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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人的冬病夏治节今日开场

国医大师用过都说好 快来敷贴
长江日报讯（记者胡义华 实习生陈诗颖 孟雨洁）
7 月 17 日，是 2018 年头伏第一天。今日，长江日报报业
集团携手武汉地区 24 家医院，推出长江日报报业集团
第十五届冬病夏治节，这是一场武汉人的健康节。
何为冬病夏治？ 是指一些冬季容易因感受寒冷
而导致病情发作或加重的疾病， 在病情相对缓解的
夏季，采用适当的调治和补养方法，以预防或减少疾
病发作，乃至根治为目的的一种反季节自然疗法。一
年中气温最高、阳气最旺盛的“三伏天”，是冬病夏治
的最佳时机。
就在 6 月 30 日，作为全国仅有的两家受邀展示

中医院代表之一，150 岁的湖北省中医院走进中国国
家博物馆，参加“中医中药中国行”——
—2018 年中医
药健康文化大型主题活动。 活动现场，国医大师王琦
亲自体验湖北省中医院冬病夏治三伏贴，感受敷贴魅
力，王琦为冬病夏治敷贴造福人类健康真诚点赞。
湖北在全国率先开展冬病夏治三伏贴。此前，武
汉晚报已连续举办十四届冬病夏治节： 有人清早 4
时赶到医院排队，只为三伏天敷贴；有人在国外，不
惜漂洋过海，赶回武汉敷贴……
现在，我们将武汉晚报冬病夏治节，升级为长江
日报报业集团冬病夏治节， 携手武汉地区的湖北省

中医院、湖北省妇幼保健院、武汉市中医医院、湖北
省中山医院、武汉市第一医院、武汉市第三医院、梨
园医院等 24 家医院，让您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和
国医大师“同款”的冬病夏治敷贴，享受到国家专利
的黑膏药敷贴。同时，你还可以通过长江日报报业集
团融媒体活动获得免费的敷贴。
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让诊断简单、治疗方便、
安全有效、 费用低廉的冬病夏治， 伴随着冬病夏治
节，走进更多家庭，造福更多患者。 2018 年冬病夏治
敷贴时间，头伏：7 月 17 日 -7 月 26 日；中伏：7 月
27 日 -8 月 15 日；末伏：8 月 16 日 -8 月 25 日。

麻省理工清华大学 16 支创业团队来汉路演

用空气可洗手 挖口井能停车
长江日报记者蔡木子 通讯员苏永华
只用空气就可以洗手，向下挖口井来停车，温度
和灯光可以根据楼宇内的人群情况自动调节。 这些脑
洞大开的产品及其设计团队组团来武汉了！ 7 月 10
日，由卓尔控股主办的
“
麻省理工（MIT)- 清华大学未
来城市创新网络计划” 中国行第三站——
—2018 武汉
站，在武汉客厅举行。 从两校脱颖而出的 16 支创业团
队来汉进行了路演，其中大部分项目有望落地武汉。

责编：彭学武 美编：职文胜 版式：段莉莉 责校：刘谏

674 名市公务员考生
入选体检名单
8 月底前拟录用人员信息上网公示
长江日报讯（记者 章鸽 实习生 黄晶
晶）10 日， 长江日报记者从武汉人事考
试院获悉，历经报名、资格审查、笔试、面
试等层层竞争后， 有 674 名报考武汉市
公务员的考生最终入选体检名单。 我市
2018 年武汉市公务员考录将于 7 月 13
日进入体检程序， 并于 7 月中旬到 8 月
中旬进入考察阶段，8 月底前完成最终
的录用审批工作。
根据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市公务
员局联合发布的 《2018 年度考试录用公
务员体检、考察、公示和录用审批工作公
告》， 此次入选体检对象将根据综合成绩
从高到低按照规定的比例确定。普通职位
等额确定体检对象，从村（社区）干部中定
向考录乡镇（街道）公务员职位，按职位计
划数 1∶1.5 的比例确定体检对象。 报考
市公安局人民警察职位的考生和市司法
局戒毒管理局人民警察职位的考生，须体
能测评合格后，方可进入体检。
体检时间集中在 7 月 13 日至 15 日
三天。 7 月 13 日上午 7:00 参加体检的
为：部分市直机关及所属二级单位，汉阳
区、武昌区、青山区、洪山区、东西湖区职

位的考生；7 月 14 日上午 7:00 参加体检
的为：部分市直机关及所属二级单位，武
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南区）、江岸区、江
汉区、硚口区、江夏区、新洲区职位的考
生；7 月 15 日上午 7:00 参加体检的为：
部分市直机关及所属二级单位，蔡甸区、
黄陂区职位的考生。考生不按规定时间、
地点参加体检的，视为放弃体检资格。
组织考察的时间定于 7 月下旬至 8
月中旬， 一般职位实行等额考察， 从村
（社区）干部中定向考录乡镇（街道）公务
员的职位，实行差额考察，考察对象按照
职位计划 1∶1.5 的比例确定。
市公务员主管部门将从体检和考察
均合格的人员中确定拟录用人员， 拟录
用人员由市公务员主管部门在武汉人事
考试网发布公示，接受社会和考生监督，
公示时间为 7 天。 公示内容包括招录机
关名称、拟录用人员姓名、性别、准考证
号、各科成绩、综合成绩、毕业院校、工作
单位、监督电话等。 公示期满，符合录用
条件的，办理录用手续。对公示反映有不
符合录用条件的问题并经调查属实的人
员，不予录用。

想找工作的可以去看看

明起 3 场大型招聘会等你来

脑洞大开的项目吸引不少投资人
拧开水龙头，随着“嗞”的一声，细密的水雾覆盖
了双手，洗手过程完成了。 在路演现场，长江日报记
者亲身体验了一把空气洗手，触近一看，手很干净。
“我们采用的是全球首创低压高效雾化技术，在
保证极佳清洗效果的同时， 实现了超过 90%的节水
率。”该团队创始人之一郑晓通介绍，传统用水洗手，
只有不到 5%的水量用于溶解污渍，95%的水仅起到
冲刷作用。 现在我们用空气这种同样清洁的流体代
替水，起到冲刷作用，再结合细密的微量水雾溶解污
渍。 据悉，空气水龙头已实现量产，零售价与商业用
水龙头价格持平。该项目马上将在全国做 30 个样板
工程，在武汉也有望落地。
挖个井来停车， 占用 50 平方米的地面空间，就
可在深井内容纳 30—50 辆机动车，这是中岩泊车的
创意。路演现场，这个脑洞大开的项目吸引了不少投
资人及厂商前来咨询。联合创始人罗晓青介绍，这种
方式特别适合解决老旧小区内的停车难问题。目前，
井筒停车已在北京朝阳大悦城进行试点， 其已与武
汉停车协会沟通，有望在武汉试点推广。
谁是最浪费能源的人？ 通过普通摄像头就能捕捉
到！来自 MIT 的创业团队、三蔚智能通过人工智能、云
计算方式，可以使用现有的安全摄像头对人员流动进
行实时分析，从而自动调节空调温度和照明亮度。 目
前，该项目已在深圳落地，节能率达到了 10%－20%。
在现场点评、圆桌互动环节，16 个科技项目受到
与会政府部门、知名企业追捧。 Roots Studio 团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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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日报讯（记者 章鸽 实习生 黄晶
晶）13 日起武汉将有 3 场大型招聘会，

一个小男孩在现场体验空气洗手
“
乡亲乡爱”精准扶贫项目、Vthree 团
卓尔慈善基金会
队与武汉客厅项目现场签约，将为两个项目在产业扶
贫、人工智能、节能环保、软硬件升级提供服务。

卓尔参与搭建未来城市网络计划平台
为了充分借助两所高校的创新技术， 助力武汉
解决城市发展“痛点”，MIT- 清华未来城市创新网
络 2018 年武汉工作站同日揭牌。
据悉，该工作站将在两校创新创业团队与武汉应
用投资方之间架设桥梁， 为武汉引入世界级智囊，并
深入研究武汉城市建设发展新趋势、新需求，提出系
统解决方案，探索最有效的城市建设管理优化方案。

通讯员郑晓通 供图
“武汉历来是一座注重商业模式创新的城市，此
次希望通过引入世界级技术团队，助力武汉在商业、
技术双轮创新之路上走得更快”， 武汉市工商联主
席、卓尔控股董事长阎志说，卓尔参与搭建“未来城
市网络计划”平台，意在引入世界顶级创新力量，助
力武汉尽快成为世界级亮点城市。
据悉，作为“麻省理工（MIT)- 清华大学未来城
市创新网络计划”战略合作伙伴，卓尔控股将在新技
术研发、试验、推广各环节与之展开紧密合作，为未
来城市建设提供更多新理念、新技术，为相关成果落
地提供最大便利，形成引领城市创新发展的“武汉方
案”，培育新的城市经济增长极。

近 300 家企业携 8000 余岗位来招人。 本
周招聘会面向广大应届生、 往届生和社
会人才。 富士康此次更是专门面对大专
生招聘，成立大专菁干班，以填补武汉园
区的人才空缺。
据悉，7 月 13 日华中人才—大型综
合人才招聘会在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届
时有近 100 家大中型企业进场招聘，提
供 5800 多个岗位。在所提供的岗位中学
历要求在本科以上的占到 20%， 大专以
上的占 50%， 中专及不限文化程度的占
30%。 进场招聘的公司有：中晟环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东之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恰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链家宏业房地
产经纪有限公司等。据了解，参会企业中
管理岗位较多，营销人才需求最大，其他
需求较多的有企划、管理、文秘、人事行
政、财务等岗位。
同一时间，湖北省 2018 届离校未就

业毕业生暨社会人才“扬帆逐梦”综合类
招聘会将于丽江酒店举行， 由湖北方阵
人力资源集团有限公司主办。 此次招聘
会拟定 180 家单位携 2500 个岗位进场，
包括 OPPO 湖北、湖北长江电气有限公
司、远成集团、山河集团等大型企业。 综
合类招聘会涉及行业比较广，如计算机、
人力资源、教育、化工、建筑工程、机械机
电、法律、财务、酒店管理、艺术设计、医
药等。
继两场大型综合招聘会后，14 日、
15 日百强名企富士康将于纳杰人才市
场面对大专生设展招聘。据了解，富士康
计划将深圳及郑州厂区部分 iPhone 手
机相关生产业务搬迁至武汉园区， 此次
招聘会主要面对 2015—2018 届全日制
三年制大专毕业生， 招聘组成 CAAiPEBG 大专菁干班，招聘岗位包括 CNC
工程师、 设备维护工程师、 自动化工程
师、计算机运维工程师，转正后综合月收
入可达 7000 元。

老人胆总管梗阻保守治疗频繁住院

医生微创手术去掉病根
长江日报讯（记者 刘璇 通讯员 谯玲
玲 代雨朦）90 岁高龄的李奶奶，因胆总
管梗阻 2 年内反复发作住院 16 次，每天
过得提心吊胆。 半个月前， 李奶奶再次
被送进医院， 医生冒着风险说服其接受
微创手术，彻底解决老毛病。 11 日，李奶
奶出院时握着医生的手一再致谢。
李奶奶独自居住在硚口宝丰路，平
日里身体硬朗，散步、打牌都不在话下。
半个月前，她连续高烧 40℃，连喝水都
吐，家人见她脸上全变黄了，吓得赶紧把
她送到武汉市第一医院消化内科。 诊断
为急性梗阻性化脓性胆管炎， 属于急危
重症。
三病区主任杨家耀问诊得知， 李奶
奶从 2016 年 8 月起，胆总管梗阻反复发
作，2 年内辗转多家医院住院 16 次。 想
到自己年事已高，每次发病时，李奶奶就
选择消炎止痛保守治疗。没想到，病情越
拖越严重。这次，淤积的胆汁像浓稠的泥

免费游泳
尽享清凉
11 日，汉阳月湖天然
游泳池， 小朋友们在游泳
池内尽享清凉。当日起，武
汉市中小学生可在全市
42 家游泳场馆内免费游
泳， 开放时间为 7 月 11
日至 30 日， 总计 20 天。
据悉， 武汉市暑期青少年
免费游泳服务自 2009 年
开始， 每年均有 20 多万
人次青少年受惠。
长江日报记者史伟
实习生涂朵 摄影报道

浆一样，引起了化脓性胆管炎，随时都有
感染性休克的可能。
杨家耀建议做微创手术彻底解决问
题，李奶奶却不松口。李奶奶的主治医生
李轶西引用“大数据”摆事实：近 10 年成
功完成上千例这类手术，其中一成是 80
岁以上的老人，最高年龄患者 95 岁。
在医生努力沟通和病友们的鼓励
下，李奶奶和家人打消顾虑，在手术同意
书上签字。像做胃镜一样，李轶西将十二
指肠镜顺利抵达胆总管，将梗阻疏通，引
流化脓的胆汁。 术后， 李奶奶的腹痛缓
解，发热消退。
杨家耀指出， 现在八九十岁的高龄
病友越来越多， 他们生病后宁愿吃药打
针来消炎止痛， 总是想忍一忍拖一拖。
其中， 相当一部分疾病可以通过微创手
术治愈，减轻病痛，提高生活质量。 他建
议高龄患者， 医生给出手术建议时应相
信医生。

法桐折断砸坏路边轿车

行道树上保险 车主索赔有门
未来 3 年需求预计快速增长

武汉优质写字楼前景看好行情看涨
长江日报讯（记者 廖桥）得益于城市经济迅猛发
展的势头， 武汉写字楼市场仍将保持较快增长。 11
日， 全球最大的房地产投资管理公司之一仲量联行
在汉发布报告称，未来 3 年，武汉优质写字楼每年需
求都将超过 40 万平方米，且将呈现逐渐增长态势。
11 日， 仲量联行发布半年度报告称，2018 年上
半年，全市共有十个优质办公楼项目入市，其中四个
为甲级办公楼，六个为乙级办公楼。甲级项目包括新
世界光谷、武汉双玺中心 A 及 B 栋、阳光城央座以
及绿地中心楚峰。 具体来看， 甲级写字楼新增体量
约为 24 万平方米，将甲级办公楼的总体量推高至约

179 万平方米，同比上升超过 20.6%；新增的乙级办
公楼共计体量约 20 万平方米，同比上升 26.2%。
根据仲量联行市场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全市优
质写字楼平均租金为 86 元 / 月 / 平方米，其中甲级
办公楼平均租金 106 元 / 月 / 平方米。 按行业划分，
金融机构、专业服务、信息技术、制造业、房地产这 5
大行业， 成为武汉优质写字楼的主要需求来源。 其
中，金融机构和科技类公司需求最为旺盛。
据介绍，近年来，武汉优质写字楼供应量呈现
出逐年稳定增长的趋势。 从 2018 年至 2021 年，全
市优质写字楼供应将呈现更快的增长趋势，仅

2018 年下半年，优质办公楼就将迎来约 51 万平方
米的新增供应。 同时，在需求方面，未来 3 年，每年
市场新增需求量都会超过 40 万平方米，且需求也
在不断扩大。
仲量联行湖北分公司董事总经理曾纪欣表示，
从 1.5 线城市或新一线城市的范围来看， 由于经济
的迅速发展，武汉写字楼市场发展表现抢眼，近年来
都呈现出供需两旺的发展态势，“优质写字楼在城市
空间中的分布格局也在发生改变， 由过去的差异明
显变为武昌、汉口日益均衡的分布，这在一定程度上
也说明城市区域的快速、均衡发展。 ”

长江日报讯（记者 陈 奇 雄）10 日，汉
口民意一路人行道上， 一棵十几米高的
法国梧桐树突然“轰”的一声倒下，砸中
停在路边泊车位里的一辆红色轿车，所
幸没有人员受伤。
家住汉口的林女士介绍， 当日中
午 12 时， 她开车前往民意一路办事，
将轿车停在路边停车位。 下午 1 时 20
分许， 她突然接到停车位管理人员电
话，管理人员说一棵大树倒下，砸中了
她的车子。
她连忙赶到现场， 发现人行道上一
棵直径三四十厘米、 高十几米的法国梧
桐树已从根部折断。目击者说，大树倒下
时，先砸在她车子顶部，接着从车子顶部
滚到车子尾部，最后才掉到马路上。
林女士说，车顶被砸变形、全景天窗
被砸报废，车尾部也多处受损。 事发后，
派出所民警、停车位工作人员、交警、保
险公司工作人员与园林部门工作人员，
先后找她了解情况。最后，江汉区园林部
门工作人员告诉她， 园林部门给所有行

道树上了保险， 园林部门将通知保险公
司给她赔偿。
11 日，江汉区园林部门工作人员接
受长江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园林部门
给辖区内行道树购买了公众责任险。 因
自然灾害或非人为因素导致行道树倒
伏、断枝，造成第三者人身伤亡或财产损
失的，均由承保公司来赔付。
阳光保险公司一王姓工作人员指
出， 大树倒下或掉下树枝砸伤车辆的事
件时有发生。车主在遇到类似事件时，一
定要保护好现场，并拍照留存证据，还应
及时收集树木管理者或所有人信息，以
利于后续索赔工作开展。
车主还可通过以下方法索赔：如
果给车子购买了车损商业险， 车主可
要求保险公司先行给予赔付，同时，车
主将向责任方追偿的权利转让给保险
公司，由保险公司向责任方追偿。 如果
没给车子购买车损商业险， 车主就得
自己去找树木管理者或所有人， 并向
他们索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