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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媒体 看武汉

今日下午
将迎返程高峰

“百城百媒打卡武汉”
活动让全国人民感受
“武汉样本”

英雄城回来了，
欢迎来武汉
“国庆第一天，
全国百家媒体奔向武汉！”
10 月 1 日至 7 日，由市委宣传部、长江日报报
业集团主办的“百城百媒打卡武汉”活动，得
到全国各地媒体记者积极响应。
连日来，各地记者在武汉各大景点和乡
村深入体验采访，
并通过报纸、网站、微信、视
频、手机客户端及其他新媒体陆续发出系列
报道，在当地市民及网友中引发热烈反响，
“打卡武汉”
的故事吸引了全国更多市民前往
武汉，实地体验英雄之城的风采。截至 10 月
7 日 17 时，长江日报主持微博话题#打卡英
雄城武汉#、#全国媒体看武汉#阅读量分别
达到 2392.1 万、2076.9 万人次。

见证：黄鹤楼登顶、热干面归队

建议市民公交出行

长江日报讯（记者魏娜 通讯员李佳 陈琳）10月8
日为国庆假期最后一天，
火车站出行旅客较 7 日继续
上升，
预计 15 时至 17 时为返程高峰。进出城通道、
火
车站周边道路流量继续增大，
市内主要干道及新城区
连接通道交通压力增大，
商圈周边可能出现短时拥堵。
府河收费站、琴台收费站、黄陂收费站、龚家岭
收费站、武东收费站和蔡甸收费站等收费站及欢乐
大道、高新大道、金桥大道、白沙洲大道等进出城道
路可能出现短时拥堵。15 时至 17 时为返程高峰，预
计出现车辆集中出行、通行缓慢的情况。
三大火车站周边道路车流量较大。建议选择铁
路出行的旅客尽早出发、提前 1 小时到达车站，以免
耽误正常行程。
江汉路街区、武广、楚河汉街、街道口、菱角湖万
达等商圈周边车流量、人流量集中，预计江汉二路、
前进五路、
中山大道、
交通路、
武商路、
武展西路、
松竹
路、珞狮路等道路将在 10 时至 21 时出现短时排队。
建议广大市民绿色出行，
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
武汉交警将持续开展交通秩序整治行动，严查
景点、商圈周边乱停乱放等交通违法行为，
请市民朋
友文明驾驶、安全出行。

感受：街头充满烟火气人情味
10月3 日，
《昆明日报》在 2 版刊发记者任
翊翔的报道，记录下了她在武汉的切身感
受。她来到武汉市最繁华的汉口商业区中心
地带，只见几家餐厅门口满是排队等位的客
人，
美食步行街上欢声笑语，
市民游客摩肩接
踵，
大洋百货内的柜台前围满了咨询、购物的
顾客。
“由于全面核酸检测，以及感染数字清
零，
给了武汉人民底气和信心，
经济社会发展
持续向好，
正在迎来全面复苏。
”
10 月 3 日，西安发布刊发了新闻《古城为
江城加油 英雄武汉回来了！
》。西安报业全
媒体特派武汉记者高瑞、尚洪涛迈步武汉街
头，
看到人潮涌动、车水马龙，
“一幕幕充满烟
火气的市井气象，
温暖、抚慰着沉浸其中每个
人的心田，
一切都是那么惬意、祥和”。
记者写道：街头处处温情。在户部巷出
口，一位老爷子让记者帮忙给他和老伴拍张
合影。老人姓孙，今年 84 岁，他和老伴都穿
着喜庆的红色外衣，老奶奶手里拿着一串糖
葫芦。拍照时，
两人紧紧依偎在一起，
笑得合
不拢嘴。临走，老人还不忘热情邀请记者：
“我们每个武汉人至少做过一次核酸检测，
现
在武汉是最安全的城市，
欢迎你们来武汉！”

登黄鹤楼，
逛户部巷，
游东湖，
乘知音号，
参观湖北省博物馆，
放马木兰草原，
夜赏长江
灯光秀……一路上，
各地记者边走边看，
见证
江城十一新气象。
武汉地标黄鹤楼，成为媒体竞相报道的
焦点。根据携程旅行网提前发布的“国庆黄
金周旅行热力地图”，
黄鹤楼位列国内景区热
度第一名。10 月 1 日上午，正在黄鹤楼打卡
的北京日报、东方网、浙报集团天目新闻、中
央广电总台国际在线等媒体记者纷纷展开现
场采访，
在各自网站、新闻客户端抢发首日新
互动：抗疫记者重返医院酒店
闻：热干面归队、国庆最热景点果然很火、黄
鹤楼景区热度全国第一、山河无恙家国梦圆。
来汉打卡之际，10 月 2 日，浙报集团天目
3 日，爱济南新闻客户端发布《济南报业
新闻记者王坚颖抽空专程来到武汉市第四医
记者国庆感受武汉新变化：
英雄城市、大美江
院、武汉市肺科医院、汉正瑞鑫大酒店、葛洲
城》。报道指出，疫情期间，武汉以其无私、
坝美爵酒店等地录制短视频。王坚颖曾在汉
无畏、无悔和大勇、大爱、大义，被历史铭记； 连续抗疫 66 天，这些地方曾是浙江医疗队员
武汉的疫情防控经验为世界贡献出珍贵的
工作和住宿的地方，
但大家分别时太匆忙，
没
“武汉样本”，坚持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
来得及好好告别。
作，让江城在回暖后按下加速键。疫期，处
“武汉烟火气回来了，
你们快回家看看！
”
处是战场，人人皆战士；过后，逆江千帆过， “武汉现在已经恢复了，
非常非常非常欢迎你们
风来万木春。
回来。
”
王坚颖将录制的短视频发到浙江医疗
“目的地，武汉！”4 日，广州日报在 3 版刊
队群里，
画面展现出武汉市第四医院古田院区
发简洁、醒目的大标题，
黄鹤楼照片镶嵌于版
护士张兰兰、
武汉市肺科医院ICU护士陈星星
面中间区域，身姿雄壮，挺立在蓝天之下，视
动情表白的镜头。熟悉的场景，
熟悉的眼神，
熟
觉冲击力强，
让人一见难忘。
悉的声音，
让浙江医疗队员们看得热泪盈眶，
情
6 日，北京晚报刊发整版报道《重回英雄
不自禁地说出：
“武汉的战友们，
想你们啦！
”
武汉》。报道以新闻纪录的形式，从下午 3 时
反响：更多外地网友期盼武汉游
北京西站候车室开始，直到晚上 9 时 21 分列
车停靠武汉站。记者乘坐开往武汉站的
随着各地媒体的报道，
“百城百媒打卡武
G521 次列车来汉打卡，一路上记述携妻带子
汉”
活动的影响持续在各地发酵。
回乡的湖北游子、结伴出游的情侣、去看英雄
昆明日报记者任翊翔介绍，
“百城百媒打
城市武汉的老人、服务贴心的乘务员，
文字简
卡武汉”
活动的新闻刊发后，
不少昆明市民还
明流畅，图片贴近生活，读后倍感温馨，令人
特地收藏了当天的报纸版面。昆明市民李冠
不禁对目的地武汉充满殷切期待。
如、孟玉梅和石瑾琴告诉记者，
将会把电子报

北京晚报刊发整版报道《重回英雄武汉》。

报样截图

今日晴好迎寒露
未来三天气温稳步回升

长江日报讯（记者龚萍 通讯员余乾慧）今天是
国庆长假最后一天，武汉也将在晴好天气之中迎来
24 节气之中的“寒露”，未来两三天气温将会缓慢回
升，
节后上班将会有一轮好天气相伴。
今起，
受高空高压系统控制，
我市以多云天气为
主，
气温会稳步回升，
最高温将会攀升至 20℃以上。
不过，
明日开始进入寒露节气，
天气逐步步入深
秋，
由凉爽变为寒冷，
即便是高温也不似之前的天气。
武汉市未来三天天气预报：
10 月 8 日：
多云，偏北风 2 到 3 级，12℃～20℃；
10 月 9 日：
多云，偏北风 2 到 3 级，13℃～21℃；
10 月 10 日：
多云，
偏北风 2 到 3 级，
14℃～22℃。
北京日报整版报道武汉。
留存在手机里，见证两地人民心连心携手抗
疫的情谊，
很有纪念意义。
大洋网记者麦秋梅说，
仅 10 月 3 日，
大洋
网及其头条号、微信公众号单日转发打卡活
动新闻 12 条次，
引来网友纷纷点赞。
山东青岛的公务员赵炳欣告诉记者，自
己有很多战友在武汉工作，今年以来更是特
别关注武汉。
“为了助力湖北农产品销售，曾
经多次购买武汉电商销售的农产品。
”

天气预报

报样截图
在各大新闻网站，打卡武汉相关活动的
新闻吸引大批网友留言点赞。网友凤林在腾
讯网留言说：
大武汉山清水秀，
四季宜人，
我爱
大武汉！也爱武汉的美食！更爱武汉人！网
友
“小绵羊吗”
在西安新闻网头条号留言：
曾经
在武汉念书，
现在还想去品尝一碗正宗的热干
面，
去打卡黄鹤楼、
东湖、
昙华林，
这些地方都是
青春的见证，
欢迎大家去武汉旅游观光。
（长江日报记者周韧 詹海波 余康庭 潘璐）

罗传明同志逝世
长江日报讯 武汉市公安局退休干部罗传
明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20 年 10 月 6 日逝
世，
享年 88 岁。
罗传明同志是湖北武汉人，1950 年 2 月参
加工作，
1953 年 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高质量服务交出高质量答卷

武汉市文旅行业
“十一”迎宾服务获点赞
“与爱同行·打卡大武汉”活动开启以来，武汉各大景区以最美姿态迎接游客。面对国庆中秋重叠的“超长黄金周”大考，全市文旅行业开展“质量月”服务
活动，
部署好服务、市场监管、安全等多方面工作，提升文旅企业服务质量，使游客在汉的体验感与获得感得到进一步提高。

景区、酒店、旅行社提升游客体验感
“十一”双节黄金周，武汉文旅行业迎来高峰时段大
考。随着武汉市“文旅行业质量月服务活动”开展，各景区
认真落实“限量、预约、错峰”要求，让游客在旅游过程中更
加舒适安全。黄鹤楼景区在一线增加 60 位引导员，专门负
责提醒游客保持排队间距，在人流密集处正确佩戴口罩。
武汉欢乐谷闸口通道从 12 条调至 18 条，针对人气较高的网
红项目如极速飞车，排队区增设大型遮阳棚并置有座椅。
海昌极地公园提前半小时开园，并在门前广场搭建百米遮
阳棚，增加佩戴口罩的安全广播及文字提示。武汉东湖风
景区加强对游乐设备、游船、车辆等配套服务的消杀和安全
隐患排查。木兰天池景区组织志愿者成立了“双节服务小
分队”，为入园游客免费发放雨衣、口罩等防雨、防疫物品，
并在景区停车场、游客中心、园区内景点等处设置了热姜汤
和茶水免费供应点。木兰草原、花博汇等景区，为外地游客
分别设置专属的团队通道、散客通道，外地游客可以快速检
测后入园。
中国国旅（武汉）国际旅行社、省中旅、省中青旅迎接在
汉游玩的旅行团。各旅行社严格控制人数，导游为每一位
游客准备口罩、消毒酒精等，每天带团结束后，按要求回公
司补充防疫物资。
各星级酒店为游客提供暖心特色服务。10 月 4 日，来
自湖北鄂旅投酒店集团的“洪宾礼仪团队”，担任“姚基金慈
善赛”分餐礼仪服务。他们认真对待每个环节，保证客人的
高质量用餐体验。洪山宾馆、丽江饭店在国庆期间送给外
地游客小礼品，为外地游客设置礼遇专用通道，优先办理入
住和退房，
将最大的热忱、最美的风景留给游客。

为进一步提升整体服务效能，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搭
建志愿者服务平台，为市民和游客提供暖心、舒心、贴心的
服务。长假期间，武汉文旅志愿服务队走进武汉 41 家景区、
文博场馆等地点，用专业、热情的服务向市民、游客倡导文
明旅游、安全旅游，引导游客错峰出行，帮助游客现场解决
问题，
助推文旅服务提质升级。

文博场馆、剧场服务很
“贴心”

文旅部门多举措护航黄金周

在图书馆、博物馆、剧场等文博场所，服务团队坚守岗
位，
提供高水平服务。
10 月 1 日晚，琴台音乐厅上演《感恩祖国——大型编钟
与管弦乐专场音乐会》，保安、保洁、剧场服务等多个部门通
力合作，观众夏女士说，
“ 这里的服务一环扣一环，便民亲
民”。江汉关博物馆专业解说员团队，为游客带来细致的解
说。观众在解说员的带领下，更多了解了馆内展品，还对这
栋百年大楼的各种细节，譬如楼梯、吊灯、立柱等有了新的
发现。在武汉市少儿图书馆，借阅部工作人员坚守岗位，遇
到有读者借书、还书，大家主动上前帮忙、进行引导，提供优
质的服务。馆内大厅还配备了 4 台自助图书消杀柜，
供读者
自助消毒，
可同时消毒 5 本图书，
30 秒即可完成。

在江汉关博物馆，
解说员为游客提供专业解说。

做好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我市国庆和中秋假日期间
文化旅游安全保障工作，为广大市民游客营造安全、文明、
有序的假日文化旅游环境，武汉市文化和旅游部门积极作
为，
为双节各项安全工作保驾护航。
节前，确保全市国庆和中秋假日文化旅游市场实现“安
全、秩序、质量、效益、文明”五统一的工作目标，武汉制定
《2020 年国庆和中秋假期文化旅游市场安全保障工作方案
要求》，要求各区人民政府（含功能区）、各单位提前安排筹
划，将国庆和中秋假期文化旅游活动安全保障工作与日常
安全生产、疫情防控工作结合起来，对辖区重点旅游景区及
时开展疫情防控、安全处置全流程预案演练，确保假日活动
开展安全有序。

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发布《2020 年中秋节、国庆节文化
和旅游市场消费提示》，提醒市民“无预约，不出游”，在旅行
过程中文明赏景，安全出游；市旅游安全专委会办公室下发
《关于抓好 A 级旅游景区玻璃系列设备设施和悬崖秋千等
高风险游览项目安全工作的通知》，进一步做好我市高风险
游览项目安全工作。
国庆期间景区接待上限是否调高、预约后想取消怎么
办、
预约不成功可以现场购票进场吗……针对市民游客参加
“惠游湖北 打卡大武汉”活动时产生的疑问，武汉市文化和
旅游局旅游质量监督管理所精选其中 20 个出现频率最高问
题，
进行专门答疑。为确保国庆中秋双节旅游客运市场平安
有序，
市旅游质监所（旅游监察支队）节前联合市交通局运管
处，在汉口解放大道南国中心、武汉剧院停车场以及武昌徐
东大街与友谊大道路口（徐东销品茂对面），
对集中在此停靠
上客的旅游交通客运车辆和旅游团队进行联合执法检查。
市文旅局还提醒广大市民游客：警惕低价旅游陷阱，报
名参加旅游行程请选择正规旅行社和正规车辆，签订书面
旅游合同并根据需要购买旅游意外险。遇有合法权益受侵
害的情况请及时拨打 12301 咨询投诉。
国庆长假期间，为响应文旅部、省文旅厅关于加强国庆
假日旅游安全工作的指示精神，我市文化旅游主管部门加

武汉文旅志愿者走进景区，
为游客提供服务。
大了对重点旅游景区景点、星级旅游饭店、旅行社、博物馆
等公共场所的安全检查与监管工作，强化文化和旅游节庆
活动的安全监管，
确保游客度过安全祥和的国庆节。
1 日，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下发《国庆中秋假期安全提
示函》，要求各区文化和旅游局加强辖区 A 级景区和文旅行
业人员密集场所安全督导，强化安全管理。节假日期间，持
续对景区、星级饭店、旅行社发送督导提醒，要求他们注意
假日安全。
与此同时，对 A 级旅游景区安全工作开展现场巡查，落
实 24 小时应急值守制度，针对游客流量超载做好出行提示
预警、游客流量监测和控制等安全措施。根据天气变化情
况，及时提醒游客相关游览信息，确保游客出游安全。督促
各星级饭店、景区落实食品安全管理制度、消除食品安全风
险隐患，
并加强了安全文明旅游引导。
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多措并举抓好产品和
服务供给，聚焦聚力抓好安全生产、高度重视抓好市场监
管，扛起责任抓好工作落实，节假日期间，武汉市文旅部门
就假日疫情防控、旅游安全、市场管理等工作作出周密部
署，提升了文旅行业单位服务质量，确保了假日文旅市场安
全有序、文明祥和、繁荣发展。
文：
黄丽娟 武文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