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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携手黄鹤楼公园管理处

今起有奖征集黄鹤楼相关老物件
本报讯（记者明眺生）黄鹤楼公园
将把白云阁四至五楼辟为黄鹤楼老物
件展览馆。 今天起至2月28日，该园携
手本报，联合举办有奖征集黄鹤楼相关
老物件活动， 如有愿意捐赠的收藏者，
请与武汉晚报联系。
黄鹤楼始建于三国时期吴黄武二
年（公元223年），迄今已有近1800年历
史及文化传承。 古代黄鹤楼屡建屡毁，
屡毁屡建。最后一座古黄鹤楼毁于清代
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一场大火。 此
后，黄鹤楼经历百年有名无楼的“空白

期”，直到1985年6月黄鹤楼重建开放。
自古以来，特别是清末以来，有许多与
黄鹤楼相关的老物件在民间流传，这些
珍贵的老物件是黄鹤楼历史文化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然而，随着时间推移，散
落在民间的不少老物件将会逐渐损毁
甚至消失。
为了充分挖掘黄鹤楼的历史文化
内涵，让市民和游客更加深入地了解黄
鹤楼，黄鹤楼公园管理处决定与武汉晚
报携手，面向社会征集黄鹤楼相关老物
件，作为该园藏品永久收藏，并向市民

和游客免费展出。
征集活动说明：1、征集对象原则上
为有30年以上历史的书画、图书、陶瓷、
商标、 票证、 办公/生活用品等各种实
物， 具有重要纪念意义的物件不限年
限；2、凡征集到的老物件，均视为收藏
者自愿捐赠给黄鹤楼公园；3、收藏老物
件后，黄鹤楼公园向捐赠者颁发收藏证
书；4、对征集到的老物件，主办方视其
价值大小，给予捐赠者现金奖励。 对征
集活动具有特别贡献的收藏者，主办方
给予特别奖励。

“无围墙”高端医院融入周边社区

征集活动奖项设置：特等奖4个，每
个奖金1万元； 一等奖4个， 每个奖金
5000元；二等奖4个，奖金各3000元；三
等奖4个，奖金各2000元；优秀奖若干，
奖金各1000元。 需要说明的是，活动主
办方保留根据征集到的老物件数量和
质量，对奖项进行调整的权力。
有意捐赠者，请拨打武汉晚报新闻
热线：027-82333333；或将姓名、住址、
联系方式，以及所捐赠老物件的图片和
文字简介，发送至邮箱：469307991@qq.
com。

老手艺为节日添彩

区政府做“保姆”吸引一批“尖板眼”企业安家汉阳
本报讯（记者胡义华 通讯员汪洋
黄璜 实习生付铠越）昨天，武汉晚报
记者从汉阳区获悉，一批“尖板眼”企
业纷纷落户汉阳。 汉阳区委书记徐洪
兰说：“来到汉阳，就是知音，汉阳愿意
做企业的贴身保姆！ ”
高端区域医疗中心——
—泰康同济
（武汉）医院（暂定名）落户汉阳四新片
区，计划于2019年开门迎诊。 该医院

是落实2015年8月泰康保险集团与市
政府签署全面合作协议的重大项目。
泰康集团早在2014年7月， 就与武汉
同济医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共建区
域医疗中心。泰康同济（武汉）医院，将
建成“无围墙医院”，直接融入周边社
区：患者进入医院，首先闻到咖啡和面
包香味，病房只设单人间和双人间。另
外，通过服务流程和建筑布局优化，引

入信息与互联网技术， 消除患者就医
过程中的无效活动，让“排队1小时看
病3分钟”情形不在该医院出现，就医
隐私得到充分尊重。
汉阳区招商引资去年保持良好态
势。 除了紧盯战略布局，推动招商工作创
新发展，探索区域开发
“
政府+运营商+
产业园”的新模式，助力产业转型升级，
去年全年共签约16个重点项目。

硚口招商引资打出“健康牌”

“环同济健康城”吸引医疗企业落户
本报讯（记者王莹）近日，记者从
硚 口 招 商 局 了 解 到 ， 该 区 2016 年 1
月—11 月 完 成 招 商 引 资 总 额 352 亿
元， 预计全年可完成359.28亿元人民
币，同比增长20%。 其中，该区重点项
目“环同济健康城”吸引一批高技术医
疗健康企业落户硚口。
硚口医院众多， 医疗资源丰富。
2015年底，该区明确提出，在东至航
空路、南至中山大道、西至宝丰路、北
至建设大道的区域范围内，建设“环同

济健康城”，打造中部领先、全国一流、
世界知名的健康服务产业发展高地。
“环同济健康城”构想的提出，得
到了辖区各大医疗机构和区内外实力
企业的积极响应。 新世界置业（湖北）
公司、人福科技、春雨医生等纷纷与硚
口区签约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一
批医疗健康企业总部或区域总部落户
硚口， 共同致力于推动武汉的健康服
务业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十三五”期
间， 该区健康服务业项目投资将逾

150亿元。 世界500强公司美国辉瑞、
雅培、艺康等均在硚口设立分支机构；
国内知名健康服务业领军企业兰卫、
迪安、迈瑞、美年大健康、海王星辰等
落户硚口。

告别低电压困扰

令牌店村村民
能开空调取暖了

71岁退休医生捐款6000元不留名
各方献爱心已筹集20万元 大义养父要“砸锅卖铁”救闺女
本报讯（记者石伟）夫妻俩收养弃
婴14年， 当年的婴儿却两次患上白血
病； 亲姐姐现身捐献骨髓， 手术费用
却成了难题。 前天和昨天， 本报报道
了咸宁崇阳县大义养父甘明志一家的
遭遇， 受到读者、 网友广泛关心。 一
位71岁的退休医生， 在捐款过程中虽
然遭遇波折， 却还是坚持捐出了6000
元善款。
昨天上午10点半，武汉晚报记者接
到一个读者电话，对方自称是一名退休
医生，看到甘明志夫妇和养女小雪的报
道，非常感动，希望能献出爱心，帮助小
雪度过艰难， 但是在银行柜台转账时，
被工作人员拦截了。“他们担心我遇到
骗子，让我核实甘明志的身份，我也核
实了，他们还是不跟我办转账。 ”电话那
头，传来婆婆焦急的声音。

武汉晚报记者与现场工作人员通
过电话沟通， 告知事情经过， 但对方
还是对记者的身份怀疑。 婆婆告诉记
者， 她已经在银行等了半个小时， 一
直没能办成汇款。 她不愿意放弃为小
雪捐款。
在记者帮助下，婆婆最终通过银行
的自助转账终端捐出6000元钱。 记者
询问她的名字，并且提出拍张照片刊登
在报纸上， 都被婆婆谢绝了。 婆婆说：
“我只有这么一点力量，不值得说。 希望
更多的有能力的人， 看到新闻之后，能
一起帮这家人走出难关。 ”
甘明志说，昨天有很多好心人通过
电话、短信慰问小雪，鼓励他们一家，账
户里一天多出了一万多块钱，“每一笔
钱数额有大有小，哪怕是一块钱，也是
大家对我们的关心，我们全家都要感谢

昨天， 在位于汉阳三眼桥的
省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 灯 彩传 习
所， 传统汉派花灯传承人夏勇和
他的工匠们， 正在为即将交付的
作品做最后的装饰。逢年过节，他
们承制的汉派花灯、 彩船和卡通
雕塑等纯手工作品组成的艺术景
观总是大受欢迎。 即将在春节前
夕开幕的解 放公 园 郁金 香 花展
上， 点缀在花丛中的各种艺术景
观也出自他们之手。
记者喻志勇 摄

他们。 ”
这次小雪病情复发之后，咸宁市公
安局全体公安干警为小雪筹集了58650
元善款，他家所在的华陂村村民与热心
网友一起筹集了10万余元，小雪所在的
崇阳县城关中学全体师生也捐助了2.4
万元， 咸宁市农发行也捐助了1万元善
款。“春节之后就要做移植手术了，时间
不等人，但凡能借的地方我还是要去借
一遍，哪怕家里砸锅卖铁也要把小雪救
回来。 ”
甘明志电话：15717165541
甘明志邮政储蓄银行账号：
6221885200230123608

追踪报道

本报讯（记者刘兆阳 通讯员
王欣）5个湾子共用一台变压器，
一壶水半个多小时才能烧开，“低
电压” 问题曾困扰黄陂区木兰乡
令牌店村多年。昨天，国网武汉黄
陂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加紧为该村
架设新变压器， 预计在小年前，
158户返乡村民能和中心城区居
民一样开空调取暖。
黄陂供电公司发展建设部副
主任秦坤介绍， 令牌店村的供电
线路， 最 近 一次 改 造是 在1999
年，当时，为了满足聚集在一起的
金鸡洼等5个自然湾的居民用电，
供电部门从桂湖牵了一根1.1千
米的低压线路到村里， 安装了一
台160千伏安的变压器。 5个湾子
共用这台变压器，电压不够用。
为了让黄陂令牌店村村民过
好这个春节， 黄陂供电公司按照
最新标准对该村启动升级改造，
将该村电容量由160千伏安提升
到500千伏安， 和城市居民用电
标准接近。今年春节前夕，令牌店
村村民将告别“低电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