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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本人李兰珍遗失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俊杰里 1号 1楼 3号
住房租约，现声明作废。

声明 本人秦少军遗失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航空小路 16 号 1 楼
住房租约，租直汉区04-201997492，声明作废。

声明 武汉市东西湖区益禾堂奶茶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42011260037051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本人谢福和在万福净土陵园购买天慈园传统区 1排 2
尊墓位一座，合同编号140521004015,原墓位证作废，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周祖清遗失位于直 2203044011 号直管公房住宅租约
一份，租约编号为0007395，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张腊梅遗失武汉鸿信世纪置业有限公司联投龙湾二
期A区二组团开具的普通发票两份：NO：05463647，金额：355881元；
NO：05463648，金额233120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本人许波遗失江岸区中山大道1186号住房租约，声明
作废。

招 租
市中心繁华闹市区域房屋招租：①新华路652号商业门面群整体

招租，1075㎡，综合价 231 元/月·㎡。②台北路 219 号海迪商务中心
大厦A区1-7层整体招租，2583m2，综合价45元/月·㎡。

武汉市龙王庙沿江商业投资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85682766 冯先生

声 明

武汉城投瀚城置业有限公司居住项目（城投香恋）
项目规划方案批前公示

武汉城投瀚城置业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居住项目（城投香恋）
项目位于汤逊湖北路以南、橡树路以西。项目用地性质为居住用地，
规划净用地面积29657.14平方米，总建筑面积92526.01平方米，计容
总建筑面积59679.73平方米，容积率为2.01，建筑密度为24.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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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日—2020年9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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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日

2021年度城乡居民医保缴费启动

个人缴费标准
为280元

长江日报讯（记者胡琼之 通讯员方旗）9 月 1 日起，我市
2021 年度城乡居民医保缴费工作正式启动。参加城乡居民医
保实行政府补贴和个人缴费相结合的筹资机制，我市2021年度

（大学生2020-2021学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标
准为 280元，2020年度政府财政对每名参保人补贴 570元，2021
年我市城乡居民医保筹资标准为880元。

集中参保缴费期为2020年9月1日至12月31日，普通居民
从次年 1月 1日起享受医保待遇，大学生从缴费当年的 9月 1日
起享受医保待遇。武汉市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只要在此期
限内缴纳居民医疗保险的，都可以享受全年医保待遇。如果某
居民在明年 1月产生了医疗费用，但是今年 12月才缴纳医疗保
险，仍然可以根据相关规定比例报销明年1月产生的医疗费用。

人均财政补助增加30元
按照《武汉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施办法》（武政规

〔2017〕24号）规定，我市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标准为上上年度（n-
2 年，n 为享受待遇年度）全市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0.57%。个人缴费低于国家和省规定的标准时，按国家和省规定
的标准执行。

依据统计部门公布的数据，2019年度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为46010元，乘以0.57%四舍五入取整后为260元，我市个人
缴费标准低于国家规定的标准，应按国家规定的 280 元标准执
行，以达到国家要求。

2021年度，我市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280元，
城乡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水平也同步增加30元（其中15元用
于大病保险）。2020 年度政府财政对每名参保人补贴 570 元，
2021年我市城乡居民医保筹资标准为880元。

据介绍，截至 2019 年底，我市城乡居民参保人数为 463.04
万人。其中，市本级 213.79万人（含大学生 80.71万人），新城区
249.25万人。

城乡居民医保待遇不断提高
“缴费标准提高是保障我市居民医保待遇的客观需求。”近年

来，我市致力于不断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待遇水平。
2017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整合完成后，实行“三就三不
就”（缴费就低不就高、待遇就高不就低、目录就宽不就窄）原则，
城乡居民医保待遇大幅提高。我市参保城乡居民住院支付比例
不断提升，参保居民政策范围内住院报销比例平均达到 70%以
上。普通门诊统筹和门诊治疗重症（慢性）疾病病种待遇提升。
参保人不需缴纳额外费用，直接纳入大病保险的保障范畴，大病
保险报销比例最高达75%。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年度报销
限额达到45万元。同时，医保政策向贫困人员倾斜。

此外，我市不断扩大基本医疗保险保障范围。2019 年底，
我市城乡居民参保人员高血压、糖尿病患者门诊用药纳入医保
报销范围，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可达 50%。此举可让我市 22万
多名城乡“两病”参保患者受益。

武汉居民可在手机上缴费
9 月 1 日起，武汉市 2021 年度城乡居民医保正常参保缴费

工作正式开启。城乡居民医保整合后交由税务部门征收，以身
份证号（社保号）作为个人参保缴费的唯一关键数据。此举将有
效杜绝重复参保缴费现象的发生。

目前，税务部门已开通“湖北税务网上税务局”缴费、“湖
北税务手机 App”缴费、邮政储蓄银行或农业银行预存批扣代
缴、邮政储蓄银行或农业银行柜台代收代缴等缴费方式，供已
办理参保手续的缴费人自行选择。在规定缴费期限内办理参
保并完成缴费手续的城乡居民，可在 2021 年度全年享受城乡
居民医保待遇。

如有任何疑问，城乡居民可拨打社保咨询电话027-12333，
咨询城乡居民医保相关政策及经办流程；拨打税务咨询电话
027-12366，咨询城乡居民医保缴费政策及经办流程。

今年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医保市级统筹
为贯彻国家、省关于“完善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

度”的决策部署，提高我市居民医保基金运行效率和抗风险能
力，武汉市今年将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市级统筹。
武汉市新城区居民医保今年将全面纳入市级统筹，全市城乡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实现政策制度、基金管理、医药服务协议管理、
经办服务和信息系统“五个统一”。

长江日报
首席记者

王恺凝 新闻热线：59222222

“仿佛每一块组织都有指示牌”
为张伯礼院士“摘胆”这事，业内知道

的人屈指可数。陶凯雄也不会刻意提起，
“胆囊炎手术很平常，很多医生都能做”。

“能做和做得像艺术品是两码事。”华
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普外
科主任张必翔教授对这位好友的手术水平
不吝赞美之词，“很多医生得‘杀’出一条血
路才能抵达目标位置。他是小心翼翼地找
到组织与组织之间的间隙，精准‘导航’，几
乎没有多余的出血点。”

如果把身体看作一座城市，陶凯雄对
每一条小巷都了如指掌，即使是相似度极
高的地方也能识别。

“这里是浅黄色脂肪与浅白色筋膜的
交接区，从这里切开”“这根动脉是要保留
的，不能切断”“注意保护神经和血管”……

陶凯雄的学生、武汉协和医院胃肠外科副
主任医师蔡明至今能回想起 14 年前第一
次跟他同做手术的情景：“陶老师动作娴
熟，言语轻柔。那时候使用的还是二维腹
腔镜，但陶老师依然能在错综复杂的结构
中找到最正确的那条‘捷径’，一招一式精
确无误，仿佛每一块组织都有指示牌。”

精湛的技艺让陶凯雄成为科室医生大
胆做手术的坚强后盾。今年 8 月 27 日晚，
一名年轻医生在做一台淋巴瘤合并结肠肿
瘤切除手术时，由于病人做过淋巴瘤化疗，
组织水肿非常严重，结构层次完全看不清，
手术无从下手。陶凯雄赶到手术室，从容
不迫，换了一条新的手术路径，顺利暴露出
手术视野。

“只要有他在，无论多难的手术，我们

都不怕。”每名年轻医生都会遇到术中大出
血的情况，蔡明也不例外，别的医疗组通常
会选择直接转为开腹，但陶凯雄不这样
做。他会第一时间赶来帮助止血，指导医
生坚持用腹腔镜完成手术。这点让蔡明特
别敬佩，并将陶老师立为自己的行医标杆。

如今 53 岁的陶凯雄大部分时间依然
“泡”在手术室。在他眼里，手术无大小之
分，世界上没有长得一模一样的器官，不同
的人有不同的变异，同样的手术却并不是
简单的“复制、粘贴”。“每台手术都是全新
的”，这种常常都有新发现的获得感让他感
到快乐。

今年 8 月 13 日，在为一名贫血患者做
脾脏切除手术时，学生见陶凯雄结扎完动
脉后才结扎静脉，问他为什么要分开结

扎。他解释，患者本来就贫血，每一毫升血
都很珍贵。脾脏血供丰富，动脉相当于“进
水管”，先关掉它，等到血液完成“自体回
输”后，再关掉“出水管”（静脉），这样可以
大大减少患者的失血量。

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小改进其实很考验
医生的解剖学功底，要从血管丛中挑出需
要结扎的那一根动脉，不是对组织结构特
别熟悉就很容易扎错。所以，多数医生会
选择将动脉和静脉同时结扎起来。

90 分钟后手术完成，术中只出血 6 毫
升。“今天这台手术做得很完美。”陶凯雄对
自己的表现表示满意，把那句说过很多次
的话又说了一遍，“手术中不要有多余的动
作，也没有多余的血可以被浪费，每一步都
关乎人命。”

陶凯雄：为张伯礼院士“摘胆”的人
他有句常说的话：“把手术当作艺术品”

长江日报首席记者王恺凝 通讯员涂晓晨 王继亮

在武汉战疫期间，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因胆囊炎需要立即手术，中
国科学院院士、肝胆胰外科专家陈孝平推荐陶凯雄主刀。术后第三天，张
伯礼院士便重返战疫一线。

陶凯雄是谁？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普外科兼胃肠
外科主任。长江日报记者网上搜索媒体报道，只搜到了两条。记者请他
用一句话介绍自己，他面露难色地说：“我觉得我很顺，没什么特别之处。”

谈起他，同事们也说：“他是一个很顺的人。”夫人曾问他：“你从应城考
到武汉是不是很难？属于刷题刷到半夜的那种？”他回答：“我从不熬夜。”

求学顺，工作也顺。陶凯雄是湖北最早涉足腹腔镜技术的医生之一，
43岁就当上武汉协和医院普外科主任。他每次拿手术录像去展示，都会
引来同行惊叹：“干净！漂亮！”2004年至今，他平均每年要做各种胃肠道
手术约600台。近3年，他带领科室完成1790例直肠癌手术，术后吻合口
瘘比例只有7.84%。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数据。肠瘘是胃肠道手术中最严重的并发症，业
内统计的发生概率为14%—20%。

同事们送给他一个雅号——“十环医生”，意为手术精准。“他的顺，是
千锤百炼带来的顺。”

“不追求完美的结果只能是完成”
“坚韧不畏难”是陶凯雄影响蔡明最深

的品性。2006 年起，蔡明就跟着他，两人
朝夕相处。“爱因斯坦有句名言，他无法忍
受科学家找最薄的一块木板钉钉子。”蔡明
说，“我觉得我的老师倒不是只找最厚的木
板，但是一旦这块最厚的到了他手上，他就
要把它给钉穿。”

十二指肠间质瘤发病率极低，是胃肠
道手术中最复杂的一种，很多医院要么不
做，要么做开放型手术。因为十二指肠呈
C 字形，被重要血管包裹，周围还有胆道、
胰腺等重要脏器，医生能腾挪的空间很
小。对这样的患者，陶凯雄从不往外推，所

做病例数在全国排在前列。
陶凯雄的底气来自年复一年的千锤百

炼。他极度自律，轮转实习时，他每次跟着
教授上手术台，都会把手术室收拾得干干
净净，来的时候是什么样，走的时候还是什
么样；出去开会学习，他每一场都到场，认
真做笔记。连会务组的人都说：“陶教授出
来，是真学习。”

很多年轻医生想学他的“盲穿”技巧建
立观察孔，他不准，要求医生严格按照标准
执行手术步骤。“‘盲穿’不是技巧，是熟能
生巧。外科医生没有捷径可走，必须专注、
多练、下功夫。如果不追求完美，结果只能

是完成。”
陶凯雄是严师，却一点也不让人有压

迫感。相反，他像一杯温开水，谦和平静，
让人如沐春风。上周一场手术，做到关键
时候，一名护士不小心碰倒了墙角一个架
子，手术室瞬间发出一声巨响。他慢条斯
理地说了一句：“不是人倒下去就好。”

儿子很担心他将来的退休生活：“您什
么爱好都没有。不做手术了，您可怎么
办？”他笑而不语，但陈剑虹听进去了。陶
凯雄嫌看书费眼，她便把“喜马拉雅”推荐
给他，让他听书，他的手机上终于多了一个
跟医学无关的App。除了听书，陈剑虹每年

会安排两次旅游，“强迫”他出去散心。“我
要给他培养点兴趣。”在陈剑虹看来，一个
人只爱做手术，退休了是要抑郁的。

“如果没有学医，我可能是一个优秀飞
行员，活得多彩一些。”陶凯雄笑着说。当
年高考，陶凯雄是想当飞行员的，但体检没
通过，误打误撞成了医学生。“与其说是我
选择了医学，不如说是医学召唤了我。我
必须做好，不做好就问心有愧。”

记者问：“您觉得这个时代需要什么样
的医生？”

陶凯雄想了想，说道：“医生的心里要
有星河和灯火。”

“撞了南墙，把墙拆了继续走”
“从香港回来后，他判若两人。”陶凯雄

的夫人陈剑虹回忆，他们 1994 年结婚，丈
夫很顾家，做家务、带孩子都会搭把手，而
且主动分担更多。有一次同学聚会，他不
胜酒力，到家后吐了，弄脏了墙。他把墙冲
刷干净才睡觉。

回到武汉，陶凯雄把所有时间都“给”
了腹腔镜。他每天待在医院长达 18 个小
时，夫妻间交流很少。突然的转变让陈剑
虹无所适从。有时候，她睡不着，越想越
气，会踹醒他抱怨一番：“你不拒绝患者、不
拒绝同事，只拒绝我们。”

陶凯雄不还嘴。无论陈剑虹是不是有
理，他都是先道歉的那一个。只有一次，陈

剑虹气头上喊出“离婚”两个字，他气得摔
门而出：“以后不许这么说了。”

从香港回来后的 3 年是陶凯雄的积
累期，也是压力最大的 3 年。微创外科有
6 个医疗组，他是最年轻的带组医生。有
人说这是因为他有个好岳父——他的岳
父是武汉协和医院普外科老主任陈道达
教授。他听到这话也不辩解。“有什么好
辩解的呢？我做出成绩来不就没人质疑
了吗？”

陈剑虹说，她第一眼见到陶凯雄时，就
觉得他们是一家人。当时，她在武汉协和
医院财务科工作，五官端正，性情温柔，在
一群女同事里很抢眼。陶凯雄常去报销，

一来二往就与她熟络了。
陶凯雄要保持专注，以抵御外界干

扰。2004年以前，做微创手术的患者还不
多，他喜欢在医院里待着，专心“复盘”手
术。没手术的时候，他就把自己关在办公
室，看手术录像和解剖图谱，整个人沉浸
其中，连做梦都在做手术。陪儿子踢球
时，他眼睛里看的是球场，脑子里过的却
是手术。陈剑虹调侃：“他是为腹腔镜而
生的人。”

2004 年 终 于 开 始 小 爆 发 了 。 这 一
年，陶凯雄一个人就做了 60 多台腹腔镜
手术，从最简单的胆囊手术到胃癌手术，
再到结肠全切手术，难度一步步升级。

烂熟于心的解剖图谱、“复盘”的经验全
部派上了用场。最让他有成就感的是第
一台全结肠切除手术，患者 30 多岁。他
带着两名医生做了整整 8 个小时手术，
不吃不喝，手术结束时全身汗湿。但结
果是完美的，术中出血不多，患者恢复得
很好。做完手术的那一周，陶凯雄都处
于兴奋中。

记者问：“要是患者一直很少，您怎么
办？”

陶凯雄答：“我会继续坚持。认定方向
是对的，我就要不撞南墙不回头。”

陈剑虹则说：“他的个性是，撞了南墙，
把墙拆了继续走。”

“把手术当作艺术品”
陶凯雄的功力在微创胃肠外科领域早

已声名远扬。直肠癌超低位保肛手术，教
科书上建议肿瘤距离肛缘7厘米以上才可
保肛，他可以低至2厘米。10多年前，陈孝
平院士就曾推荐他给一位朋友做过直肠癌
手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胃肠外科主任医师钟鸣教授称他“是一位
出类拔萃的外科医生”。

在起步阶段，微创技术却并不被业内
看好。

武汉协和医院老院长王国斌教授曾于
1994年率先在省内完成腹腔镜手术，开启
了武汉的微创时代；1998 年，王国斌在湖
北组建腹腔镜微创外科学会，培养微创医
生，刚刚博士毕业的陶凯雄被选中。

业界不看好这项新技术，现有临床数
据无法证实腹腔镜的安全性。陶凯雄也不

知道自己“被选择”是好事还是坏事，当时
腹腔镜手术主要用于胆囊、阑尾切除等常
见病，即便如此，愿意做腹腔镜的患者也很
少，一个月只有零星几台手术。

“那时候业界对腹腔镜手术处于观望
态度。”张必翔说。对外科来说，“微创”在
当时是一个颠覆性概念，“从无到有”，在前
景不明朗的情况下换“赛道”是很冒险的事
情。“当开拓者光有勇气是不够的，还要看
得远，有更坚强的信念、更执着的追求，不
然可能一事无成。”

张必翔的担忧，陶凯雄不是没有。上世
纪90年代末的武汉最好的4家医院中，只有
协和医院在坚定不移地推进微创技术。

“平台的重要性就在于，关键时候它会
推你一把。”陶凯雄说。2000 年 4 月，还在
把微创当“副业”的他被医院派到香港学习

微创技术，为期一个月。当年，全国一共只
有8位医生获此良机，湖北只有他一个人。

这是改变命运的一个月。香港的医生
毫无保留地传授微创技术。在那里，陶凯
雄第一次完整感受到微创的奇妙，“把手术
当作艺术品”也是在那时埋下了种子。他
观摩的第一台手术是一台胆道手术，香港
医生在病人肚子上打了几个孔就把结石取
出来了。“太先进了。”陶凯雄依然记得当时
所受到的震撼，他目不转睛盯着屏幕，记下
每一个操作步骤。

“创伤小、出血少、用时短、恢复快，这
一定是外科未来的发展方向。”去培训的 8
位医生达成一致意见。钟鸣也在这次培训
之列。他回忆，那时候的照相机还没有摄
像功能。他们去了才发现，只拍照是没用
的，得把手术过程录下来。买了摄像机，还

得买磁带，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陶凯雄是 8个人中最年轻的。他自告

奋勇地站出来：“我去买摄像机和磁带，培
训结束刻录好了寄给你们。”

他们当时住在九龙，陶凯雄走了好几
站路才买到摄像机和磁带。之后，他每天
上午 8 时 30 分之前到手术室，认真录下每
一台手术。同年 5 月回到武汉后，他把所
有手术录像都作了拷贝，邮寄给其他 7 位
医生。

数年后，这8人都成了微创外科界的佼
佼者。回忆起那段岁月，钟鸣感慨地说：“离
开香港的时候，我们都看好陶凯雄。他悟性
很高，低调无私。只要对大家有利的事，他
想到就去做。这么多年，我们一直是非常好
的朋友。外科医生敬佩另一个外科医生有
两个条件，一是为人，二是手术水平。”

陶凯雄接受采访。 长江日报记者苗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