医
生建议采用保守的药物疗法。 但是孩子小，总
是不吃药， 肚子持续疼痛。 保守治疗不见效，
看着乐乐日渐消瘦，父母急坏了，四处打听根
治办法。

得知患者家庭负担重
“爱心病房”伸出援手

后来，周春梅无意中听说武汉京都结石病
医院是专业的结石病医院， 曾为 4 岁至 83 岁
的胆结石患者成功保胆取石，于是带着乐乐来

到这家医院。
检查结果显示， 乐乐胆囊内结石大小为
0.3 厘米×0.6 厘米，且胆囊的显像完整。 武汉
京都结石病医院虞福灵主任建议为孩子实施
三镜联合微创保胆取石术。
考虑到孩子太小，各项器官功能与成年人
有较大差异，该院组织了大型会诊，确定了手
术方案。
可手术费让周春梅发愁： 乐乐的爷爷、奶
奶中风卧床；除乐乐外，家里还有一个 12 岁的
儿子需要抚养；由于经济负担重，家中至今连
空调都没安装……
得知周春梅一家的困难后，该院院长丁孔
裕决定为其提供“爱心病房”公益援助治疗，给
予 2000 元的手术费爱心援助。 这让周女士一
家倍感温暖。

本报讯

实施微创手术
成功保胆取石

7 月 14 日上午， 该院肝胆结石科主任沈
章义为乐乐实施微创手术。手术通过迷你腹腔
镜进入腹腔在胆囊底部打孔，通过纤维胆道镜
进入胆囊找到结石后，再用套石网篮将结石取
出。手术顺利完成，并成功保住了乐乐的胆囊。
针对乐乐的患病经历，沈章义提醒，大量
的膨化、油炸食品和奶制品等零食是儿童患上
胆结石的主要诱因。 另外，不吃早餐和三餐不
规律也易引发胆结石。儿童胆结石发病率近年
来逐年升高。 家长若发现孩子有上腹部疼痛、
恶心、呕吐等症状，应及时带其到医院做肝胆
结石检查。

18日，在妈妈陪
伴下，乐乐在病床上
玩耍
通讯员柯小平 摄

夫妻半夜双双腰背痛
均确诊为肌肉溶解症 疑与吃大量小龙虾有关
本报讯

（记者黄洁莹 实习生刘慧
玲 通讯员李蓓）前日，34 岁的刘女士和
丈夫睡到半夜， 先后痛得直不起腰，连
夜到医院求治，竟查出“肌溶解”，被转
到重症医学科抢救。 夫妻俩称，当晚吃
了不少小龙虾， 怀疑自己发病与此有
关。 昨日，经及时救治，两人康复出院。
前日，刘女士和丈夫去集贸市场买
了 2 公斤小龙虾， 回家后饱餐了一顿。
当晚 11 时，刘女士突然感觉背痛、脖子
酸，以为是坐久了，便起来活动双腿，没
想到疼痛越发厉害， 脖子都抬不起来
了。 昨日凌晨 1 时多，正在熟睡的丈夫
也突然惊醒，直喊腰背痛。 夫妻俩感觉
情况不对，赶紧打的到市中心医院。
检查发现， 刘女士的血清肌酸激
酶高达 2 万个单位， 其丈夫的指标为

1300 多个单位。 而正常人的血清肌酸
激酶为 25—200 个单位。最后，夫妻俩
均被确诊为横纹肌肉溶解症。
昨日凌晨， 市中心医院重症医学
科医生立即对刘女士进行血滤， 清除
血液中大量有害物质。 她的身体酸痛
不适症状很快得到缓解。 其丈夫经及
时治疗，也很快恢复。
这对夫妻突发急症， 是否与吃虾
有关，未经验证，尚不确定。专家表示，
一般来说，如果虾子本身干净、卫生，
人食用后不会出现疾病问题。 若食用
的是死虾，由于蛋白质腐败变性，食用
后毒素入侵血液， 很容易诱发一系列
不良反应； 或者虾子在加工烹饪过程
中出了问题，食物受到污染，也有可能
导致不良反应。

链接 >>>

横纹肌肉溶解症

市中心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喻莉昨
日介绍，横纹肌肉溶解症是由于某些诱因，
致使肌肉细胞膜被破坏，导致肌酸激酶、肌
红蛋白等肌细胞内的成分进入细胞外液
及血循环，大量肌红蛋白通过肾脏排出体
外时，很容易阻塞肾小管，症状较轻的会产
生血红蛋白尿，严重的会引起急性肾衰竭。
喻 莉说，肌肉溶解的诱发因素很多。
临床上常见的一般是剧烈运动或大量体
力劳动、挤压、外伤等造成肌肉损伤，从而
诱发肌肉溶解。 另外，一些药物、病毒和细
菌造成的感染也可以诱发此病。直接由于
食物原因诱发此病的情况非常少见。

（黄洁莹 刘慧玲 李蓓）

八旬老人左脸长“牛角”原是良性肿瘤 已被切除
本报讯

（通讯员 荆 彤 向 国 林 记
者 黄 洁 莹）两年前，家住东西湖区吴家
山街的秦太婆感觉 左脸皮肤干燥发
痒， 以为是皮炎没在意， 还抓伤了几
次。 谁知最近老人左脸破溃处不仅长
出脓包，还长出长约 4 厘米、硬硬的黑
色“牛角”。
今年 80 岁的秦太婆说， 去年夏
天脸上挠破的地方长出小脓包，到去

年底脓包长到了大拇指指甲盖那么
大。 今年 1 月，她发现脓包右侧开始
长出又黑又硬的东西，最后竟长成牛
角的样子。 她在家里用剪刀剪过一次
“牛角”。 可过了两个月，“牛角”又长
出来。
上周三，在儿子劝说下，秦太婆来
到市普爱医院口腔科就诊。 主任医师
韩前超仔细询问检查得知， 老人年轻

时几乎每天下地干活， 阳光经常直射
面部。 初步诊断， 这是皮肤角化棘皮
瘤，是一种良性肿瘤，多见于老年人，
好发于日光暴露部位。 这个“牛角”长
期不治疗不仅会影响容貌， 还有可能
会恶变。
上周五， 医生为秦太婆切除了脸
上的“牛角”，并通过临近皮瓣移植修
复了脸颊上的创口。

公益行动
长江日报 市民政局
市慈善总会 联办

（记者 王刚 通讯员 程书雄 陈晓珊）
“要没陈
书记，咱村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好！”昨日，新洲区潘塘街七
湾村徐中文等 4 名村民， 第三次到新洲区人民医院探望
住院治疗的老村支书陈至高。
今年 57 岁的陈至高 2002 年至今年 3 月担任七湾
村支部书记。 处于丘陵地带的七湾村三面与黄冈麻城市接
壤。 以前由于缺水，村民们挑池塘水用于生活。
“既然做，就要把该做好的事做好！ ”陈至高曾说。 担
任村支书 12 年里， 他一直努力争取上级部门资金等支
持。 他带领村民修起 2 公里长的水泥路，让全村 1000 余
名村民用上自来水，建起 6 座小水库，全村 800 亩旱地有
了灌溉水源。
不幸的是，陈至高积劳成疾，于今年 3 月 18 日被查
出肺癌晚期。 医生称他“活不过半年”。 妻子管金兰说，近
3 年来，丈夫常常半夜胸部疼醒，但他总是反过来安慰她
放宽心，次日又照常在村里忙活。
此前， 街道书记也曾多次叮嘱陈至高放下手头工作
去医院检查。但他总是说：“把村里要做的事做完再说，我
还能扛得住。 ”“3 月 17 日，街道书记给他下了必须检查
的硬命令后，他才去医院。 ”七湾村村委会主任欧阳家武
说，“4 月份，新村支书上任，陈书记还再三嘱托‘工作不
能断档，要多为村里做实事’。 ”
得知陈至高得了重病，潘塘街干部群众、潘塘街其余
27 个村的村干部，以及与七湾村接壤的麻城市白果镇党
政领导等，纷纷前去慰问和探望他。徐中文等几批村民还
自掏腰包，请他游木兰山、逛新洲城关。
因病魔折磨， 陈至高体重已从 59 公斤降至现在的
40 公斤，吃睡、说话等都比较费力。 本月 4 日晚，因剧烈
疼痛难忍，他被紧急送至新洲区人民医院救治至今。

新海天资本与武汉金凰珠宝签订
全面战略合作协议
企业金融资本解决方案提供商助力纳斯达克上市企业腾飞
昨日， 湖北新海天投资有限公司与武汉金凰珠宝股份
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新海天资本将设立一只 2 亿
元的私募基金，支持金凰珠宝产业园建设和海外市场开拓。
同时，新海天资本此次还将以解决方案提供商的身份，为金
凰珠宝提供一揽子金融资本和运营提升解决方案。

战略合作：2亿元基金支持金凰珠宝

签约仪式上，双方表示都非常重视此次合作。 新海天资
本介绍，将为金凰珠宝设立一只 2 亿元的私募基金，支持金
凰珠宝在产业园建设和开拓海外市场的需求。 同时，新海天
资本还将为金凰珠宝提供一揽子运营解决方案， 以金融资
本为抓手，对金凰法人治理机构、财务结构、产业布局、人力
资源、运营管理、战略规划进行深入梳理，提供全面管理升
级方案，帮助金凰珠宝加快发展。
据介绍，金凰珠宝已在纳斯达克上市，拥有成熟完善的
生产线，知名度高，实力雄厚。 近年来，由于国际金价持续下
滑，公司盈利增速放缓，公司股价被严重低估，但是公司新
的产业模式已经形成， 新海天资本将通过提供一揽子的金
融资本解决方案，全力挖掘其资本市场价值。 作为湖北本土
老牌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新海天资本先后孵化多家企业
上市，目前管理 8 只基金，资产管理规模近 50 亿元，近年来
在逐步向企业金融资本解决方案提供商转型。

新海天资本铸造企业金融资本解决方案提供商

“双方就此已经接触多时。 ”在昨日的签约仪式上，新
海天资本董事长韦奇志表示，此次合作也是新海天资本从
投资、投智，再到企业金融资本解决方案提供商转型的一
次实践。
金凰珠宝董事长贾志宏介绍， 目前公司正在江岸区建
设一个 20 万平方米的珠宝产业园， 并将于明年底正式开

业。 园区集中了珠宝设计、黄金珠宝生产加工、展示交易、拍
卖收藏等相关业态， 建成后将成为华中地区首个规模最大
的黄金珠宝交易集散地。
“新海天资本将为企业的市场开拓提供一揽子增值服
务。 ”据介绍，所谓企业金融资本解决方案提供商就是通过
对企业财务、资金和运营管理进行深度梳理，提出运营管理
方案。 通过帮助企业建立内部资金管理中心，协助企业运用
多种金融工具帮助企业盘活现金流， 保证企业有充足的资
金提供。 针对企业现状，协助企业梳理未来资金需求，建立
未来五至十年的战略规划、产业定位，通称为企业金融资本
解决方案。
“
这种 PE+ 增值服务的合作方式，将是今后股权投资的
一个趋势。 ”业内人士表示，受制于上市通道的收缩，私募基
金退出通道受限，今后私募与上市企业的合作，通过管理输
出等提高企业市值， 最终转型成为企业金融资本解决方案
提供商，将是私募股权投资的一个发展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