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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方寸邮情，聚天下知音

中国 2019 世界邮展展徽、吉祥物发布
武汉晚报讯（记者胡蝶 通讯
员李汉梅 高健）1 月 10 日上午，中
国 2019 世界集邮展览的展徽、吉
祥物和主题宣传语在武汉正式发
布。
展徽由带齿孔的折纸信鸽和
武汉标志性建筑黄鹤楼组成。折
纸的外形象征着武汉三镇的一只
黄鹤。信鸽又如同变形的字母 W，
契合英文 WORLD（世界）和 WUHAN（武汉）的首写字母。
吉祥物名叫斌斌，以武汉市树
水杉为发饰、手拿大龙邮票快乐飞
奔。
“ 斌”字由文武组成，寓意 2019
世界邮展和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
会一文一武两大盛事 2019 年在武
汉举行，也蕴藏了“文化的武汉”的
寓意。
“ 斌斌”与“彬彬”同音，寓意
彬彬有礼的武汉敞开大门，热情欢
迎全球邮迷朋友。
“ 彬”字含“林”、
含“杉”，寓意绿色武汉、大美江城。
主题宣传语之一
“展方寸邮情，
聚天下知音”，旨在彰显大国形象，

促进文化交流，
秉承军运脉络，
宣传
文武盛会，
传承知音文化，
服务地方
宣传，传播集邮文化，提升邮政形
象。主题宣传语之二
“天下知音，
邮
聚江城”
，
意即天下识邮、懂邮、爱邮
的知音欢聚江城武汉，
共赴 2019 世
界邮展盛会，领略方寸邮票和集邮
文化魅力。
据了解，中国 2019 世界邮展

展徽、吉祥物和主题宣传语于去年
11 月 11 日至 12 月 17 日面向社会
进行广泛征集，经过专家初评、复
评、终评三轮评选，经组委会审定
和批准后，最终选定。
世界集邮展览素有“集邮的奥
林匹克盛会”之称，时隔 10 年后再
次来到我国，定于今年 6 月 11 日至
17 日在武汉国际博览中心举办。

展徽

邮展吉祥物：斌斌

融入世界、武汉、邮票多重内涵

武汉父女联手设计展徽
中国 2019 世界集邮展览展徽设计
者是一对武汉父女：66 岁的雷汉林和
36 岁的雷莹。
1 月 10 日，在展徽和吉祥物发布
仪式上，雷莹告诉记者，父亲雷汉林是
中国首轮生肖羊票的设计者，受父亲
影响，她也喜爱策划和设计。
父女俩设计的展徽，被专家评点
为图案简洁、内涵丰富，世界和武汉在

展徽中交相辉映，图案上方是黄鹤楼，
代表举办地武汉，下方是一只折纸信
鸽，经过变形设计，能读出世界、武汉
三镇、
邮票、
传递等诸多元素和意味。
雷莹说：
“ 前期策划时，我们就在
思考，什么元素既是世界的，又是民族
的，同时还能反映武汉本地特色，要选
取世界通用的艺术语言。最后，我们
确定了武汉标志性建筑黄鹤楼和代表

武汉本周末以多云天气为主
久违的太阳会偶尔露面吗？
武汉晚报讯（记者陶常宁 通讯员
江鸿 付郁）雨终于要停了，本周末武
汉天气以多云为主，高温回升，但要注
意昼夜温差最大将达 10℃。
武汉市气象台预计，受南支槽东
移和低层切变的影响，11 日武汉或还
有小雨“逗留”。12 日、13 日双休日转
受高空平直气流影响，转为多云天气，
白天气温有所回升，有利于市民周末
出行。但需注意早晚低温，周六最低
气温仅-2℃。

湖北省内，11 日湖北降水逐渐停
歇，
鄂西北还有望见到阳光。鄂西北高
温会明显上升，其他地区也有小幅上
升。12 日晚些时候雨水将再度上线，
鄂
西北南部、鄂西南和江汉平原西部都会
转为小雨，
其他地区也会由多云转为阴
天，
湖北高温将会维持在8℃至11℃。
2018 年 12 月以来湖北阴雨雪天
气居多，导致日照时数比常年同期显
著偏少。2018 年 12 月 1 日至 2019 年
1 月 6 日湖北省国家站平均累计日照

时数为 44.2 小时，排历史同期倒数第
一位。其中恩施是这一个多月以来阳
光最少的地方，37 天累计日照时数仅
8.3 小时。
武汉三天具体预报：
11 日 白 天 ：小 雨 转 多 云 ，1℃ 至
5℃，偏北风 2 到 3 级；
11日晚上到12日白天：
多云，
-2℃
至8℃，
偏北风2到3级；
12 日晚上到 13 日白天：多云，2℃
至 9℃，偏北风 2 到 3 级。

确保市民放心吃鱼

专项抽检 90 个批次水产品
民特种养殖基地一片忙碌景象。检测
人员现场捕捞草鱼、鮰鱼、鲫鱼、鲢鱼
等品种，并在该企业的检测中心进行
自检。结果显示：抽检样品合格。基
地负责人介绍，目前基地已储备了 48
万斤存塘鱼。
为确保市民吃上放心鱼，基地从
养殖、运输到检测环节，都要确保水产
品的安全，如设立自检室，聘用专职人
员，进行定期自检等。

检测中心专家介绍，为确保安全，
武汉市建立了市、区、乡镇三级质量安
全监测体系，区、乡镇两级主要进行快
速定性检测，如发现水产品可能含有
毒有害物质，会将样品送到市农检中
心进行定量检测。市农业检测中心也
会在春节等重点时段，对各新城区的
养殖基地进行抽样检测，确保水产品
检测在全市实现全覆盖。

意杨渐退 法桐再入

全市补栽行道树过万株

武汉晚报讯（记者王亚欣 通讯员潘
文华 赵琴 明丹）10 日，市园林和林业局
透露，京汉街 7 株胸径达七八十厘米的意
杨树在阵阵锯声中“退役”，取而代之的是
一批大规格优质法桐。
为何要用法桐取代意杨？原来，上世
纪 80 年代，武汉进入一轮城市发展高峰
期，
大批新建道路及社区，
需要一种能迅速
成荫的树来遮阴添绿。行道树中生长最
快、易存活的意杨成为不二选择，
从上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中期，全市共种下 1.9 万
株意杨。但意杨有一个致命缺陷：树龄平
均只有二三十年。
“超龄”意杨会出现树干
空洞、
根系不牢等情况，
易倒树断枝伤人。
据了解，武汉园林部门正开展中心城
区行道树补植增植换植行动。凡行道树断
档、不连续的地段做到行道树应栽尽栽。
同时淘汰一批严重腐烂、
歪斜、
扰民、
存在安
全隐患的树木。目前，全市新栽树木已达
11772 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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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公告

武汉晚报讯（记者李英波 通讯
员王海生 王璐）春节即将来临，鱼儿
肥厚鲜美，市场需求旺盛。为了确保
市民在节前吃上“放心鱼”，武汉启动
了新一轮水产品专项抽检行动，重点
检测氯霉素、孔雀石绿等药物残留。
武汉农检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从去
年冬至起至今，已抽检了 90 个批次水
产品，检测结果全部合格。
1 月 10 日，位于蔡甸区张湾的德

着邮政传递的信鸽，作为主图案。”
雷莹仔细解读着展徽的每一个细
节，她说：
“ 我们的整体设计理念包括
两点，一是武汉和世界的连通，二是如
何在简洁的视觉语言中体现更多含
义。你看，我们把信鸽的边缘设计成
齿孔状，这是邮票的元素，与世界邮展
活动本身紧密契合。”
记者胡蝶 通讯员李汉梅 高健

红色球

蓝色球

武汉百年自来水老物件征集启事
1906年，既济水电公司宗关水厂
始建，武汉迈入自来水时代。百余年
来，自来水的发展历程见证着武汉沧桑
巨变，更是武汉人抹不掉的城市记忆。
2018年，宗关水厂入选首批“中国工业
遗产保护名录”
。为留下这段记忆，
保护
工业遗产，再现武汉人与自来水的情感
和故事，现长江日报联合武汉市水务集
团向社会征集武汉百年自来水老物件。
一、征集时间
自征集启事发布之日起，
长期有效。
二、征集种类及内容
1906年至今，能反映武汉自来水
事业发展、自来水与市民生活变迁的，
可供研究和展示的重要文物、各类文
献、图片、视频、实物等。

1
、实物（生产）类
与武汉自来水发展事业有关的实
物资料，包括宗关水厂（汉口既济水厂、
水塔）有关的实物与史料，
如函件、证章、
文字记载、
股票、办公用品、
生产用具等；
见证武汉自来水发展的实物，如文
献、手稿、照片、画报、明信片、邮票、牌
匾、钱币、纪念品等。
2、实物（生活）类
市民生活与自来水的相关实物(
如
水龙头、阀门、器皿等），包括照片、生活
用品、以自来水为原料的产品等。
3、影像资料类
反映武汉近代社会风情的影像资料。
三、征集要求
征集物品需附上物品名称（标题）、

年代时间、文字说明，联系电话及住址，
4、线索提供
除社会各界人士踊跃捐献或投稿
老照片还需注明拍摄地点或人物。
外，收集相关线索。
四、征集方式
1
、捐赠
五、联系方式
收藏单位或个人自愿无偿捐赠展
联系点一：
武汉市水务集团档案馆
地址：解放大道 240号，宗关地铁
品，向捐赠单位及个人表彰或致谢，并
站旁
颁发捐赠证书，并在展出时予以署名。
联系人：聂新丽 张晶
2、借展
预约电话：027-83873789
经双方协商，与有关单位或个人签
电子信箱：64256562@ qq.
com
订协议，在不改变老物件所有权的基础
联系点二：长江日报传播研究院
上，对老物件进行展示，颁发证书，并在
地址：长江日报路 2号长报大楼
展出时予以署名。
联系人：吴昊
3、复仿制
预约电话：13807158660
对于珍贵物品或易损坏的资料，经
电子信箱：13158755@ qq.
com
双方协商进行复仿制，并为提供者颁发
2019年 1月 11日
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