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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我们的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小康生活

24日，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央广等
10多家央媒记者来到正在全力进行疫后重
振的武汉，记者们走进东亭社区、青和居社
区，与社区工作者、党员群众面对面，现场采
访，实地感受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探索亮
点，挖掘展现居民小康生活的生动故事。

东亭社区:

居民自治改善社区环境提升生活品质
“七宝巡逻队”见事管事攒下好口碑

在武昌区水果湖街东亭社区，4月中旬
至今，“七宝巡逻队”配合社区安排上岗值
守，每天从早上7时到晚上10时，分6个小
组在社区各门岗卡点，参与卡口值守，开展
进出小区人员登记、扫码、测温等防控工作，
成为社区常态化疫情防控的一支重要骨干
力量。

退休党员、62 岁居民黄惠兰在东亭小
区里住了 21 年，是“七宝巡逻队”大队长。

“我是个热心肠，退休后愿意发挥余热，为街
坊邻居服务。”她对前来采访的央媒记者说。

2016年5月，“七宝巡逻队”成立，巡逻
队最初由社区退休的老党员、门栋长等骨干
49人组成，每天一个组7人，着统一服装，佩
戴袖章，在社区巡逻，成为社区一道风景
线。如今，这支队伍已发展到400多人，队
员平均年龄在60岁以上。队伍通过凝聚居
民、引导居民，让越来越多的居民有了归属
感、自豪感、幸福感。

“我们退而不休，每天巡逻从身边的小
事做起，非常有成就感。”黄惠兰说，“七宝巡
逻队”发扬志愿精神，在巡逻中见事管事，宣
传核心价值观，倡导文明行为，劝导文明养
狗，排查消防隐患，清理楼道杂物，整理共享
单车，调解邻里纠纷等，深受居民信赖，攒下
良好口碑。居民们也享受到了良好的社区
环境，幸福感倍增。

采访现场，浙江纺织大学退休教授、居
民王福文带着11岁外孙刘筱王梓展示抗疫
作品，一幅《中国加油、武汉加油》的儿童绘
画吸引了记者的目光。画中，一只公鸡正在
吃虫子。“我喜欢看地球仪，中国地图正好像
一只公鸡。公鸡吃虫子的画面，寓意中国打
败新冠病毒。”刘筱王梓说，这是自己构思一
个晚上画出来的作品。疫情防控期间，王福
文带着外孙，结合防疫主题共创作了20余
幅反映抗疫时势与歌颂医务工作者的中国
画和连环漫画作品，备受居民喜爱。“我们希
望创作绘画作品，向驰援武汉、帮武汉渡过
难关的抗疫英雄致敬，他们为武汉拼过命。”
他说。

东亭社区党委书记王学丽介绍，像这样

的特色队伍和能人在社区不胜枚举。社区
积极探索，培育34个社会组织，涉及为民服
务、公益慈善、邻里互助、文体娱乐等领域，
以此激发居民兴趣，引导居民参与自治，提
升了社区品质。

社区现在通过成立东亭社区教育学校，
挖掘居民草根领袖，已组成21个兴趣团队，
通过融入社区治理，破解“社区苦干、居民不
干”困局。在社区，“班长议事会”等特色品
牌脱颖而出，“七宝巡逻队”等自治队伍不断
成长壮大，为居民提供多样化志愿服务、公
益服务，为社区治理能力提升助力。

青和居社区:

以解决居民小事为出发点创新治理

“天天敲门组”让媒体眼前一亮

2007 年 4 月，青山工人村地区启动棚
改，到2016年7月共建成临江港湾、青宜居、
青康居、青和居、青馨居等5个安置房小区。

居民从原来的棚户区搬进现代化小区，
人口密度增加、老年人口多等问题困扰着社
区工作者。2010 年，青山区在回迁小区成
立了“天天敲门组”志愿者服务队，通过敲门
入户，精准服务居民。

袁芳是青和居 13 网格 11 栋的社区干
事，也是“天天敲门组”的成员。每天上午9
时—11时，下午3时—4时是她上门入户的
时间。袁芳说：“我们对居民进行了分类，独
居高龄老人是关注的重点，几乎每天都会上
门。看看他们的身体状况，有没有什么事情
需要帮忙。”

在社区干事的带动下，社区居民也行动
起来，加入到“天天敲门组”的队伍中来。邹
红霞今年57岁，是3栋的楼栋长，也是“天天
敲门组”的成员，她每天需要特别关照的居
民有20多人。邹红霞说：“我和居民没什么
代沟，天天敲门的时候可以拉拉家常，帮忙
解决一些力所能及的问题，居民之间的感情
也更深了。”目前，青和居社区“天天敲门组”
成员已经达到200多人。

为了更好地服务居民，青山区以解决居
民小事为出发点开展社区治理探索，把小事
当作大事办，创新了“天天敲门组”“顺顺吧”

“好样的工作队”“四点半学校”“社区好味
到”等五大红色载体，形成了“力量全介入、
问题全收集、服务全覆盖、成效全评价”的

“四全”社区治理体系。
随团采访的新华社湖北分社记者田中

全说：“小康是多维度的，除了经济的指标，
居民的生活环境、状态，基层的服务等都是
小康生活的体现。‘天天敲门组’每天坚持关
爱老人的生活，让我觉得很暖心。”

长江日报讯（记者胡义华 通讯员李想 吴江
龙）24日5时30分，武汉大学国旗护卫队护旗手
李嘉彭麻溜起床，整理仪容仪表。6时出门，和另
外两位队友吴尔勋、方雨田会合。

6时30分，三位国旗护卫队员齐步走。吴尔
勋扛旗，方雨田、李嘉彭随后。熟悉的200米路，
一步一步，李嘉彭心情激动。头天夜里，她4次
醒过来。

6时50分，国旗缓缓升起。赶着去上课的经
管学院大二学生黄敏洁、旦增卓嘎停下脚步，向
国旗行注目礼。

武汉大学返校的9184名本科生，时隔226天
后重新走进课堂。

6时55分，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大二学生张
祥宇小跑来到教四楼101教室，“我怕迟到了，好
长时间没来教室，熟悉又陌生”。

8时整，上课铃响，石瑛教授补讲《大学物理》

中的“化学键”内容。“这个教鞭，我也有半年没有
拿了！”他的一句开场白，让101教室内120名同
学笑起来。

10时25分，在医学院实验室，2017级临床医
学八年制学生查晓萌，正在进行免疫学实验。她
和同学们用免疫学方法测血型，“有点紧张，请同
学帮忙抽的手指血”。

12 时 23 分，经管学院女生黄敏洁扫码、测
温，领取一次性手套，在枫园食堂用餐，一人一
桌。返校路上看到武汉热闹的场景，她激动得想
哭，“忘记了离开父母的不舍”。

15时20分，生命科学院大二学生毛芬芬，认
真听老师讲细胞相关知识，做着笔记。当天上
午，她在实验室参与植物生物学实验，观察植物
细胞，“挺忙的，在家待了这么久，到学校还有些
不习惯”。

18时12分，西藏女孩旦增卓嘎将宿舍照片

发给父母看：“我在学校挺好的，我们的宿舍美美
的。”视频聊天时，她的母亲忍不住笑起来：“我们
家闺女普通话说得好，什么时候学会说武汉话，
你回家，我们拜你为师。”

20 时 37 分，经管学院辅导员张植来到工
学部 10 舍查寝。“口罩带得多不多？”“今天第
一天上课是什么感受？”130 宿舍的学生贺宏
杰、朴永杰笑着回答：“报告‘植哥’，我们带的
口罩可以管一个多月。”“上课好，不然返校干
吗！”

23时，宿舍灯熄了。和室友阔别重逢一起交
流，计算机学院大二学生汪千一仍有些意犹未
尽，不过她很快转换频道：“女孩子要早点休息，
别熬夜，明天还要上课。”宿舍中，传出室友忍俊
不禁的笑声。

夜色中，武汉大学校园的桂花吐露着芬芳，
香气袭人。

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大二学生张祥宇：坐进教室听课这一天，今年等的时间太长了

时针指向8时，武汉大学教4楼101教室，坐
着120名学生。

武汉大学物理学院教授石瑛准时开始上
课。石教授说，网上上课比不上面对面上课，
根据学校安排，将用两周时间，为同学们补
课。

武汉大学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大二男生张
祥宇，聚精会神听石瑛教授讲的《大学物理》中的

“化学键”，属于补讲的内容。
“坐进教室听课这一天，今年等的时间太长

了。”张祥宇说，湖北恩施籍的他，是22日返校报
到的。24 日早上 6 点钟就起床了，简单吃完早
餐，带上教材就往教室赶。

张祥宇是转专业过来的，他原来在武汉大学
水利水电学院，住工学部，离教室有点远。

20多分钟后，张祥宇来到教4楼101教室，也

是第一个进教室的学生。“我们今天的第一节课，
意义不一样啊！”

和张祥宇心情一样，计算机学院大二女生汪
千一，也是“心情激动”，早早来到教室。时隔近8
个月，再当面听老师讲课，“期待！”其实在黑龙江
哈尔滨老家度过从寒假到暑假的这段时光，汪千
一也时刻惦记着学校，惦记着武汉，“我也算是新
武汉人，期待返校，期待复课”。

医学院2017级临床医学大四学生查晓萌：疫情让我们医学生感到肩负的责任和使命更重了

查晓萌是武汉大学医学院2017级临床医学
八年制学生，今年大四。

24日上午的第一节课，是免疫学实验课，除
了听老师讲解免疫学相关知识，每人还参与通过
免疫学方法检测自己血型。

在黄石老家闷那么久，才回到学校，查晓萌
说：“我更想念学校学习的氛围，还有上课活跃
的那种气氛，在学校可以让我们静下心来学

习。”
对今年遭遇疫情，作为一位医学生，查晓萌

感受更加深刻，“这让我更加看到医疗前辈们伟
大的贡献”。

无论是钟南山院士、张伯礼院士，还是普通
的医护人员，在这次疫情中，他们的一举一动时
刻牵动着老百姓的心。查晓萌说，这激励着我们
医学生，在学校不能虚度光阴，要更加用心去学

习，承担更多责任。很多医护人员，在当时情况
下特别辛苦，但大家都坚持下来，这是一种责任
感。“这次抗击疫情，各行各业的工作者都付出很
多力量，每个人都值得尊敬，我作为一名医学生，
更觉得责任重大。”

在查晓萌眼里，作为学生目前学习知识是最
重要的。查晓萌说，上午的实验课一直上到 11
点钟，下午还有课，“必须抓紧”。

物理学院教授石瑛：这是我22年来，第一次离开讲台这么久

为学生讲授《大学物理》中的“化学键”这堂
课，武汉大学物理学院石瑛教授说，早准备好了
这份课堂“见面礼”，也期待和学生见面。

9时35分下课铃声响时，石瑛教授还拖延了
3分钟下课，将补充讲解的“化学键”内容讲完，

“谢谢同学们，我今天的讲课内容结束了！”同学

们用热烈的掌声致谢。
石教授说，其实自己站在讲台上授课，与在

家里给同学们上网课相比，“更愿意来到教室给
同学们上课”。下课后，谈起第一堂课的感受，石
教授也有些激动，“大半年没有拿教鞭，这120名
同学听课都很安静，比我想象中的认真多了！”从

1998年大学毕业在武汉大学工作以来，石教授第
一次这么长时间没有上讲台授课。

为何没用激光笔，而用教鞭讲课？石教授解
释：“我觉得激光笔效果不好，用教鞭更好。”他也毫
不掩饰作为一名大学老师的心情：“看着这些年轻
的面孔，听我讲课，我很高兴，也有一种满足感。”

本科生院院长张绍东：武汉大学，要给学生完整的大学经历

武汉大学本科生院院长张绍东介绍，这次返
校参加补习的本科生有9184人。

根据教学规律，一些课程不能全部采取线上
替代。张绍东院长说，本科人才培养上，武汉大
学考虑很周到，在前期线上课堂基础上，在疫情
防控常态化不放松情况下，要求学生返校参加补
习，“这也是一所大学的使命”。武汉大学每个阶
段，都会对人才培养进行评估。此前在6月份，

就通过网上征集师生意愿，并采取学生问卷调查
形式，了解教学上有哪些薄弱环节。根据反馈意
见，学校通过整体考虑，确定了一些课程，对学生
进行重点知识补习，梳理每门课程的难点重点，
让学生把基础打牢，掌握知识点。

“武汉大学，要给学生完整的大学经历。”张
绍东院长介绍，学校一直重视人才的培养，坚守
大学的初心和使命。对今年即将入校的新生，将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不放松下，在新生报到 2 天
后，进行为期14天的军训。

对即将踏入武汉大学的新生，张绍东院长
也喊话：“非常欢迎你们选择武大，武汉大学除
了能保证给你们最安全的校园，还会让你们享
受全国最好的本科教育。希望你们在这里安全
地、愉快地成长，成为真正从卓越大学培养出来
的卓越人才！”

226天后，武大响起上课铃
首批9184名本科生重返校园

提前返校补课

武大要给学生完整的大学经历
长江日报记者胡义华 通讯员李想 吴江龙

24日早上8时，武汉大学6600余名本科生开始在教室上理论课，2000多人上实习实践课。距离上一次在教室上课，这些学生

“等”了226天。这是武汉首波大规模高校复课，拉开了秋季武汉地区高校开学序幕。

“这次第一波返校的本科生有9184人，他们是来参加补习的。”武汉大学本科生院院长张绍东介绍，“在前期线上课堂基础上，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不放松情况下，我们要求学生返校参加补习，老师进一步答疑解惑，这也是一所大学的使命。”

央媒聚焦武汉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亮点

社区高效能治理
提升居民生活品质
长江日报记者覃柳玮 谭德磊 通讯员彭亚楠 况昕昀 袁宇杰

东亭社区居民向央媒记者展示抗疫绘画作品。 长江日报记者谭德磊 摄

24日早上8时，武汉大学久别校园的学生们重返课堂开始补课。 长江日报记者何晓刚 摄

长江日报讯（记者王谦 通讯员郭思阳）
24日下午，1.2万票共计3000多公斤的跨境
电商货物在武汉天河机场国际快件监管中
心完成出口通关后，搭乘RW417全货机航
班飞往菲律宾马尼拉，当天还有3500 票的
货物从武汉直飞洛杉矶。

4月22日，天河机场迎来疫情后首票跨
境进口货物，至8月22日，天河机场进出口
跨境电商货物今年已完成 160 万票，超出
2019年全年的158万票。这其中，马尼拉航
班货物占比高达69.6%，为满足这条航线的
运力需求，7月25日起，武汉飞马尼拉的全
货机已从每周三班改成每天一班。

跨境电商货物进出为何呈井喷之势？天
河机场快件监管中心主管许金霞解释，疫情
以来，人们消费方式的变化，使得跨境电商业
务得以加速发展，特别是天河机场又先后恢
复并开通了列日、洛杉矶、芝加哥、马尼拉、大
阪等货运定期航线，打通了欧美及东南亚的
国际物流通道。“虽然4月底才恢复跨境电商
业务，但随着全国复工复产和经济重振，这几
个月增长迅速，每天都有上万票货物进出。”

许金霞介绍，这些货物主要来自于大型
电商平台的交易，海外电商平台比如ebay、
wish、lazada 等，国内电商平台像天猫国际、
淘宝全球购等，进口货物主要以奶粉、化妆
品和红酒等高货值物品为主，出口货物主要
是服装、小饰品和日用品等，“一直以来，机
场跨境电商货物都是出口量大于进口量，出
口量占比七八成左右。”

在天河机场从事跨境电商业务的武汉
汇海源公司负责人袁先生告诉长江日报记
者：“疫情之后，由于国际货运航线越来越丰
富，国际包机航班稳定，货源也跟着涨起来
了，尤其是7月以来明显提升。8月以来公
司已经出口76万票的货物，主要出口美国
和东南亚，货物大多来自华东和华南的小商
品，以日用百货为主。”

许金霞介绍，像汇海源公司这样在机场
设点办公的电商企业有五六家，机场通过优
化作业流程提升服务，探索陆运中转、多式
联运等业务模式，协助电商企业解决出口难
点堵点，并在武汉海关等的大力支持下，大
幅提升货物通关时效，发挥航空口岸优势。

疫情以来消费方式变化推进跨境电商发展

天河机场跨境电商货物量超去年全年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