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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江节是否如期举行

将视 16 日长江水位而定

本报讯（记者高崇成 实习生郭帆 通讯
员 万 敏 刘 毅）6日上午，2017年第 43届渡
江节组委会举行武汉农商行总冠名签约仪
式，随后，组委会正式发布消息，如果本月
16日长江水位在 27.30米以下，武汉国际渡
江节将如期正常举行。

14名外籍运动员将参加抢渡赛

16日当天的武汉国际渡江节将设置个
人抢渡赛和群众方队横渡两大项目，个人抢
渡赛将从武昌汉阳门一号明口码头出发，抢
渡至长江对岸的汉阳南岸嘴，游程约 1800
米。目前已确定将来汉参加的有瑞典、德国、
英国、新加坡、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 14
名运动员、4名教练员和领队，上海、广东、
浙江、山东、福建、湖北、云南等地的 50多名
国内运动员也将参赛。
本届渡江节个人抢渡赛分男子组和女
子组，各取前 16名并颁发奖金，其中男、女
组前三名将分别获得 20000美元、8000美

元、5000美元，奖金数额较往届有了大幅提
高。而且，抢渡赛的准入门槛也提高了不少，
男、女个人测试成绩须达到国家二级运动员
等级标准，抢渡选手还将于 14日到汉参加
资格赛，通过资格赛的报名者才能参加 16
日的正式比赛。

群众横渡方队总数创新高

群众方队横渡长江的路线是武昌汉阳门
一号明口码头至汉口江滩三阳广场，游程约
6000米。为了不断扩大渡江节的影响力，组委
会今年进一步扩大了省外成建制参与渡江活
动的横渡方队数目，目前北京、上海、广东、重
庆、太原、天津、长沙、南京、合肥、南昌、温州、
河南、西安、EMBA中国、柳州、苏北联盟、四川
联盟、武夷山、潜江、港澳台和湖北等 21个武
汉市外横渡方队已完成测试选拔工作，目前正
在紧张训练中，预计参加横渡的外地运动员人
数将达到 2100人。
武汉本地方队测试选拔工作于 5月 26

日开始，各中心城区、新城区、开发区、市游泳
协会、企业方队及海军工程大学、武汉民兵、
长江救援共 7725人报名，组委会择优录取了
3000多名选手组成 30个方队参加今年的横
渡长江活动。今年参加横渡长江的方队总数
达到 51个，总人数约 5100人，方队总数和选
手总人数均是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届渡江
节。

渡江节能否如期举行需看水情

武汉国际渡江节由国家体育总局游泳
运动管理中心、中国游泳协会、市人民政府
和省体育局主办，市体育局、市水务局、市人
民政府外事办公室承办，江岸区人民政府、
汉阳区人民政府、武昌区人民政府协办，以
“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为主题，是国
内最大规模的横渡长江活动，也是国内、国
际公开水域游泳爱好者的盛会。
一年前的渡江节曾因为长江汛情和防
汛等原因被迫取消，使得武汉本地以及外地

缘于她浓厚的汉口情结。她从小生长在汉
口，成长半径基本围绕汉润里、方正里、
六渡桥展开，从小在祖辈那里，耳濡目
染，听说了不少汉口往事，一些人物、场
景，更来自亲身经历。陪伴她长大的外祖
母去世之后，便拿起笔，从 2002年开始老
汉口系列的创作。
与池莉、方方写上世纪 80年代以后的
武汉风情不同，姜燕鸣的小说背景，都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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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校园版《艋■》

于老汉口，时间跨度到上世纪 80年代，写
消失的老字号，写老汉口风情，有着浓厚
的怀旧氛围，情感丰沛。她笔下的女人群
像，除了火爆、泼辣等标签，还有温柔、优
雅的一面。这也来自她自身的经历，她的
祖辈是徽商，从徽州到老汉口闯荡，知书
达理。因此，她想借小说重塑武汉女性的
形象，重拾武汉女性缺席已久的古典美，
为武汉女人正名。

新作《大智门车站》，以京汉铁路的南端
终点站——
—大智门火车站建成为背景，作为
铁路集散地，各种人物怀揣梦想前往大汉
口，由此引发一系列人间悲欢。为了真实再
现那个时代大智门周边与租界的面貌，姜
燕鸣几十次围绕大智门车站的站楼，走走
看看，找人打听铁路史、租界史，查找资料，
从街道、茶园、舞厅，确保细节精准到人物
的称谓。

湖大队问鼎全国大学生五人制足球联赛
本报讯（记者 黄 琪 通讯员 王 义 芳 曾
）经过 5天 20场次的激烈争夺，7月 5日
晚，2016-2017赛季中国大学生五人制足球
联赛总决赛在呼和浩特内蒙古财经大学精
彩收官。湖北大学以 1：0战胜北京体育大学
登顶总冠军。
冠亚军争夺战在多次获得大五联赛冠
吉

军的两支超强队伍之间展开，双方是老对
手，彼此之间十分熟悉，开局均以试探为主，
并不着急进攻，伺机寻找机会破门。直到比
赛进行到临近上半场结束时，湖北大学打
开僵局，凭借 11号沈思明在禁区外的一脚
远射，直挂球门右下角，1：0，湖北大学领先
结束上半场。下半场比赛，北京体育大学进

《青禾男高》剧照

《青禾男高》是热血抗战片

写老汉口重塑武汉女性形象

本报讯（记者 周 满 珍）武汉作家姜燕鸣
的长篇小说《大智门车站》近日出版，7月 6
日，姜燕鸣接受长江日报记者采访，畅聊她
的老汉口情结以及她试图通过小说创作，重
塑武汉女性形象，弥补古典美在武汉女性文
学形象中的缺席。
从《汉口之春》到《倾城》《大智门车
站》，姜燕鸣的 3部长篇小说均是中国作
协年度重点扶持篇目。以老汉口为背景，

的游泳爱好者深感遗憾。目前又到汛期，长
江中上游雨水不断，长江武汉段水位抬升了
不少。市体育局负责人在昨日的新闻发布会
上表示，鉴于长江水位和流速有很大的不确
定性，组委会已经提前制定预案，如果 16日
长江武汉段水位在 27.30米以下，平均流速低
于 1.66米 / 秒，渡江节将如期举行；如果 16
日长江武汉段水位超过 27.30米，流速高于
1.66米 / 秒，出于防汛和安全等方面的原因，
渡江节将无法如期进行，届时将视具体情况
确定渡江节是延期举行还是取消。

攻稍有起色，不断通过禁区内配合威胁湖
北大学球门，但湖北大学守门员周凡发挥
神勇，几次精彩的扑救得到全场喝彩，力保
球门不失。最终湖北大学将 1：0的比分保
持到了终场。
这是湖北大学第八次荣登大五足球联
赛全国总冠军。湖北大学足球队曾获得

2006年至 2013年全国大学生五人制足球联
赛“七连冠”。经过运动员新老交替阵痛后，
励精图治，卧薪尝胆，在 2014年屈居全国大
学生五人制足球联赛亚军，2015年全国大
学生五人制足球联赛南大区赛爆冷出局，
2016年获得全国大学生五人制足球联赛季
军，经过 3年的磨砺，重新捧回总冠军奖杯。

本报讯（记者万旭明 实习生盛佳莹）这不是校园青春片吗？
为什么还有抗日？是不是走错了影厅？电影《青禾男高》6日在汉
试映，影片开始不久，不少观众都满脑子疑惑。真别被片名和演
员阵容迷惑了，这部影片实实在在的是个抗日故事，只是更青春
热血、更有二次元漫画风格。
早在影片宣传时，男主角欧豪就透露过，片中一场大决
斗的戏，全组人拍了整整 7天，演兴奋了随手捞起一个啤酒
瓶就砸下去，虽然是糖玻璃，对方演员也立刻挂彩了。当时大
家还不解，打群架这种戏份在青春片里很常见，但打得这么
激烈的真不多。等到了看到全片才发现，这种程度的群架在
片中比比皆是，有一对一的短兵相接，也有上百人的街头巷
战。而且影片由钮承泽监制，动作戏的风格也与《艋■》非常
相似。
但他们真不是青春期精力过剩打群架，而是实打实地在
抗日。影片的故事背景设置在“九一八”事变后，在日军占领
下的东北，景甜饰演的老师悄悄地给学生们开读书会，传播
进步思想，参加读书会的学生们却受到了日本人的迫害，进
而引发了校园里中日两群学生的对抗。都说这几年的青春片
越来越小情小调，像是“为赋新词强说愁”，《青禾男高》将青
春的热血与抗日的家国情怀融合在一起，是一次很有意思的
尝试。
不过，到底不是战场上的抗日大戏，而是将主要矛盾集中在
校园里中日两群学生之间，影片也不像正统抗日戏那么严肃。不
管是年轻人之间的幽默，还是略显夸张的动作戏份，都很有二次
元热血漫画的感觉。

武汉便民政务信息发布平台

阳光政务权威发布
电话：82885426 85734090 便民惠民全市唯一

遗失声明 楚天都市雅园 3号楼 1单元 401
室业主韩凤不慎将发票号为：00223902，金额
360002的发票遗失，特此声明此发票作废。
公 告
王政国于 2017年 3月 6日后旷工至今，联系
不上，现再次通知你 3天内返回我单位报到。逾期
不报到者，公司将根据《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
处理。
特此公告
武汉武钢北湖旭华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遗失声明 本公司遗失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
理证明 2份，编号为【2013】146号、【2013】609号，
现声明作废。
武汉市■口区市政工程总公司
2017年 7月 7日
声明 武汉市鑫宏伟电力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遗失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岸支行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 J5210010760503，编号 5210—01149669，
账号 427031000387381，声明作废。
声明 武汉市■口区大江商贸商场遗失营业
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104177860049X，声明作废。

声明 江帆于 2014年 1月 28日出生一新生
儿，该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于 2014年 3月 6日由
武汉市第一医院签发（编号为 0420018907），目前
该证已遗失，特声明作废。
声明 蔡秦真医师丢失执业医师资格证编号
201542110420683198601210029以及执业医师执业
证书编号 2017058711000452，特此声明。
声明 武汉市鄂能电线电缆有限责任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副本，号：4201032102499，声明作废。
声明 武汉市鄂能电线电缆有限责任公司遗
失税务登记证副本，号：420103755147668，声明作
废。
声明 武汉艾仕丽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永清店
发票遗失 No：09355183，特此声明。

现代·国际设计城规划条件核实证明公示

湖北现代同创置业有限公司新建的“现代·国际设计城三期”项
目目前正在我局申请办理规划条件核实证明，经核实，此项目存在以
下与工程规划许可不一致的地方：1、8号楼一层平面图中 8-1轴交
8-D轴处风井尺寸发生变化；2、12号楼一层平面图中 12-3~12-4交
12-A~12-B轴处风井尺寸发生变化；3、9号楼屋面层平面图中
9-D~9-E交 9-3~9-5轴处增压稳压设备间、水箱间功能取消，增加
屋面二层主体（消防设备间）；4、13#、14#号宿舍楼报建建筑正负零
与实测建筑正负零最大差值为 0.58米；5、地下室一层平面图中 13-1
轴处配电房墙体向 D-10轴偏移 0.20M，配电房变小；6、地下室二层
平面图中 13-1轴处报警阀间墙体向 D-10轴偏移 0.20M，报警阀间
变小；7、三期地下车位由原审批 1447个，减少至 1154个，共计减少
车位 293个，且布局微调。一期地上车位增加 43个，二期地上车位增
加 29个，221个车位易地建设。
现将以上竣工情况公示如下：（见附图，网址http：// dhkfq.wpl.gov.cn/）
公示时间：2017年 7月 7日到 2017年 7月 16日
公示反映方式：有关单位或个人对该项目审批有任何意见或者
建议，可以公示期间通过以下方式向东湖开发区城市国土资源和规
划局反映。
1、联系电话：027-67886076邵工 传真 027-67880134
2、信件寄至“武汉市珞喻路 546号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国土资源
和规划局收”（请注明“规划公示”字样）邮编：430079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
2017年 7月 7日

今日电影

《逆时营救》《反转人生》《仙球大战》《血战湘江》《明月几
时有》正在热映中，7月 7日《神偷奶爸 3》、7月 13日《悟
空传》即将上映。庆祝七一建党 96周年、天河举办优秀国
产片展映活动。活动详情见天河院线官方网站 http：
//www.thmovie.com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天河通”。

天河院线 新片预告

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项目建设工程竣工验收
规划条件核实的批前公示

目前正在我局申报的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项目位于武
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二路以南，佛祖岭一路以西。该项
目配套楼单体审批时报规方案为矩形平面体量，竣工时于南
北两侧增加架空花架，下部无实际使用功能。竣工后建筑西侧
外墙较审批时平面向西偏离约 1.03米，东侧外墙较审批时向
西偏离约 0.63米。我局拟审批其规划方案变更，现根据《城乡
规划法》将上述情况予以公示。
公示时间：2017年 7月 7日至 2017年 7月 16日，共 10天。
网上公示：（http：// dhkfq.wpl.gov.cn/）
公示反映方式：有关单位或个人对该项目审批有任何意
见或者建议，可在公示期间通过以下方式向武汉东湖新技术
开发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反映。
联系电话：027-67886076 刘工 传真：027-67880134
信件寄至“武汉市珞喻路 546号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
国土资源和规划局”收（请注明“规划公示”字样），邮编
430079
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分局
2017年 7月 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