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城

事

2021 年 1 月 13 日 星期三 责编：
乐健

美编：
马超

版式：
三刚 责校：
陶泓

推进文旅场所预约常态化

鲁台山郭元咀遗址提示重大可能

“一部手机游湖北”
上线试运行

黄陂是商代粗铜精炼基地
长江日报记者万建辉 通讯员程小锋

长江日报讯（记者贾蓓）湖北 A 级旅游景区和文化场馆分时预
约管理服务平台“游湖北”12 日正式上线运行。
“一部手机游湖北”
全域智慧文旅综合服务平台同时上线试运行。
据了解，游客通过“游湖北”客户端或“游湖北”微信小程序
分时预约，可获得智慧导览、门票预约、酒店预订、线路推荐、交
通出行、美食购物、点评互动、攻略分享等游前、游中、游后全过
程服务。
截至目前，全省已有 420 个 A 级景区、400 家文化场馆、1.6
万家酒店、150 条旅游线路、300 个特产商品、2000 家餐厅入驻
“游湖北”预约平台。湖北将按照“能约尽约”的原则，推进文旅
场所预约常态化，让门票预约逐步成为文旅场所开放管理的刚
性要求。
据介绍，
“游湖北”
预约平台，
是“一部手机游湖北”
项目的组成
部分之一。
“ 一部手机游湖北”包括“一个中心、两大平台、三大体
系”。
“一中心”即湖北省文旅大数据中心，
“两平台”即“游湖北”平
台、政府监管决策平台，
“三大体系”
即面向 G 端政府部门的智能化
行业监管体系、面向 B 端企业的精准化营销推广体系、面向 C 端游
客及本地居民的一体化综合服务体系。目前，该项目已纳入湖北
省 5G 产业发展行动计划和湖北省疫后十大工程新基建项目，
入选
了科技部、省发改委重点项目库，并获得全国工业 APP 和信息消
费大赛信息消费应用创新奖。

武汉三品牌摘牌
“我喜爱的湖北品牌”

金奖：
爱帝 银奖：
洪山菜薹、仟吉
黄陂鲁台山郭元咀遗址发掘现场。

出土的铜匕首、铜箭镞等铜器。

长江日报记者万建辉 摄

铸铜人工台基面积约 1100 平方米
黄陂鲁台山郭元咀遗址揭示的商代晚
期铸铜遗迹，
经考古人员对出土铜器、
铜渣
鉴定分析，
与同一时期鄂东铜矿产地、
中原
商都青铜器化学成分均有关联，
由此可推
测出一条商代晚期青铜冶炼运输线路图。
1 月 12 日，长江日报记者随湖北文物
考古研究所专家前往黄陂鲁台山郭元咀
遗址探访，
在铸铜的人工台基遗存看到灰
烬沟、粗砂坑、炉基、陶范坑、垫土坑等遗
迹，
在文物陈列室看到郭元咀遗址出土的
箭镞、削刀、铜块、铜渣等青铜遗留物。
该遗址地处黄陂双凤亭公园北、滠水
东岸，滠水河西岸就是黄陂城区。2019
年 3 月至 2020 年 12 月，湖北省文物考古
研究所联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黄陂
区文物管理所，
对郭元咀遗址进行了主动
性发掘。发掘表明，
郭元咀遗址延续时间

较长，
包含屈家岭时期、
商代、
西周、
东周以
及唐、宋、清代等各个时期的文化遗存，
其
中商代遗存最为丰富、
发现最为重要。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鲁台山郭元
咀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胡刚告诉记者，
商
代遗存重点揭露了一处用于铸铜的人工
台基，以及台基上的各类铸铜相关遗迹，
与精炼粗铜、熔炼合金、陶范浇铸相关，
有
灰烬沟、冶铸工作区、粗砂坑、炉基、陶范
坑、垫土坑，以及因冶铸活动而形成的黑
灰面、烧土面、柱洞类等遗迹，
基本上涵盖
了铸铜生产主要环节。
冶铸遗物有熔铜器具、
工具、
原料、
熔炼
渣、
陶范以及燃料，
其中出土的坩埚壁残块数
量众多，
共计80余件，
出土的陶范共计120余
块，
其他石制、
铜制生产工具共计105件。
记者现场看到，
铸铜人工台基明显高于

西北侧的滠水河和东侧水塘，
大大小小的人
工挖掘的探方坑、
墓葬坑、
灰烬沟、
粗砂坑、
陶范坑、
垫土坑密布于台基上，
不少考古工
作人员正在开展小规模的发掘工作。
胡刚介绍，
人工台基沿滠水东岸平行
分布，其布局与郑州商城南关外、阜南台
家寺铸铜遗址的布局十分类似，
如其南部
和北部分别被一条东西向灰沟所隔开，
构
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铸铜生产作坊。台
基呈西南、东北走向，
从布局看，
其东面和
西北角应有进出作坊区的通道。台基南
部长 29.4 米、东边南北长 40.8 米，面积约
1100 平方米，西部和南部边缘分布有大
小不等的圆形柱洞，
表明手工业作坊周围
建有临时性工棚设施。
台基南部中心是铸铜的主要区域，
面积
约30平方米，
发现炉址、
沙坑、
陶范坑、
柱洞

等各类遗迹。所发现的熔铸坑十分重要，
通
过实验室考古的精细发掘，
基本揭示了一个
由铜渣、
碎范、
细沙与木炭构成的多层废弃
物堆积面，
反映了商代熔铸活动在一个地点
可能反复、
多次地进行。另一个发现是熔铸
坑内残炉基，
残壁高6厘米，
近圆形，
直径约
45厘米左右，
可能与熔铸活动有关。
灰烬沟与陶范坑分布在台基东部，
是熔
铸的废弃物堆积区，
堆积大量的碎陶范、
合
金熔炼的坩埚壁以及石块、
碎陶片、
木炭、
红
烧土等遗物，
陶范虽大多数细碎，
但也有大
块出土，
表明可以铸造大件的青铜器。
记者询问一位正在发掘的工作人员，
为何确定他发掘的圆形区域是熔铸坑，
工
作人员说，圆形区域的外围土质坚硬，呈
红陶色，
说明熔铸铜矿时熔炉周围土质经
过高温烧烤过。

再现商王朝经略长江流域真实图景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勤告
诉记者，郭元咀遗址的商代遗存年代相
当于殷墟一期前后，对探讨长江中游地
区商文化发展演变、地方文化发展演变、
地方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与交流都具
有重要意义，对揭示长江中游文明进程
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鲁台山郭元咀遗址是近年来湖北地
区最为重要的商代考古发现之一，其年

代上能与更早的盘龙城遗址相衔接，真
实再现了公元前 1226 年前后商王朝统治
和经略长江流域的真实图景，也为探讨
长子国遗存以及周王朝对鄂东地区的分
封情况提供了重要的新材料。
这里发掘出土了大量与铸铜有关的
遗迹和遗物，
是长江中游地区近年规模最
大、
保存最完好的商代铸铜遗址。发现的
各类铜渣、
陶范、
坩埚壁碎块及炉基表明，

该遗址中至少包含精炼粗铜、
熔炼合金与
陶范浇铸三类冶金生产活动，
初步确定了
与熔炼、
浇铸环节有关的几个手工业操作
链，即就地制范、制沙淘选、筑造炉址、精
炼粗铜、
熔炼合金与陶范浇铸等。
在郭元咀遗址商代铸造活动核心区
的东北部发现的烧土遗迹，可能是商代
铸铜场所废弃或铸铜规模缩减后另一个
与铸铜相关的遗迹，而且在商代铸造台

长江日报讯（记者刘睿彻 通讯员王智）1 月 12 日，2020 年“我
喜爱的湖北品牌”电视大赛决赛落幕。武汉三大品牌在激烈竞争
中胜出，
喜获“一金两银”，
武汉爱帝斩获金奖，
洪山菜薹、仟吉获得
银奖，
金银奖得奖数量位居全省第一。
决赛上，20 个品牌依次进行了 1 分钟的视频展示及 2 分钟的
路演展示。各品牌所属企业上演了精彩纷呈的“品牌秀”，给观众
留下深刻印象。武汉爱帝搬来了专业模特班底，现场穿上时尚服
装走秀；
洪山菜薹通过沙画讲述品牌内涵，
重现疫情期间为医护人
员送菜薹的故事；仟吉则由相关负责人以老员工的身份讲述品牌
传承和维护的故事。
评选活动历时近 3 个月，经过企业报名、部门审核和政府推
荐，来自全省的 53 个品牌参加角逐。最终，得分前十名的品牌获
金奖。
近年 来 ，武 汉 强 化 品 牌 建 设 ，挖 掘 优 势 品 牌 ，为 企 业 展 现
品牌形象营造良好环境 ，促进武汉品牌美誉度及影响力不断
提升 。本次赛事再次提升了我市企业的品牌意识 ，助推了品
牌提升。

“我的生命属于患者”

话剧《麻醉师》江城上演

基西部边缘上形成的周代墓葬也有可能
是这个遗址上最后一批铸铜活动者的墓
葬。这两个可能的疑点为考古界讨论继
商人之后周人是否曾继续在此进行铸铜
活动提供了可遐想的研究空间。
遗址还发现了西周至春秋时期灰坑、
墓葬类遗存，
为研究鲁台山西周“长子国”
族属与源流提供重要线索，
初步揭示了滠
水中游地区这一阶段考古学文化面貌。

体现了商代晚期南方与中原青铜资源互动
鲁台山郭元咀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
胡刚说，
对于鲁台山郭元咀遗址铸铜遗存
研究分析，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冶金考
古张吉博士做过这样的推测：
“赣北鄂东
南生产的粗铜，在黄陂郭元咀经过精炼，
再经滠水北上抵中原商都；
同时王都分配
的金属资源也从这里流向长江流域，
鲁台

山郭元咀遗址直观而生动地体现了商代
晚期南方与中原青铜资源的互动。
”
如它初步揭示与洹北商城、殷墟遗址
的密切关联。郭元咀遗址出土的铜器及
铜渣样品以高放射性成因铅为主，
与洹北
商城等都邑的金属资源一致，
遗址出土的
陶范质地较为粗糙，烘制程度低，也与洹

北商城陶范相似。
郭元咀遗址作为滠水流域下游一个
重要的商代铸铜遗址，
其上游与今大悟县
境内的淮河支流竹竿河的上游邻近，
这为
当时青铜器往北方运输提供了可能，
对研
究中原商人沿水路南下的路径以及南下
后形成的据点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出土的按窝鼎足等文物的出土显示，
郭元咀遗址与今湖北阳新大路铺文化存
在交流，
暗示此地出土的铸铜原料或来源
于鄂东等地的长江铜矿带，
对揭示殷墟一
期之后的青铜铸造活动的组织形态、原料
的运输路线等青铜时代重大学术问题具
有重要价值。

话剧《麻醉师》剧照。

“看不见”
的环保设施更重要

长江日报讯（记者梅冬妮 通讯员周媛媛）以第四军医大学西
京医院麻醉科副主任陈绍洋的事迹为原型创作的话剧《麻醉师》，
将于 1 月 15 日亮相琴台大剧院。
《麻醉师》的故事，从陈绍洋的妻子罗云的生日开始。结婚 22
年，每年罗云过生日，陈绍洋总是因抢救患者而爽约，这一次也不
例外。在医院，陈绍洋就像个救火队员似的不停地奔走在各个病
房楼和手术室之间，
他让重症患者孙喜光转危为安，
让曾想放弃麻
醉专业的学生肖子奇回心转意，爱人罗云和女儿潇潇也对他有了
新的理解。此时，
陈绍洋却得知自己身患肝癌并已经转移，
他开始
眷恋生命，为家人补偿；然而一旦有患者需要，他又像奔赴战场似
的冲向手术室。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陈绍洋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承
诺，
为妻子罗云安排了一个特殊的生日聚会。
剧本从初稿到在第十一届中国艺术节上的最终呈现，易稿十
次。下笔之时，编剧唐栋头脑中也浮现出了陈绍洋生活和工作中
的样子。
“这个人不张扬，非常朴实，是个工作狂，把麻醉工作看得
高于一切。他为什么能做到这些？这就是这个戏要挖掘的：职业
精神、道德精神、对生命的深刻理解，
这些全是他的动因。
”
陈绍洋身上最吸引人的，是对生命的体悟、尊重、理解、敬畏，
以及自己的生命和患者的生命之间的一种联系。
“他也很渴望生存
和健康，
但是作为一名医生，
他常说
‘我的生命属于患者’
。
”
唐栋直
言，
“生存的价值绝对不是为了自己，而在于和周围的生命共同创
造美好生活。
”

小村庄也有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长江日报讯（记者戴红兵 通讯员于海
涛 孙旋）走进黄陂区罗汉寺街刘咀村，家家
门前干净整洁，
村民的房前屋后和路边小径，
都种植着各种树木和花草，整个村庄被绿色
环绕。近日，刘咀村被武汉市环境保护委员
会办公室命名为 2020 年度武汉市生态村。
徜徉在刘咀村，
可以看到，
村委会和村民
活动广场等位置都设有生态环保宣传栏，路
边配有垃圾桶，有醒目的垃圾分类标识和收
集设施，定期清运。走到村头一处长满茂盛
美人蕉的地方，
若不是村民介绍，
根本不知道
美人蕉的下面藏着一处地埋式生活污水处理
设施，
村民的生活污水都是经过处理达标后，
再流走，一天的污水处理量可达到 60 吨。整
个村庄资源利用与保护较好，村民也都基本
形成了保护生态环境的理念。
武汉市环境委员会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表

示：生态乡镇和生态村创建工作是加强我市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2020 年
市级生态村的命名，不仅注重“看得见”的村
容村貌，更注重“看不见”的环保设施和环保
举措。本年度创建的市级生态村中，刘咀村
是一个典型代表，
起到了良好的示范效应。
此次命名的武汉市 2020 年度市级生态
乡镇有 5 个，他们是：江夏区乌龙泉街、金水
办事处，
黄陂区滠口街，
新洲区阳逻街和邾城
街。市级生态村有 37 个。
据悉，
自 2008 年起，
我市开展市级生态村
镇的创建工作以来，
截至目前，
共创建市级生态
村991个，
市级生态乡镇42个，
通过生态创建工
作，
农村地区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
右图 ：刘 咀 村 地 埋 式 生 活 污 水 处 理
设施。
长江日报记者戴红兵 摄

高新大道（外环线—短咀里湖大桥）生态准入选址公示
高新大道（外环线—短咀里湖大桥）工
程选址位于东湖高新区东部，西起外环线，
东至短咀里湖大桥，用地面积 49.3 公顷。
该项目位于基本生态控制线范围内，按照
《武汉市基本生态控制线管理条例》要求，
现将项目情况进行公示，征求公众意见，具
体内容如下：
一、公示时间：
2021 年 1 月 13 日 ——
2021 年 2 月 26 日
二、公示网址：
http://dhkfq.wpl.gov.cn
三、公示反映方式：
有关单位或个人对该
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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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7-67880545 万工
2、信件寄至“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
国土资源和规划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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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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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汉阳区汉钢片龙灯堤 46 号 6
楼 1 室，产权人易云鹏，协议号 0001035
该房《房屋拆迁货币安置协议书》遗失，
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本人付彬遗失了花楼南
二片 3C156 征收补偿协议书。特此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因本人叶浩，在今年 1
月 6 日不慎将身份证、驾驶证遗失，第
二 代 居 民 身 份 证 号 ：
420102198808253514，
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汉钢片被拆迁人李之见
遗失拆迁协议书原件搬迁序号：
H0001857。特此声明。
声明 民主一街 135-145 号三楼，
金双菊，计租面积 19.71㎡，武汉市公有

住房租约。特此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武汉市园林种苗中心依据《事业单
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经主办单位同
意，拟向武汉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
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织。请
债权人自 2021 年 1 月 8 日起 90 日内，向
本单位清算组织申报其债权。法定代
表人：童意金。办公地址：武汉市东西
湖区柏泉街道办事处张柏路 331 号。
特此公告
武汉市园林种苗中心
2021 年 1 月 13 日
遗失声明 蒋裕厚遗失单洞新村 6
栋 703 号，
住房租约，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武汉市青山区恒峰图文
广告经营部遗失公章及财务章各一枚，
特此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武汉园林雕塑院依据《事业单位登
记管理暂行条例》，经主办单位同意，拟
向武汉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
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织。请债权
人自 2021 年 1 月 11 日起 90 日内，向本
单位清算组织申报其债权。法定代表
人：潘校辉。办公地址：武汉市江岸区
永清路 45 号。
特此公告
武汉园林雕塑院
2021 年 1 月 13 日
声明 李长贵在 2020 年不慎遗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证件编
号 ：2005100310829081211233，现 声 明
作废。
声明 湖北兴业房地产估价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一枚，
特此声明作废。

声 明
前进二路 46 号公有房屋承
租单位富豪家私（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自 2001 年 3 月至今未向
我公司缴纳房租，
故我公司将根
据武汉市房产管理条例第五章
第四十二条收回房屋承租权。
特此声明
武汉江延城市运营服务有限公司
2021 年 1 月 11 日

发票遗失声明 本人陈
虹 422322198606130047，郐
开坤 420881198204064054，
不慎将美联德玛假日二期
19 栋 1 单元 1302 号房购房
发票遗失。发票编号：
01729512，发票金额 135701
元。特此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