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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日报讯（记者姚传龙 通讯
员张哲 周晓辉）军事课目汇报、装备
静态展示……9月11日，黄继光生前
所在部队空降兵某旅举办军营开放
日活动。1200 名市民现场观摩空降
兵军事课目演示、身临其境接受光荣
传统教育。

上午9时，活动正式开始。官兵
们表演的队列展示、倒功、格斗技术
等精彩而富有军事特色的科目，赢得
阵阵喝彩。特别是侦察兵表演的《捕
俘刀》，叉步连刺、上步挑刺、摆刺换
刀……只见他们动作娴熟、整齐划
一、技术精湛，让前来参观的市民大
开眼界。紧接着空降小分队演示单
兵战术动作、阵地警戒与防卫、分队
战术动作。一台台新型武器装备威
武列阵，一次次精彩解说呈现发展成

就。“英雄天兵展雄风”武器装备展
示，是此次军营开放活动的一大亮
点。“这是伞兵-9D型降落伞，是空降
兵现装备的常用伞型……”伴着解说
员对主战武器装备、指控装备、空降
空投装备等8个板块20余型60余台
（件）装备的讲解，围观的市民不禁发
出阵阵赞叹。

在“当兵就当空降兵”野战生活
体验区，观摩人员了解了野战炊事
车、主食加工车、被装洗涤车、野战加
油车等保障装备性能，现场观看了野
战炊事技能表演并进行现场体验。

在黄继光纪念馆中，伴随着讲解
员的现场解说，大家在一张张照片、
一段段视频中全面了解黄继光的光
辉事迹和新时期黄继光英雄传人的
红色基因传承。

长江日报讯（记者王谦 通讯员
张盼 陈婷 补善云）9月11日，武汉天
河机场当日国内客运航班计划505架
次，达到去年国内航线同期水平，是
自4月8日武汉天河机场恢复国内客
运航班以来最高纪录，旅客吞吐量预
计达6.2万人次。

伴随暑运及旅游出行的增加，国内
民航市场进一步复苏回暖。在“与爱同
行 惠游湖北”活动带动下，武汉国内日
起降航班架次逐日增加，9月11日首次
突破500架次大关。长江日报记者近日
在天河机场看到，旅客络绎不绝，一切井
然有序，进出机场的防控也没有放松。

在近5个月的时间里，湖北机场
集团、湖北空管分局、驻场航司联动
配合，为航班量的快速复苏开辟绿色
通道。航班量持续恢复增长。6月12
日，武汉天河机场日航班量突破 200
架次，7 月 24 日航班计划突破 400 架
次。从高峰小时起降架次来看，8 月
21日达到了40架次。

“为做好运行保障工作，我们提
前分析航班量变化情况、日航班小时
高峰时段、潜在高风险冲突点以及夜

班航班运行情况，合理增开席位与扇
区，并根据夜班小时航班量情况提醒
值守人员做好准备。”湖北空管分局
相关工作人员介绍，此外，根据跑滑
结构、进离场程序，合理规划运行线
路，缩短航空器运行时间，提升效
率。“武汉天河机场航班架次的持续
增长正是湖北省加快恢复经济社会
运行秩序，各项经济指标高速增长的
缩影。”

武汉天河机场相关负责人介绍，
根据民航局的工作要求及省市政府
的工作部署，天河机场正在积极推进
恢复武汉至首尔、新加坡、西哈努克
港、吉隆坡、雅加达等地的国际定期
客运航线。在加速航班恢复同时，武
汉天河机场坚持保障航班安全运行
及疫情常态化防控两手抓，切实做好
疫情防控下的旅客服务工作，确保旅
客安全便捷出行。

货运方面，自4月8日复航以来，
武汉天河机场加速提升航空货运能
力，加大定期货运航线的开发力度，
新增及恢复国际全货机定期航线 9
条，国际货运通航点达32个。

佩戴口罩隔座观看
入场测两次体温

琴台大剧院提前3天就进行严密
消毒工作，并设置了“隔座看剧”的安
全距离。

11日晚7时，演出开场前半小时，
长江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观众均佩戴
口罩有序排队，配合登记信息及体温
检测再进入剧场。

进入剧院要求两次体温监测，人工
监测之后，过安检门时还要复检一次。

据琴台大剧院保安部经理周登涛
介绍，为了方便观众尽快分流入场，剧
院增设了工作人员，加速进场安检。
除了体温测量，进入剧院要求安检和
佩戴口罩。“检测环节虽然增加了一

点，但增加了引导人员，观众分流速度
也提升了。”

依据相关规定，现在剧院的上座
率严格控制在50%。

武汉市第四医院检验科方技师入
场前在大厅拍照留影。她告诉记者，做
核酸检测的她疫情期间一直没怎么休
息，能来剧院看演出，很放松，很开心。

同济医院检验科魏技师以前看过
开心麻花其他的剧目，这次沈腾、马
丽、艾伦等演员携开心麻花来公益演
出《乌龙山伯爵》，她很早就在网上申
请了，时隔多日再次进入剧院，很开心
很激动。

武汉蓝天救援队的 10 名队员都
是第一次走进剧院观看演出。搜救队
队长彭杰告诉记者，他曾参加包括琴

台大剧院在内的武汉多个公众场所的
消杀，这次能进入剧院看公益演出，特
别开心。“这里的消杀就是我做的，虽
说以前没进来看过演出，但我对环境
还是很熟悉，进来之后感觉很亲切。”

多个国内知名演出团体
将来汉演出

9 月 12 日，开心麻花《乌龙山伯
爵》第二场公益演出将如期上演。复
演启动后，琳琅满目的金秋演出季即
将陆续上演。

据琴台大剧院工作人员介绍，眼
下，国内许多剧团都在与琴台大剧院
接洽来武汉演出的排期和相关事宜。
琴台大剧院今年9月到年底的演出场

次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
9 月 24 日起持续至 10 月 8 日，琴

台大剧院将推出“四大舞蹈”系列。舞
蹈艺术家高艳津子和中国现代舞的拓
荒者金星率两团带来现代舞《二十四
节气·花间十二声》《初恋》等好剧。

国内两大历史悠久的舞蹈名团中
央芭蕾舞团、辽宁芭蕾舞团也将受邀
来到琴台大剧院的舞台，诠释足尖的
魅力。

中央芭蕾舞团的大型原创芭蕾舞
剧《花一样开放》将在琴台大剧院进行
全球巡演首站演出，演出第二场将作
为公益演出，献给武汉的抗疫英雄们。

中国五大芭蕾舞团之一——辽宁
芭蕾舞团的全明星阵容、原创中国芭
蕾舞剧《花木兰》也将上演。

9 月 11 日，武汉血液中心成分献血
科主任陈涵薇坐上采血椅，完成了第
34 次献血。当天是她 60 岁的生日，按
照国家规定献血年龄的上限，这是她
最后一次参与无偿献血。在众多武汉
及外地献血者心中，陈涵薇及她带领
的“热血女团”成为吸引他们长期献血
的原因之一。

“热血女团”领头人
用献血纪念“退役”

陈涵薇在血液中心工作已有37年。
9 月 11 日，是她退休前的最后一个工作
日，也是她60岁的生日。

早上7时，她来到科里，开始整理采
血设备，为当日工作做准备。机采间的
喇叭突然响起生日快乐歌，10余名成分
献血科工作人员为陈涵薇送上鲜花。
专程赶来的还有长期献血志愿者、秦义
无偿成分献血感召队队长秦义及其他
志愿者。

挽袖、消毒、打针……当天上午，经
过近2小时的采集，陈涵薇完成了自己最
后一次成分献血，她格外不舍，“真希望
60岁后还能参加献血”。

在陈涵薇旁边的采血椅上，成分献
血科护士玉丹也在献血。她告诉长江日
报记者，“献血间隔期刚好到了，来陪陈
主任一起献血”。玉丹来血液中心工作
已有一年，已经参与了14次无偿献血。

采集康复者恢复期血浆
为生命接力

在没有特效药和疫苗的情况下，康
复者恢复期血浆治疗成为新冠肺炎患者
重要的救治手段之一。

武汉血液中心106室是血浆捐献点
之一，也是陈涵薇带着谢松丽、谢晋、闫
蕾等 8 位医护布置出来的。从场所防
护、设备调试到信息系统安装，从流程
到规范……各项工作步骤陈涵薇都亲
力亲为，和团队建立起“新冠恢复期血
浆储备库”。

2 月 13 日，科室接待了第一组康复
患者，这对姐弟从未献过血，成分献血科
的谢晋一直在旁陪伴鼓励，“想让他们收
获自豪感和成就感”。14天后，这对姐弟
完成了第二次血浆捐献。陈涵薇还被邀

请加入武汉市第四医院医护人员自发组
建的献血微信群，为大家及时联络、安排
并提供咨询。

2 月 23 日，血液中心的血浆捐献点
由2个增至6个，6月底，再次加大恢复期
血浆的采集力度。截至8月中旬，武汉市
累计采集新冠肺炎康复者恢复期血浆
2335 人，共计采集血浆 75.75 万毫升，调
出17万毫升血浆支援全国多地，助力全
国战疫。

团队将一年两次献血传统
坚持14年

“每到献血淡季，血液中心的职工就
撸起袖子自己上”，2004 年 1 月，陈涵薇
开始加入无偿献血，16年以来，她共参与
34次无偿献血。

成分献血科一年有两次固定的集体
献血活动，一次是在六一前夕为白血病
患儿集体捐赠血小板，一次是在每年大
年二十九为春节假期用血进行储备。“热
血女团”已经将这一传统坚持了14年。

2020 年，疫情突如其来。1 月 23 日
武汉“封城”当天，陈涵薇带着团队一起

坐上了采血椅，带头捐献了28个治疗量
的血小板。此后，每到间隔期，陈涵薇就
会组织集体献血，直到“解封”前，她本人
献血4次。

“我每天都被血浆捐献者的大爱感
动，多幸福啊！”在陈涵薇心中，这是值得
自己用一生去追求的事业。1994年，北
京、上海等地逐步开展血小板采集及临
床治疗，武汉也开始启动相关工作。陈
涵薇担起重任，开始了机采血小板的“创
业路”，她动员献血者捐献血小板，奔波
在武汉各大医院，普及机采血小板的临
床运用。她介绍，捐献者一次捐献血浆
量为200毫升—400毫升，每隔14天即可
捐献一次，很多成分献血者都在长期坚
持着。

“全国最好的献血服务”
吸引着无数献血者

“让献血者不开口提要求，我们就已
经全部做到，这是团队追求的最高目
标。”18年来，陈涵薇带领着团队不断规
范服务流程，精化服务细则，将献血者的
感受当成“头等大事”。

据统计，武汉的手术量每年以 15%
的速度递增，临床用血需求量快速增
长。武汉多年来从未发生过因血小板
供应不及时而影响患者治疗和抢救的
情况。

“这里有全国最好的献血服务”，全
国 5A 公益组织“金彩虹公益”会长金高
峰曾这样解释外地志愿者们千里来汉献
血的初衷，他带着妻子和女儿，多次从四
川南充赶来武汉献血。

为了给献血者提供最优质的成分献
血服务，陈涵薇对科室的50名工作人员
近乎苛刻。成分献血科副主任谢松丽告
诉记者，成分献血服务没有可学习的经
验，全靠陈涵薇和团队的摸索。通过亲
身体验和摸索，她们总结出“打针不疼”
的穿刺诀窍，总结出成分献血服务的“32
条铁律”。

2018年、2019年，武汉自愿无偿成分
献血人次数和机采血小板量连续两年全
国第一，2019年，武汉已有57846人次参
与无偿成分献血。

在陈涵薇看来，用献血的方式“退
役”就是人生的高光时刻。

(长江日报记者刘晨玮 通讯员张
智 张宇)

“一分钟一个笑点”致敬最美逆行者

琴台大剧院“开心”复演
长江日报记者张珺 通讯员周媛媛

9 月 11 日晚，琴台大剧院正式

启动复演，与开心麻花团队一起，

为武汉观众献上被称为是“半分

钟一次掌声、一分钟一个笑点”的

开心麻花经典爆笑舞台剧《乌龙

山伯爵》。

本次公益演出由琴台大剧院

和开心麻花联合推出，一场开心

的演出为剧院复演季拉开序幕。

本次演出门票全部通过邮件

征选方式，赠送给医护人员、社区

下沉人员、部队官兵、志愿者，以

此表达对武汉抗疫一线英雄及家

属的感恩与慰问，用艺术致敬最

美逆行者，致敬武汉这座“英雄的

城市”。

开 心 麻 花《乌 龙 山 伯 爵》从

2010 年 12 月 上 演 至 今 ，已 演 出

1000 多场，在各地掀起观剧热潮。

11 日晚，演出开始前，演员们

与台下观众热情地互动，掀起了

全场狂热的掌声，沈腾、马丽、艾

伦及全体团队的精湛表演，赢得

观众笑声连连。

“热血女团”领头人60岁生日挽袖 最后一次献血纪念“退役”

陈 涵 薇
（左）和玉丹一
起献血。

通讯员张
智 张宇 摄

天河机场国内客运航班
恢复到去年同期水平

黄继光生前所在部队举办开放日活动

千余名市民观空降兵风采

开放日现场。 通讯员张哲 摄

遗失声明 姚鸿钧遗失楚宝片区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原件，序号H2-

536，声明作废。

声明 武汉柯南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武汉大真探信息咨询服务

有限公司、武汉丽人行婚姻介绍有限公司三家公司均遗失公章、法人章、

财务章、发票章和合同章，声明作废。

声明 武汉协卓联合贸易有限公司遗失正本海运提单一份，提单号

SHE20070193，船名ZHONGHAI018航次2014E卸货港LEHAVRE，声明

作废。

声明 王曼（身份证号 420106197802034821）将常青花园 11 小区 36

栋2404号房《商品房买卖合同》一份丢失，合同号0710008，同时将购房

发票一张丢失，发票号00125963，金额641,337.00元，同时声明作废。

律师执业证书遗失声明 周国卿2020年9月10日遗失湖北省司法厅

2019 年 5 月 15 日 颁 发 的 律 师 执 业 证 书 ，律 师 执 业 证 号 ：

14201198910105019，执业证书流水号：NO.11017538，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朱立萍遗失大归元片区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原件，序号

CWF004-1-401，声明作废。

声明 武汉汉美仁园林绿化有限公司遗失中国银行武汉市汉南区纱

帽街薇湖路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5210064681202，声明作废。

声 明

观众演出前拍照留念。 长江日报记者许魏巍 摄

天河机场旅客量进一步恢复。 长江日报记者王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