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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日报讯（记者刘娜 通讯员邱舒）11
月 20日下午，武汉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
进事迹报告团走进黄陂区。熊焱、李华、
涂可蔼、陈彪、汪勇 5 位报告团成员回忆
了一个个惊心动魄的瞬间，分享了一个个
鲜活的抗疫故事，现场与会者被讲述者的
经历所打动，动情处眼含热泪，激情时掌声
不断。

这5名报告团成员，有白衣为甲的医护
工作者、有铁骨铮铮的人民警察、有驰援雷
神山建设的建设局职员、有核酸检测中“乘
风破浪”的医护小姐姐、还有充满爱心的快
递小哥……

“我也害怕过，也悄悄哭过，但我是医务
人员，我必须坚强。”武汉市武昌医院呼吸与
危重症医学科护士长熊焱分享她的故事：1
月 21日，武昌医院被指定为第二批发热患者
定点诊治医院，呼吸内科作为收治新冠肺炎
患者的主战场，熊焱毅然接下全病区患者的
核酸采集工作，每天奔跑在各个病房，一上班
就像陀螺一般没法停歇。贴身的衣服湿了又
干，干了又湿。累了，就找个板凳靠一靠。在
重症病人进行集中收治时，她又带领护士转

战重症病区，守好每一名群众的健康。
熊焱讲述的故事感人至深，让同为医护

人员的彭思扬感动流泪，彭思扬是黄陂区人
民医院公共卫生科职工，她说：“作为一名医
护人员，听了她的故事感同身受。当时每天
精神是紧绷的，但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挺自豪
的。”

彭思扬说，报告团成员在战疫中展现出
的伟大抗疫精神让我们感动不已。曾经以
为，英雄离我们很远，甚至遥不可及。在亲身
经历抗击新冠肺炎战疫后，才真正体会到，他
们不过是平凡岗位上的平凡人。作为医护人
员，要在平凡岗位上继续坚守舍小家为大家
的奉献精神，守护好群众的健康之路。

黄陂区前川街德兴社区工作人员王海
燕听完报告后表示，报告团成员的故事都
感人至深，尤其是大家团结协作援建雷神
山所展现的“中国奇迹”让她很感动。“在疫
情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和社区书记一
起，骑着三轮车为居民采购蔬菜、米油等生
活物资，今后要继续和社区的同事们齐心
协力为居民服务，提升社区基层治理水
平。”王海燕说。

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事迹报告团走进黄陂

女医护决心继续守好群众健康之路

11 月 20 日下午，车头系有红色横幅“汉
欧国际蒙古国捐赠三万只羊接运专车”威风
凛凛抵达武汉阳逻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分公司（简称“武汉人
保”）鼎力履责暖心护航，独家为全程冷链运
输车辆、车上人员及三万只羊提供约 5000
万元风险保障。

据悉，此次向湖北捐赠的三万只羊由武
汉汉欧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提供全程冷链运
输。多年来，武汉人保与武汉汉欧国际物流
保持友好合作关系，紧密围绕汉欧班列服务

“一带一路”建设，累计提供各类风险保障超
过 300亿元。近年来，武汉人保积极对接国

家重大战略，坚持融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大
局，积极发展科技创新、社会治理、民生保障
等各类保险，支持制造业转型升级，服务企
业“走出去”，全方位助力武汉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中国人保”）于1949年10月20日挂牌成立。
历经70多年发展，中国人保以“人民保险，服
务人民”为使命，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
把国家需要作为首要任务，助力精准脱贫，开
展绿色金融创新，服务实体经济，融入国家医
保体系建设，不断提升价值创造能力，推动高
质量发展转型，做有温度的人民保险！

人民保险
暖心护航蒙古羊顺利抵汉

武汉菩提城置业有限公司开发的居住项目（曙光村城中村改造
K5-1 地块）/中建大公馆 K5-1 地块地处关山大道与南湖大道交会
处，该项目正在我局办理规划条件核实证明手续，经核实该项目存在
实际竣工与规划许可不一致的情形，具体如下：

1、9号楼一层，SS-2至SS-3轴交S-H至S-F轴处墙体向S-H轴
方向偏移0.20M,商铺面积变大。2、12号楼一至二层，12-2轴交12-E
至12-F轴处墙体向12-3轴偏移0.10M，楼梯面积变大。3、12号楼一
至三层，12-8 至 12-9 轴交 12-D 轴处电井，尺寸 1.20×1.90M 变成
1.40×1.90M,井面积变大。4、12号楼三层，12-E轴交12-4至12-5轴
处墙体向12-D轴方向偏移0.15M，商铺面积变小。5、12号楼二至三
层，12-6至12-7轴交12-C轴处楼梯墙体向12-D轴方向偏移0.10M,
楼梯面积变小。6、地下二层平面图中Ka5-G至K5a-H轴交Ka5-7至
K5a-8轴墙体向K5a-H轴方向偏移0.20M，送风机房面积变小，车库
面积变大。7、地下一层存在9个车位，现场测量车位与规划图中车位
位置存在轻微偏移，详附图。8、报规总平图与规划核实测量对比图。

公示时间：2020年11月21日至2020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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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

公示期间通过以下方式向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反映。
1、网上留言：http://gtghj.wuhan.gov.cn/dhkf/
2、联系电话：027-67886076 林工 传真：027-67880134
3、信件寄至“武汉市高新大道 777 号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收”（请注明“规划公示”字样），邮编430079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1月21日

居住项目（曙光村城中村改造K5-1地块）/
中建大公馆K5-1地块规划条件核实证明公示

华中科技大学档案馆扩建工程项目，现正在
我局办理规划验收，经核实，存在以下与原审批
不一致的情况；

1. 地下一层平面图中 2 至 4 轴交 A 至 B 轴配
电间与 EPS室之间隔墙未做，配电间西面墙体往
东偏移1.5米，配电间变小；2至3轴交B至C轴生
活水泵房入户门往东偏移 0.3 米，生活水泵房变
小；2至3轴交C至D轴处消防水泵房入户门往东
偏移0.3米，消防水泵房变小。

2.一层平面图中 1轴交 C 至 D 轴楼梯在 1轴
上的门改为窗户；2至3轴交A至B轴处风井北面
墙体往北偏移1.3米，风井变大，停车库变小。

3.四层平面图中2至4轴交D轴、A至D轴交
4轴处双墙里面的墙体未做，由双墙变为单墙。

4.五至十层平面图中2轴交C至D轴处双墙
里面的墙体未做，由双墙变单墙。

5.十一层（屋顶层）平面图中 1至 2轴交 C 至
D 轴楼梯间北面墙体往北偏移 0.5 米，楼梯间变
大，屋面水井取消。

6. 原报建总平面图中原±0.000=33.500，建
施 图 按 消 防 车 道 坡 度 要 求 调 整 为 ± 0.000=
34.100，建筑高度不变。

现将上述情况进行公示。
公示时间：2020 年 11 月 21 日-2020 年 11 月

30日共10天
公示网址：http://gtghj.wuhan.gov.cn/dhk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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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反映。

1.网上留言：http://gtghj.wuhan.gov.cn/dhkf
2.联系电话：027-67886076林工 传真：027-

67880134
3.信件寄至：“武汉市高新大道777号东湖新

技术开发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收（请注明“规划
公示”字样），邮编430079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1月21日

华中科技大学档案馆扩建工程项目规划验收公示

长江日报讯（记者欧阳崧）“文化自信是一
个民族振兴腾飞的根脉与智慧之源，文化振兴
是中华民族真正复兴的精神标志。”11 月 20
日，新长江传媒大厦 48楼云端艺境，中国政法
大学思政研究所副教授郭继承激情开讲。“中
国的文化自信不是自我欣赏，而是基于对人类
思想史的全面考察和深度理解作出的理性判
断。”

当天下午，长江日报“云端大讲堂”第三期
如约开讲。郭继承应邀来汉，将党史、新中国
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放到中国五
千年历史的视野中，进行了深度阐释，帮助听
众“坚定文化自信”。

郭继承认为，我们要在人类文明的视野中
看学习社会主义发展史的意义，中国党和人民
的选择，具有更高层次的现代性；党史是人类
文明的交汇，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内在生命力
的最鲜明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集中凝练
了新中国史和改革开放史的历史经验。通过
对“四史”的学习可以证明，我们走过的道路、
创造的制度和理论是正确的，我们的文化支撑
代表了历史的潮流，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树立

“四个自信”。
同时，郭继承也提到，在文化自信的问题

上，如何建构和创造新时代的文化体系，仍需
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在演讲中，郭继承高度点赞武汉的城市精
神。在他看来，武汉不仅开放、包容，还有着

“敢为天下先”的豪气和担当，特别是在疫情期
间显露的英雄气质，更是我们国家面对重大挑
战所需要和呼唤的时代精神。

目前，长江日报“云端大讲堂”已开讲三

期，此前已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
授金灿荣解读“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邀请复旦
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郑若麟带领听众“理性
看待西方”。

长江日报“云端大讲堂”是由长江日报报

业集团主办、长江日报传播研究院承办的高端
思想对话平台，定期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和思
想名家论道江城、做客武汉，围绕舆论关注、社
会关切的话题进行交流和互动，讲堂精彩内容
同步制作成线上栏目《中国有自信》全网推广。

长江日报讯（记者汪文
汉 张维纳）11 月 20 日下午，
省商务厅举办蒙古国捐赠羊
接车分发仪式，正式宣布：近
日 ，由 蒙 古 国 捐 赠 的 首 批
11267 只羊已运抵武汉，湖北
人民收下这份温暖的礼物，衷
心感谢蒙古国政府和人民的
深情厚谊。

今年2月27日，习近平主
席会见蒙古国总统巴特图勒
嘎时，巴特图勒嘎向习近平递
交了蒙方向中方赠送 3 万只
羊的证书，表达对中方抗击疫
情的支持。3 万只“暖羊羊”
是中蒙两国友谊的见证。

3 万只羊如何分配？广
大网友纷纷出谋划策，结合大
家的想法，湖北省委、省政府
决定，请为湖北保卫战、武汉
保卫战取得决定性成果作出
重大贡献的省内新冠肺炎医
疗救治定点医院一线医务工
作者、全国各地援鄂医疗队，
以及在我省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中因公殉职人员的家属共
同分享这份温暖和感动。

送给省内新冠肺炎医疗
救治定点医院一线医务工作
者的羊肉，将以市州为单位发往定点医院。送给全国各
地援鄂医疗队的羊肉，将以各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等为单位发往目的地。

送给因公殉职人员家属的羊肉，将安排一一送到家
中。湖北已委托专业冷链物流运输公司承运，在运输及
分发过程中，严格按照疫情防控要求进行全链条闭环管
理。

根据中蒙双方商定的计划，3 万只羊经过严格检验
检疫加工后分批启运。所有捐赠羊不得流入市场。蒙古
国捐赠羊分配情况，湖北省慈善总会将按照有关要求及
时对外公布。

长江日报“云端大讲堂”第三期开讲

郭继承结合“四史”纵论文化自信

郭继承激情开讲“文化自信”。 长江日报记者丁越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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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自信》

长江日报讯（记者杨帆 通讯员戴良军）
11月20日下午，武汉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
进事迹报告团走进市民政局。杜云、付守芝、
阎鹏、黄薇、陈伟、冯云6位报告团成员，为市
民政系统 400 位党员干部、基层工作者讲述
在抗疫一线的故事，弘扬伟大抗疫精神。

报告团成员付守芝是武汉市第三医院
光谷院区急诊科、ICU 主任，主任医师。大
年三十当天，付守芝所在的医院被确定为新
冠肺炎救治定点医院，付守芝带着急诊团队
顶在救治的最前沿。从医30年，付守芝遇到
最高龄的患者是 104 岁的王奶奶，经评估王

奶奶患有10余种基础疾病，感染新冠肺炎后
身体明显衰竭，必须尽快控制，分秒必争。
付守芝和她的急诊团队严密监护王奶奶的
各项指标，食量、尿量，4小时报告一次，24小
时跟进。14天，336个小时的守护，奶奶康复
出院了。

“一切为了老人，一个也不放弃，守护好
这一千多位老人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是
我的首要职责。”报告团成员冯云是武汉市
社会福利院党委书记、院长，也是这群老人
的守护者。从 1 月 20 日到 6 月 5 日，冯云和
福利院全体同仁携手并肩，坚守了138天，转

移出去的老人全部安全返回福利院。这期
间，有自告奋勇亲自采集核酸的副院长杨玲
花，有母亲去世都没见到最后一面的护理员
张燕清，有24小时待命转运发热老人的党员
突击队员，有连续几个月夜间睡在安全通道
门口的值班人员，还有太多因累成疾、病倒
在岗位上的职工，感动的事每天都在上演。
当冯云说到这里，声音哽咽了，台下的听众
也纷纷感动得抹眼泪。

抗疫期间，由于长时间顶着巨大压力，
冯云患了应激性胃溃疡，出现心脏早搏症
状，每天吃胃药，经常含着速效救心丸睡觉，

一个月瘦了十几斤。疫情进入常态化防控
管理后，两个月冯云分别做了胃部和心脏手
术。她表示，自己必须抢时间解决身体问
题，尽快以更好的状态投入新的战斗。

武汉市儿童福利院护理员吴睿也是奋
战在疫情防控一线的工作者，作为一名基层
工作者，听到报告团成员的报告后，她说：

“其实这个世界上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
有挺身而出的凡人。今天来的6位宣讲人都
是平凡岗位上追求不平凡的典型代表，感动
之余更多的是催人奋进，在今后照顾孩子们
的工作中要更加努力。”

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事迹报告团走进市民政局

儿童护理员立志更努力照顾孩子们

鲜活的抗疫故事深深打动与会者。 通讯员陈雷 摄

“电视问政”聚焦推诿扯皮作风问题

驾校场地半个篮球场大
遭取缔后又死灰复燃

长江日报讯（记者杨荣峰）11月20日晚8时30分，由
武汉市治庸问责办主办、武汉广播电视台承办的全媒体
监督类栏目《电视问政：每周面对面》播出第 25 场，主题
聚焦杜绝敷衍应付、相互推诿扯皮的作风问题。

短片《反复投诉无人理“码头驾校”谁来管？》中，一
驾校在武汉港 18号码头停车场内开了 9年，其训练场地
只有半个篮球场大小，训练车辆也只有3辆，教练则坐在
办公室里通过监控“指导”学员练车。根据 2014年 8月 1
日实施的驾培新国标中“规模最小的三级驾校教练场地
面积最少要达到1万平方米，单车道总长度最低要达到1
公里，教练车至少要达到 20 台”的要求，该驾校明显违
规。周边居民从去年开始多次投诉，但均无效果。面对
巡查员暗访，该驾校工作人员表示“我在这里起码 9 年
了，晓得几多人要把我们拱起走，我们都没走”。对此，江
汉区城管局运输管理科工作人员表示，该驾校在堤防范
围内，不归他们管。

“不管在堤防外还是堤防内，都归我们管。”问政现
场，江汉区城管局（交通局）局长熊楠表示，该驾校不符合
要求，应该取缔。去年，他们已将江汉区内不符合要求的
驾培场地全部取缔，但今年又有不少驾培场地死灰复
燃。短片中，执法人员每次去都找不到人，就应该继续调
查、继续跟踪，将此地纳入日常巡管监管中。“10月 28日
已经把这个驾校的划线和临时设施都清除了，这个月我
们也已开展了一次清零行动，几个死灰复燃的场地都要
取缔，并持续跟踪。”

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郭万水表示，市交通运输局正
在按照市委要求推动综合执法改革，由市局统筹区级执
法力量，省级主管部门也正在建立闭环管理平台，彻底杜
绝违规驾培场地死灰复燃的情况。

短片《拐角遭逢断头路 投诉不知该找谁》中，中国电
信关山营业厅位于关山大道与光谷创业街的拐角处有一
处断头小道，断头两侧落差高，周边居民路过此处易摔
伤。市民高先生投诉后，先后接到四个部门的咨询电话，
但随后均无下文。巡查员在调查过程中也被“踢皮球”。
对此，洪山区副区长金龙承诺，争取一周之内彻底理清短
片中反映的创业街拐角的地界问题。

短片《废品回收站扰民 欲投诉无人肯应》中，硚口
区宝丰街 3506 社区内有 4 家废品回收站，其中两家有
证，两家无证。社区居民饱受其占道、噪音扰民的困
扰，社区居委会也拿回收站没办法。巡查员调查此事
时被各部门“踢皮球”。问政现场，硚口区副区长陈隽
罡表示，将对短片中涉及到的工作人员进行批评教育，
并马上到现场实地调查，无证回收站取缔，有证的回收
站分类施策。

硚口区副区长陈隽罡、洪山区副区长金龙、市交通运
输局副局长郭万水，以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就如何用心倾
听群众呼声和诉求，用心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等问题，
与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企业代表、市民代表、特邀监察
员、媒体观察员等组成的“市民提问团”对话。华中师范
大学社会学教授梅志罡进行了现场评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