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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我的高考分数出来了，
中科大没问题！”7 月 23 日一大早，
武钢三中高三（8）班数学教练陈春
就 接 到 了 学 生 张 浚 哲 的 报 喜 信
息。陈春这一届共有 6 个弟子被中
科大少创班录取，创下“湖北第一”
的奇迹。

“80 后”陈春是武钢三中的数学
竞赛教练。他以扎实的教学功底征
服了竞赛班的“牛娃”，成为他们的
良师益友。

搬进宿舍三年“牛娃”被他
彻底征服

陈春曾是一名数学老师，后来转
型成为一名数学竞赛教练。为了更
好地了解学生、提高学生学习数学
的兴趣，尽快提升自己的教学水平，
陈春搬进了学校宿舍里，一住就是
三年。学生都以为陈老师是个单身
汉，其实他已结婚多年。

陈春深知，要彻底征服竞赛班的
那些“牛娃”，就必须有超凡的功底。
他靠着对数学那股痴迷劲执着钻研，
常常寥寥数句，就让人醍醐灌顶，一道
题提供多种思路，让弟子心悦诚服。

竞赛班学生周末和寒暑假都要训
练，陈春的工作也全年无休。他每天
很早到班，晚上办公室的灯总是高三
楼里最后熄灭的。

今年疫情期间，滞留荆州老家的
陈春克服困难给学生上网课。手边没
有资料，他就拜托同事去办公室拍照
发给他。他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对
着屏幕看学生奥数题密密麻麻的解题
过程，并一一批改。复课后，他一边正
常给学生上课，一边给准备冲击数学

冬令营的学生“开小灶”，帮助他们实
现梦想。

记得学生落下的功课 忘记
给自己儿子买奶粉

学生眼里的陈春亦师亦友。“陈
春”这两个字读起来拗口，学生私下
称他为“CC”。后来大家发现，陈老
师的微信名真的改成了“钢三 CC”，
师生相视而笑。

搞数学竞赛的有些学生年龄偏
小，生活自理能力不足，小到吃饭穿
衣，大到生病上医院，陈春全权负
责。他早晨到寝室敦促学生起床，
教他们理床叠被；晚上到公寓了解
学生的学习、生活情况；临睡前还要
一间间寝室查房。

怕学生埋头刷题忽略了锻炼身
体，暑假集训时，陈春每天都会带着学
生踢半小时足球。去年暑假，陈春所
带的“学霸”足球队在全校足球赛中夺
冠。

有一次，陈春带队参加数学冬
令营，考试第一天，学生熊昱涛感觉
题目做得不好，情绪低落。陈春带
他去吃晚饭，边吃边开导他。凌晨
一两点，陈春还在寻找测试的题目
和 解 答 ，第 二 天 一 早 跟 熊 昱 涛 探
讨。小熊发现自己头天的解答有一
些步骤是对的，信心大增。后来，他
顺利与北大签订一本线优录合约。

陈春总能清晰地记得哪个同学的
哪个知识点没搞懂，哪个同学外出交
流耽误了哪些课，却经常忘记给自己
的儿子买奶粉。他说：“学生的成功，
就是我人生价值的最好实现。”

陈春辅导的第一届竞赛班，9 人
次获数学竞赛全国一等奖，5 人入选
2016 年中国数学奥林匹克冬令营，2
人入选中国数学奥林匹克国家集训
队，6 人被北大、清华录取，6 人被中
科大少创班录取。

（长江日报记者郭丽霞 通讯员刘
江华）

一个班6人考上中科大少创班

伯乐与“牛娃”同吃同住同学习

武汉市教育局长江日报报业集团 合办

陈春和学生在一起。

长江日报讯（记者欧阳崧 通讯
员田红霞 刘龙腾）盛夏时节，草木葱
茏，微风流香。7月30日，江夏区五里
界街李家店村农家畈湾村民吴本益
带着长江日报记者，走进村头一座别
致的“吴家小院”，这是吴本益的家。

近年来，不少市民喜欢趁着闲暇
时光到村湾里面感受“慢生活”，农家
畈湾前的油菜花海也成为热门“打卡
地”。看到不少市民来看花，2016年，
吴本益考虑再三，将自家房屋进行了
改造，办起了农家乐，成为该湾第一
个尝试吃“旅游饭”的人。正式开张
后，赏花之后的市民，又到他家品尝
藕带、粉蒸肉、土鸡汤等农家菜，纷纷
点赞。

吴本益告诉记者，每年春夏，赏
花游带来不少客人，秋冬民俗游又带
动游客前来购买腊肉、豆丝等土特

产，还有不少熟客直接联系吴本益提
前下单，带亲戚朋友来品尝特色美
食。在“吴家小院”里，还有一些石
磨、石槽等老物件，游客们还能体验
食物制作过程。“这几年，家里的收入
显著提高，生活也更舒畅了。”吴本益
说。

开办农家乐前，吴本益主要在
家务农，妻子则在外打工，一年挣的
钱刚够供两个孩子读书。“为了能多
挣钱，以前我还承包了鱼塘，种了湘
莲，但生活并没有明显起色。没想
到乡村游让我家一下就走进了小
康。”

随着村湾旅游人气越来越旺，村
民们看到了机遇，开始学着吴本益改
造房屋。五里界街和李家店村也积
极争取政策资金支持，农家畈美丽乡
村建设同步启动，进行房屋立面改

造、雨污分流、生态塘治理、道路刷黑
等，村湾前还建设了停车场。回乡村
民王江涛建起一座占地400多平方米
的茶文化博物馆，村湾的文化底蕴随
之提升。

村湾环境更好了，游客更多，农
家乐生意越来越好，吴本益却想把自
家房屋租出去。

原来，今年5月，该村成立了农业
合作社，吴本益是负责人之一，已和
30户村民达成意向，村民拿房屋和土
地与旅游公司合作，共同做好农家畈
的旅游产业，旅游公司已做好了初步
规划。

“如果不进行整体打造开发，村
湾的旅游产业很难做起来。”吴本益
说，他愿意带头将房屋租给公司经
营，一起把村湾的旅游产业做好，让
村民都能吃上“旅游饭”。

长江日报讯（记者夏晶 通讯员
武法宣）男孩出了全款买房，房产证
上还写上女朋友名字，就是为了两人
结婚作为婚房。谁知婚还没结，女孩
就和别人好上并生了个女儿。男孩
也很气，想要把房产证上女孩的名字
去掉。

2007年1月20日，何某支付首付
9 万多元买了一套房，同时向银行按
揭贷款21万元。在办房产证时，何某
加上女友顾某的名字，顾某当时承诺
买房就结婚。谁知房子也买了，顾某
却认识其他男人，并和小何分手。顾
某与他人结婚后已生有一女。何某
买的房子因为加了顾某的名字，自己
却没地方住了。而顾某没有遵守承

诺，所以何某想要将房产证上顾某名
字去掉。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三庭法
官王日升介绍，民法典第 158 条规
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但是
根据其性质不得附条件的除外。附
生效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自条件成
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民事法律
行为，自条件成就时失效。而第 159
条还规定，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
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
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经成就；不
正当地促成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不
成就。

王日升认为，购房款全部由何某
支付，顾某另嫁他人，顾某享有原告

单独出资购买房屋的产权的附带条
件已经无法实现。因此房屋产权全
部归何某所有。

法律小贴士>>>
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四大特点

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所附条
件具有以下特点：1.条件系当事人共
同约定，并作为民事法律行为的一部
分内容。2. 条件是未来可能发生的
事实。3. 所附条件是当事人用以限
定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的附属意思表
示。4. 所附条件中的事实应为合法
事实，违法事实不能作为民事法律行
为的附条件。

从农家乐到成立村湾旅游合作社

“爱折腾”的他
带领全村人吃“旅游饭”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民法典解读 之总则编

前女友另嫁他人赠房能否要回

长江日报讯（记者陈勇 通讯员
东成 余月）资金链断裂，欠费被封
价值 5 亿元资产，企业面临倒闭，法
院受案后善意执行，通过置换百万
元担保，帮助企业重生。

2018 年 8 月，企业家张川经营的
印刷厂因为租赁厂房拆迁而停业后，
自己投资建了一栋生产大楼。谁知
眼看大楼将成，却出现了一个难题。
在印刷厂停业时，张川答应在一年内
给每位员工一笔遣散费。但随着建
楼资金的不断投入，遣散费并未完全
发放到位。2019年底，部分没有拿到
遣散费的员工提起劳动争议仲裁，获
得支持后向硚口区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查封、冻结了张川名下财产。

由于张川的全部资金都投入到
生产大楼建设，名下无可供执行的
财产，法院依法将张川列为失信被
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今年 6 月，经
多方筹措，张川获得了天华公司的
融资承诺，但前提是要以印刷厂的
生产大楼作为抵押担保，这让张川
为了难。生产大楼被法院查封，想
解封需要另行提供担保，可如果不
拿生产大楼作为抵押担保，融不到
资，印刷厂只能倒闭，走投无路，张
川找到执行法官常刚“求助”。法官
建议，生产大楼价值 5 亿元，其欠薪
不过 130 万元，因大厦的产权无法分
割，只能整体查封，如能够提供 130
万元的足额担保，法院可以依法解

除对大厦的查封，支持企业的正常
经营。听了法官建议，张川找到家
人及天华公司商量，天华公司同意
先支付首笔 130 万元融资，张母也愿
以自己名下的房产担保。7 月 23 日
中午，承办法官收到足额担保金和
房产后，对印刷厂的生产大楼进行
了解封。当天，张川以生产大楼为
抵押办理了融资手续。

从查封张母房产，到解封生产大
楼，到协助企业办好抵押融资手续，
仅用了一天时间。7月27日，及时融
资重获新生的张川专程来到硚口区
人民法院，向善意执行，高效办案的
执行法官常刚表示感谢。（文中当事
人为化名）

置换百万元担保盘活五亿资产

法院善意执行助困难企业重生

中国轻工业武汉设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置业分公司
商务项目（中轻大厦）项目规划方案批前公示
中国轻工业武汉设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置业分公司开

发建设的商务项目（中轻大厦）位于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
区高新大道以南，佳园路以西，用地性质为商务用地。项目
净用地面积8144.42平方米，总建筑面积40178.51平方米，容
积率为3.31，建筑密度为25.20%，我局拟审批其规划方案，现
将规划方案予以公示，公示内容如下：

一、公示时间：2020年8月1日—2020年8月12日
二、公示网址：http://gtghj.wuhan.gov.cn/dhkf/（武汉东

湖新技术开发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
三、公示反映方式：有关单位或个人对该项目审批有任

何意见或建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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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电话：027—67880520 任工
2.信件寄至“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大道7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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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075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8月1日

拍卖公告
受委托，本公司定于2020年8月10日10:00在本单位拍

卖厅（武汉市青岛路7号15楼）再次对某金融机构所拥有的
武汉万顺置业有限公司1580万元(本金）债权公开拍卖，参考
价521万元。有意竞买者请携带相关证明文件于拍卖前2日
交纳人民币200万元办理竞买手续。

咨询电话：17786548863 刘先生
湖北信邦行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8月1日

遗失声明 麻城市曾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不慎遗失
公章、财务专用章，特此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武汉沐和玥汐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20116MA4KYD9788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45天内办
理相关手续，特此公告。

声明 顾耀章位于满春街清芬社区火路巷4号的住房租约
现已遗失，特此声明。

声明 袁培芝住房租约三太里二期2-8-5作废，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湖北省烟草公司武汉市公司东西湖公司工会

委员会开户许可证（J5210011426003）遗失，开户行为：汉口银
行东西湖区支行，声明作废。

声

明

江岸区人民政府房屋于2019年
8 月 27 日作出岸政征（2019）3 号房
屋征收决定，决定征收江岸区新村
街道劳动桃园片范围内国有土地上
的房屋，并已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公
告。下列坐落于江岸区新村街道桃
园 34 号—39 号公有房屋在该项目
征收范围内。经调查，该公有房屋

自 1990 年 10 月由中房江岸公司和
武汉铁路局相关单位分配给下列
居住人进住至今，我部拟对下列居
住人公有房租承租人身份进行认
定，现将拟认定的居住人名单予以
公告（名单附后）。对下列公有房
屋主张权利或者对拟认定公有房
屋承租人有异议的，应于 2020 年 8

月 16 日之前携带身份证、权属证明等相
关证明材料向我部提出（联系地址：江岸
区二七路 38 号，联系人：段忠华，联系电
话：13871006063），我部将予以调查和认
定。

特此公告
劳动新村片旧城改造项目房屋征收指挥部

2020年8月1日

1
2
3
4
5
6
7

江岸区新村街道桃园39号703
江岸区新村街道桃园39号302
江岸区新村街道桃园39号501
江岸区新村街道桃园37号701
江岸区新村街道桃园34号102
江岸区新村街道桃园34号201
江岸区新村街道桃园34号301

46.35㎡
67㎡

70.56㎡
55.43㎡
68.38㎡
41.14㎡
41.14㎡

张素英
张明宇
阮成林
张明灿
付银珍
徐永久
张中南

序号 房屋坐落 面积 居住人
序号 房屋坐落 面积 居住人
8
9
10
11
12
13

江岸区新村街道桃园34号602
江岸区新村街道桃园35号103
江岸区新村街道桃园35号201
江岸区新村街道桃园35号702
江岸区新村街道桃园38号702
江岸区新村街道桃园38号402

71.01㎡
41.18㎡
65.4㎡
39.18㎡
80.29㎡
80.29㎡

张民生
吕银霞
杨友友
马茹笙
熊汉莲
马茹笙

公 告

长江日报讯（记者杨荣峰）7月31日
晚 8 时 30 分，由武汉市治庸问责办主
办、武汉广播电视台承办的全媒体监督
类栏目《电视问政：每周面对面》播出第
十场，主题聚焦市交通运输局服务企业
以及解决民生诉求相关问题。

在问题短片《变了味的政策 拿不
到的奖励》中，东西湖区两家物流公司
于 2017 年被列入湖北省重点物流企业
名单，根据2019年市政府下发的《武汉
市加快现代物流业发展的若干政策》可
一次性获得奖励20万元，但这笔钱至今
没拿到，对于其原因，不同部门各有各
的说法。

问政现场，东西湖区物流服务中心
主任李学峰表示，区局对政策理解不透
彻，对企业表示歉意。

市物流局副局长蔡文波解释，2019
年《武汉市加快现代物流业发展的若干
政策》下发后，市物流局和财政部门制
定了文件执行的办法，其中，一次性奖
励根据年度资金预算情况进行安排，逐
年发放。2019年，市物流局就制定了当
年度的执行目录，这两家企业不在目录
中，今年制定新的执行目录时，会将这
两家企业纳入进来。

市交通运输局局长、党组书记徐斌
表示，这个问题主要反映了交通运输部
门信息公开、政务公开的问题，所以让

企业产生了疑问。“根据资金情况逐年
安排，如果资金不够，就往后延一年，但
是资金肯定会发下来，请企业放心！”

在问题短片《善变的回复 苦恼的
出行》中，白沙洲大道青菱街一带聚集
多个小区居民近万户，但出行不方便，
公共交通只有906和638两路公交线路
可供搭乘，而且一个线路长、价格贵，一
个车次少发车间隔长。居民连续两年
反映此事，但出行不便问题一直未彻底
解决。

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陈佑湘说，他
自己去过很多次现场，目前路网和基础
条件一般，但交通运输部门尽可能在最
短的时间满足要求，尽可能满足运力。
从 8 月份开始，增加运力，交通高峰时
段，发车间隔从 15 分钟调整至 7 分钟，
平峰从30分钟调整至15分钟。

本场问政对《电视问政：每周面对
面》往期曝光的问题进行了追踪。

《电视问政：每周面对面》第九场聚
焦洪山区服务企业及窗口办事相关问
题。针对曝光的“园区配套公交车站未
开工”问题，洪山区主要负责人来到融
创智谷产业园现场办公，要求规划部
门、城投公司拿出设计施工方案、尽快
动工；相关部门加强统筹协调，确保项
目尽快完工，早日惠及周边群众；针对
曝光的“便民窗口不便民”问题，洪山区

要求从“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提升
服务品质，同时抽调业务骨干担任楼层
管理员，收集反馈问题，及时化解诉求。

洪山区将进一步畅通问题反映渠
道、建立健全问题交办督办机制，从源
头上杜绝类似问题发生。办事大厅全
部窗口将开展自查自纠，大力推进“网
上办”模式，提升政务窗口服务水平，全
面提升辖区企业以及群众的获得感、满
意度。

针对《电视问政：每周面对面》第七
场曝光的问题，新洲区经过调查，对相
关责任人予以问责。武汉中交德禄香
颂置业有限公司反映，新洲区未按期交
付净地的问题，对新洲区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区土地储备中心、汪集街道相关
责任人予以问责。武汉艾德沃泵阀有
限公司护坡工程长期未建设问题，对新
洲区阳逻开发区相关责任人予以问责。

问政现场，武汉市交通运输局局
长、党组书记徐斌以及相关单位负责人
接受现场问政，就如何让企业及时获得
阳光雨露、让市民收获更多满意度幸福
感等问题，与由新闻当事人、党代表、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企业代表、市民代
表、网络名人、媒体观察员等组成的“市
民提问团”对话。武汉大学中国新民营
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罗知教授进行了现
场评析。

“电视问政”本周焦点：物流企业20万元奖金没拿到手

市交通运输局承诺“一定发放”

吴本益向记者介绍村湾未来发展“蓝图”。 长江日报记者欧阳崧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