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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场升级推进垃圾分类

湿垃圾变成有机肥送居民
长江日报记者胡义华 通讯员张震

长江日报讯（记者郭丽霞 通讯员庞伟红）近日，中国地
质大学（武汉）地理与信息工程学院同一寝室的8名大四女
生都收到了成功保送研究生的消息，她们被保送至中国地质
大学（武汉）、同济大学、武汉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师
范大学。

这8个女孩分别是霍然、李双越、李真、范思雯、罗娟娟、
陈一仰、毛昱昕、金霖，都是学校地理与信息工程学院的，专
业不尽相同。进校时，她们同被分到了418寝室，曾相约“全
寝保研”。一年前，学院从主校区南望山搬迁到新校区未来
城，寝室的成员分开了，但她们之间的情谊从未断过，保研路
上一直在为彼此加油鼓劲。

“我是抱着室友们的大腿爬上岸的，她们既是‘增压器’，
又是‘暖宝宝’。”已成功保研留在母校的霍然来自内蒙古，起
初她学习有些吃力，也感受到了身边优秀的室友带来的压
力，但勤奋自律的室友们带给她更多的是满满的正能量。她
们互相监督去图书馆自习，帮助“起床困难户”完成“苏醒大
业”，做课程设计时分享自己的思路，在最忙碌的考试周也毫

不吝啬地帮她答疑。在室友的帮助和鼓励下，霍然实现了自
身的蜕变与成长，多次获“百名好支书”“校长奖学金”“校级
优秀学生”等荣誉。

地理与信息工程专业的罗娟娟现已成功保研至武汉大
学资源环境专业，她也提到，刻苦的室友们对她产生了极大
影响，是她不断取得进步的源泉动力。她们在她遇到挫折时
给予鼓励，在她取得成绩时分享喜悦，她很幸运在最好的年
华遇到了最好的室友。在校期间，罗娟娟多次获得“国家奖
学金”“院级优秀共青团员”等荣誉。

已成功保研至中国科学院大学的陈一仰认为，找到适合
自己的方向并坚持下来，才能一路前行，走向更大的舞台。
她相信，在不远的未来，她的室友们会继续在不同的地方发
光发热。三年来，这群温暖有爱的室友给了彼此勇气和力
量，携手共同成长，也成为了更优秀的自己。

▶8名室友全部保研成功。

长江日报讯（记者李亦中 通讯员王林军）“我已经有很
多年不接受媒体采访了。”19日下午，接到长江日报记者的采
访要求，正在新洲区委党校参加培训的邱应发，一开始婉拒记
者的采访要求，“我现在实在没做出什么值得宣传的事迹。”

今年 56 岁的邱应发曾是全军英模，两次荣立一等功。
1986年，邱应发带着两枚一等功勋章、一张三等乙级残疾军
人证书以及身上残留的4块弹片，离开了前线。在部队的推荐
下，他作为全军英模报告团的主要成员，到全国各地巡回演
讲。1987年，邱应发从部队转业到新洲区财政部门，工作至今。

回到地方的邱应发，乐于助人，热伸援手。下乡时，他身
上总要带些钱，遇到需要帮助的群众，他都热心资助。他曾
把自己获得的一枚一等军功章转让给了一名收藏爱好者，换
了4万元，全部捐给了困难家庭。

邱应发的家就在新施公路旁，碰上交通事故中有人受
伤，他发挥自己在部队当卫生兵的优势，主动参与抢救。去
年9月的一个深夜，邱应发正在家里睡觉，突然被一声巨响
惊醒，打开窗户一看，公路上一股浓烟直冒，一辆小轿车爆胎
后翻车了。他穿着背心短裤，趿着拖鞋，就赶到现场。司机
不省人事，邱应发小心将司机拖出车辆，一番紧急施救，司机
苏醒过来，随后他设法联系上司机的朋友，委托其将司机送
往医院。

据了解，最近两年，邱应发参与抢救事故中的伤员多达8人。
邱应发的一位朋友告诉记者：“老邱一直在默默无闻地

做好事，这已经成了他的一个习惯。”今年疫情期间，邱应
发来到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参加防疫工作，先后给困难家庭捐
款5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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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军英模邱应发：

默默无闻做好事
已成为一种习惯

10 月 22 日 15 时

许，武汉经济技术开

发区全力一路魏力雪

女士和两位同伴，在

薛峰市场领取 10 斤免

费有机肥回家养花。

这些有机肥哪来的？

其实是薛峰市场对垃

圾进行处理后，“变废

为宝”产生的肥料。

农贸市场每天产

生的垃圾比较多，这

也是昔日农贸市场脏

乱差“诟病”的原因之

一。经过升级改造的

薛峰市场，投资 30 多

万元建设的湿垃圾处

理站，破解了这个难

题。

一周时间
处理的湿垃圾变成有机肥

上料、搅拌打碎、加热发酵，大约一周左右时间，湿垃
圾就变身成肥料。

10月22日上午10时许，在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薛峰
市场，保洁人员何元芳将一桶湿垃圾送到湿垃圾处理站。

每天，薛峰市场七位保洁工人会将市场枯萎蔬菜、水
产品内脏等湿垃圾，不定时送到处理站，进行处理。

“这个湿垃圾处理站是循环处理的。”负责经营管理薛
峰市场的新合作供销一家（武汉）公司运营部经理徐进介
绍，每天有湿垃圾投进处理站，然后在处理站的一号舱作
搅拌等处理，随后进入二号舱进行烘干加热处理。

工作人员曹凯按下垃圾处理站的遥控，这一桶湿垃圾
通过“托盘”缓缓升起，倒入入料口。长江日报记者爬上垃
圾处理器上方看到，鱼废弃内脏、蔬菜叶子等混合在一起
搅拌，声音不大。

大约30分钟后，曹凯打开二号舱的出口，一种类似稻
谷表皮打碎的垃圾肥料映入眼帘。“这就是垃圾处理加热
发酵后的肥料。”

见记者有些疑惑，徐进进一步解释，大家可能觉得处
理后的垃圾需要一周左右时间发酵才能变成肥料，现在刚

投入湿垃圾，怎么就有肥料了？“因为垃圾处理是循环的，
垃圾处理器一号舱对垃圾搅拌处理后，自然就进入二号舱
发酵，先前发酵的垃圾则提前变成肥料。也就是说，你现
在看到的肥料，是一周前的湿垃圾。”

据悉，目前，市场方免费将湿垃圾处理后的有机肥送
给来买菜的居民。而对市场上分类垃圾中比较少的非湿
垃圾，则由环卫工人运走。

干净整洁
从卖菜的摊主开始垃圾分类

对垃圾的处理，薛峰市场在投资近 500 万元改造之
时，就特别重视这一点。能做到市场干净整洁，其一大秘
诀就是垃圾分类及时、到位。

在薛峰市场靠东门处，设立专门区域处理垃圾分类
回收。而且，市场还为每位经营户配备垃圾桶，管理人
员指导监督市场经营者垃圾分类处理规范，确保垃圾准
确投放。

“我们将垃圾分类处理的工作，做在前端，而不是积累
到后端。”徐进说，薛峰市场采用前端分类，后端回收方式，
经营户在自己的摊位上，就做好垃圾分类工作，市场保洁

员只需统一回收分类后的垃圾。随后，市场保洁人员对回
收的湿垃圾和厨余垃圾进行处理。

46岁张宝春女士是薛峰市场蔬菜经营户，销售黄瓜、
茄子、辣椒等蔬菜，从事这个工作已经有20年。她将芋头
刨下的皮，整理在一起，放进自家垃圾桶。“谁不愿意在环
境干净整洁的菜场买菜卖菜？”张宝春笑起来，“今年本来
不准备做了，就是因为看到菜场垃圾处理好了，干净整洁，
还准备干个20年。”

将垃圾在源头时就地处理，变废为宝，让薛峰市场经
营户和前来买菜的市民都受益。徐进介绍，薛峰市场内现
拥有120多个摊位和40多个商铺，每天产生湿垃圾4车，
这样的一台湿垃圾处理器一天可处理500公斤湿垃圾，消
耗本市场产生的湿垃圾绰绰有余。湿垃圾就地生化处理
的同时，大大节省湿垃圾的运输成本和处理费用，从源头
把控，也为垃圾分类工作打下良好基础。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薛峰小区姜琳女士说，改造前的
农贸市场较为混乱，由于地势较低，地面总是湿漉漉的。
现在整个市场很干净、整洁、明亮。

据了解，在武汉农贸市场升级改造中，对垃圾的处理
是验收的一个重要指标。目前，武汉农贸市场对垃圾处理
上了一个台阶，像东湖高新区关南生鲜市场等，和薛峰市
场一样，都引进了专门的垃圾处理站。

神室友神助攻

同寝室8名女生全部保研成功

平日对着屏幕，操控器械做微创手

术；新冠肺炎病毒突袭时，奔赴发热门诊、

隔离病房、方舱医院，腔镜外科人冲锋在

前。

“腔镜学会是个‘年轻的分会’，我们

在工作中有着年轻人的朝气与闯劲。”武

汉医学会腔镜外科分会主委袁玉峰说。

未来，腔镜外科分会将一路“闯”下去，继

续引领技术创新，还将把新技术推广到更

多基层医院，提升整体手术技能，造福更

多患者。

战疫不忘科研，腔镜外科人一线冲锋
“武汉市几乎所有腔镜外科医生都在

一线冲锋。”袁玉峰教授回忆今年1月初开

始，他从坚守中南医院到出任第七医院执

行院长，再到担任雷神山医院副院长，整

整战疫3个多月。

拼命奋战的还有分会副主委龚昭、陶凯

雄、俞亚红等教授，更多年轻的腔镜外科人

坚守发热门诊、隔离病房和方舱医院。

除了在一线搏杀，腔镜外科学分会专

家们还积极寻求科技抗疫。参与制定《新

型冠状病毒(2019-nCoV)感染的肺炎诊疗

快速建议指南》，参与科技部项目“新冠肺

炎大样本病例临床病程及预后研究”……

“新冠肺炎不仅损伤心肺，还可能损

伤肝脏、肾脏等，研究高血压、糖尿病、甚

至器官移植对新冠肺炎病情的影响，都能

对今后的诊疗提供宝贵参考。”袁玉峰总

结。

送技术到基层，要推广更要“合理用”
作为年轻学科，腔镜外科在国内仅有

30多年历史，但发展蓬勃，技术日臻成熟，

“基本没有禁区”。目前，肝胆胰脾等腹部

脏器手术，80%可以采用微创技术完成。

为让更多基层医生了解并掌握腔镜

新技术，学会将整个“1+8”城市圈都纳入

技术交流的范围。

2019年，腔镜外科学会将年会开到了

黄冈市，为500余名参会的青年医生进行

宣讲和技术推广。同时，每年学会还为基

层医院的青年医生提供免费培训，让他们

在机器和实验动物上模拟手术，练手感。

近5年来，已对近万名基层医院医生提供

培训和推广。

以患者健康为中心，继续引领技术创新
腔镜外科分会另一项重要使命是，致

力于推广微创手术的同时，强调微创手术

的规范性。

袁玉峰介绍，与传统手术方式相比，

微创手术切口小、出血少、术后康复快，是

技术革新，“但不能神话它”。应根据术前

检查来综合评估患者条件，合理运用微创

技术，如果患者条件更适合做常规手术，

就无需刻意追求“小切口”，“生命至上，一

切以患者的健康为中心”。

袁玉峰说，腔镜外科分会致力于“荧

光成像技术引导腹腔镜下精准腹部外科

手术”等方面的临床研究，希望进一步提

高手术精准度，“今后，还要做进一步引领

性的技术创新”。 文/易学慧

【腔镜外科学分会创建时间：2001年】

骨骼是人体的“支架”。在人类“使用”
身体的过程中，如何延长骨骼的“使用寿
命”，如何修复各种伤害带来的影响，确保
患者的生活质量，是骨科专业研究的课题。

“精准、微创、快速康复是整个外科，也
是骨科医疗的发展趋势”，武汉医学会骨科
分会主任委员、武汉市第四医院副院长王
俊文教授介绍，随着近年来骨科学科的快
速发展壮大，诊疗活动越来越智能和高效，
为广大患者带来了福祉。

从奠基到发展
1986年，随着现代骨科学的逐步发展，

在我国骨科奠基人之一、湖北省骨科学创始
人、协和医院骨科朱通伯教授等前辈的引领
下，武汉医学会骨科学分会成立。分会首任
主任委员为我国著名显微外科专家、武汉市
第四医院老院长周必光。

1973年，为抢救被火车轧断双腿的伤者，

时任武汉市第四医院医生的周必光凭借精湛医
术和丰富经验完成了世界首例在农村条件下实
施的断肢再植术。这不仅引发了国际医学界的
关注，也奠定了武汉市第四医院骨科和骨科学
会发展的基础。

此后，在历届主委的共同领导下，骨科
学分会规模不断壮大，由第一届10多名委
员发展到现在55名委员，委员单位扩展到
武汉1+8城市圈，达到39家。

每块骨头都能找到专家
骨科分会规模壮大的同时，也在推动

学科不断发展。过去，一个骨科医生往往
是“从头看到脚”。迈入新世纪后，时任骨
科分会主任委员勘武生提出，要寻求更深
入、更精细化的发展，必须大力分化亚专
科，“成熟一个亚专科，分离出一个”的模式
被迅速付诸实践。

经过多年的发展，骨科从上肢、下肢到
手部、足踝、脊柱……每个部位乃至每块骨
头，都可以找到相应的专家。加上专攻特
殊群体的小儿骨科，以及随着体育运动逐
渐普及应运而生的运动医学科，多个亚专
科齐头并进的格局已经形成。

科技人才引领学科精细化发展
完成精细化的亚专科布局后，如今的

骨科学科发展呈现出从“专科”到“专病”的
趋势。

同样是膝关节出毛病，背后可能涉及
不同种类的疾病。同时，患者对于生活质
量的要求越来越高，都对学科的精细化水
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019 年 1 月 22 日，华中地区首个骨科
手术机器人，国产机器人“天玑”入驻武汉
市第四医院，这是智能骨科发展的一项标
志性事件。王俊文介绍说，骨科机器人精
准程度达到了亚毫米级，以往需要大切口
长时间的骨盆手术等多个亚专科手术效率
大大提升，患者的伤口更小、恢复也更快。
同时住院时间更短，医疗费用也更少。

除了硬件水平的提升，骨科的梯队建
设、人才培养也是学科发展的重要抓手。
近年来，整个学科涌现了一批80后的青年
才俊，分会也为他们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为
学科发展提供了源源不竭的动力，为更多
患者带来福音。 文/李丽 杨京

送新技术到基层 以患者健康为中心

袁玉峰：不懈追求 引领技术创新
【骨科分会创建时间：1986年】

数字化 智能化 亚专科化

王俊文：骨科朝精准微创、快速康复方向奔跑

薛峰市场管理人员将每天在市场里收集的湿垃圾倒入垃圾处理设备进行处理。
长江日报记者杨涛 摄

很多市民听说垃圾处理成肥料，前来免费
领取。 长江日报记者杨涛 摄

长江日报讯（通讯员孙伟 陈龙 袁野 高雷 记者戴旻
阳）“没想到一个铁箱子让我们几个栽在警察手上。”10月22
日，在蔡甸区公安分局，枣阳女子王某和她的2个同伙沮丧地
低下头，成为武汉警方开展“治两卡 端窝点”打击电信网络
诈骗集中清查行动中捣毁的第一个犯罪团伙。

10月20日晚10时，蔡甸区黄金口检查站与新农派出所
在汉蔡高速收费站路口检查过往车辆时，发现一辆黑色小轿
车内的一女二男神色慌张，民警立即对他们进行盘查，在检
查车辆后备厢时，发现一个铁箱内摆放着大量的银行卡、U
盾、密码器、电话卡，果断将他们带至分局审查。

王某等人承认，他们是一个网上赌博平台的下线，赌博
平台诈骗来的钱会转移到他们的银行卡内，他们以“洗钱”的
方式再将钱转移出去，从中按比例提成。他们还有另外3名
同伙。21日下午，民警顺线在江汉区将其另外3名同伙抓获，
现场查获银行卡63张、密保55个、手机66部、电脑2台。据
悉，今年8月以来，王某组织多人从事买卖两卡的犯罪活动，
并多次协助赌博平台转移非法诈骗所得。

据悉，从10月下旬开始至今年年底，武汉警方将动员万
余民辅警参加集中清查行动，对二手手机市场、银行、电信运
营网点、写字楼、商业门点，开展拉网式排查。对在武汉各银
行网点开卡从事违法犯罪的团伙进行严厉打击。

一个铁箱揪出一电诈团伙

邱应发（后）疫情期间义务为卡点值守人员理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