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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
“花 young 武汉”等你来玩
梦幻江城灯光秀全面升级
武汉晚报讯（记者王雪）
“五一”小
长假即将到来，如何让游客玩转武汉？
市文化和旅游局 15 日透露，我市“ 五
一”期间文化旅游活动以“花 young 武
汉，美好生活”为主题，包括“致敬劳动
者、璀璨长江、人文揽胜、花海徜徉、文
旅盛宴、多彩非遗、律动青春、乡村休
闲”8 大板块共 60 余项活动，丰富游客
体验，让广大市民和海内外游客感受武
汉的大美山水和人文魅力。
一起来看看这些文化旅游活动的
精彩看点——
●致敬劳动者
市区两级举办“庆五一、迎军运、颂
祖国——劳动者之歌”大型群众性文艺

演 出 ；组 织 2019 年 全 市“ 五 一 劳 动 奖
章”获得者，开展“武汉美丽乡村行”体
验活动；组织木兰山、木兰天池等景区
免费对劳模开放。
●璀璨长江
以“五一”期间全面升级的梦幻江
城灯光秀为主打，推出多种形式的长江
夜游产品，开展“花 young 武汉 48 小时
——长江之夜”主题宣传活动。
●人文揽胜
举办“黄鹤楼中法文化之春”、省博
物馆“楚文化展”、户部巷“汉味美食之
旅”、
“ 东湖绿道·五一劳动节花 young
集市”等活动，并在江汉关博物馆、晴川
阁、武昌农讲所旧址纪念馆等地举办各

类主题展。
●花海徜徉
以玫瑰、
格桑花、
月季等赏花游为主
打，
举办
“花神季玫瑰花节”
“青青草原·格
桑花会”
“河湾风情·玫瑰花展”
等活动。
●文旅盛宴
开展专业文艺院团进景区活动，组
织京、汉、楚等剧团和说唱团、爱乐乐
团、人艺等市属文艺团体，在黄鹤楼、东
湖、园博园、极地海洋世界、吉庆街等游
客聚集地和热门乡村旅游点进行实景
演出和游客入戏现场体验。
●多彩非遗
举办“汉绣精品展”
“ 五一劳动节·
致匠心”非遗手工艺集市等非遗主题

展，组织“糖画、泥人、地花车”等非遗传
承人进各大景区和特色街区，开展非遗
文化互动活动。
●律动青春
举办“流淌的歌声——五四专场演
唱会”
“ 红领巾音乐节”
“ 花博汇青年文
化节”等活动。
●乡村休闲
在云雾山、清凉寨、张公山寨等景
区举办“房车露营大会、帐篷露营节、樱
桃 采 摘 节 ”等 乡 村 休 闲 游 活 动 ，发 布
2019 武汉乡村休闲度假好去处。
据悉，下一步我市还将继续优化完
善相关旅游活动，为广大市民和海内外
游客打造更多旅游精品。

拼搏在港珠澳大桥的武汉设计师

张瑞霞：曾在海上数十米高空绘图作业

正在招聘
道路停车巡管员
@4050 人员，快来报名

武汉晚报讯（记者李冀 通讯员付
恩琴）今年清明节，途经珠海各口岸返
乡祭祖扫墓和旅游踏青的港澳居民明
显增多。珠海边检部门表示，由于港
珠澳大桥的便利性，今年清明节前往
珠海、中山、江门等地祭祖的港澳同胞
大多会选择经珠海口岸入境。
耗时 9 年的“港珠澳大桥”已正式
通车，总长达 55 公里，是我国到目前
为止里程最长、投资最多、施工难度最
大的跨海桥梁项目。它的建成通车，
使得香港到珠海、澳门的车程从原来
的 3 小时缩短到了 45 分钟。港珠澳大
桥的主桥部分九洲航道桥由中铁大桥
局承建，中铁大桥局的设计分公司副
总工程师张瑞霞主要承担了施工设计
的工作。
“风急浪高给施工带来了很大困
难，而且由于该段飞行航路、空域受
限，导致钢塔安装方式受限。”2012 年
港珠澳大桥海上桥梁开工修建时，施
工设计遇到前所未有的技术挑战，包
括在海浪环境下预制构件的安装、大
规模预制件的总体布置、大节段钢梁
安装及限空条件下的钢塔安装等，这
些都是之前国内从未使用过的施工方
法，每项施工设计都要经过 5 轮以上
的反复研讨推演。
“我们都驻扎在风急浪高的现场，
不仅要绘制图纸，偶尔也会涉及海上
数十米的高空作业。”时间紧任务重，
张瑞霞和同事持续“997”全年无休，最

张瑞霞(左二）在工作中
终完成了 2000 多张的出图总量，获得
多项专利。
纪录片《厉害了，我的国》中有众
多精品桥梁，其中不少是中铁大桥局
的作品，凝结着张瑞霞和她同事们的
心血。
在青藏铁路拉萨河大桥，张瑞霞
和项目组成员巧妙设计了多功能拱肋
安装支架、水中基础墩设计方案等，确
保了雪域天路顺利进藏。
在天兴洲大桥，张瑞霞和她的团
队研发了巨型双壁钢围堰锚墩预应力
钢绞线精确定位技术、700 吨架梁吊
机整节段钢梁架设方案、引桥 40 米预
应力箱梁二合一移动模架等。
在沪通长江大桥，张瑞霞带领团
队设计出在双向潮流作用下 56 米高

武汉研发国内
首条“剥虾”生产线
10 台机器可顶 400 名工人
武汉晚报讯（记者康鹏 通讯员
张敏）龙虾好吃壳难剥，在武汉，有一
家创立仅半年的科技公司，推出了国
内首个水产智能产线，用“剥虾机器
人”
代替人工，
预计今年 5 月便可进驻
工厂。
据悉，卢米艾智能科技公司联合
研发的“剥虾机器人”是国内首个剥
虾成套设备。小龙虾经过清洗、蒸
煮、冷却后，通过智能化设备运送到

生产线上。龙虾上线后，机器人首先
判断龙虾的状态，再进行虾尾分离，
自动包装后，到达智能仓库。
“一天下
来，整虾进，虾尾、虾仁出，全过程可
实现无人化。”李扬介绍。
过去，这一水产车间有近 400 名
工人，全部手工剥虾，工厂智能化之
后，人员大量减少，只留下十余名工
人维护设备即可。

巨型沉井制造、浮运及定位新工艺，并
快速准确地将这个“巨无霸”下沉到稳
定深度。
2014 年，中铁大桥局成立“张瑞
霞创新设计工作室”。她带领团队在
“下部结构及其配套研发”和“上部结
构及其装配研发”两大创新板块上，攻
克了大型桥梁建造中的技术难题，培
养出了大批刻苦钻研、技术高超的创
新人才队伍。目前，工作室已申请专
利 35 项，其中已授权发明专利 11 项，
实用新型专利 12 项，另外有 17 项创新
成果进行了转化，节省施工成本 1.29
亿元。同时，开展相关省部级重大科
研研究 5 项，其关键技术达到了国际
领先水平。

武汉晚报讯（记者章鸽 通讯
员陈依依）15 日，记者获悉，为配合
停车秩序疏导与管理，武汉起点人
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将代表武汉
城投停车场投资公司大规模招聘
道路停车巡管员，55 岁以下均可报
名。
记者了解到，道路停车巡管员
招聘的年龄条件为 35 岁-55 岁之
间，男女不限，主要以面向退休或
下岗的 4050 人员为主。
道路停车巡管员月综合工资
2500-3500 元，购买社保+意外伤
害险+免费体检，国家法定节假日
按照相关规定给予加班工资，三镇
范围内可就近安排工作。
道路巡管员主要职责是：负责
管辖区域内，规定停车路段的秩序
维护和对停靠车辆进行拍照取证
并上传；向停靠车辆车主收取停车
费用，对欠费车主进行思想沟通、
追缴停车费；维护保养道路停车泊
位，并及时上报受损泊位，能熟练
使用基本手机软件即可。
报名地址：武昌阅马场起点人
力
联系电话：
赵经理：13517255351
魏经理：18971669059
（微信同号）

颈腰椎疼痛 别烦恼 不开刀
三联精微修复新疗法 都叫好
据悉，我省微创技术专家团队携手
首创“三联精微修复疗法”的我市颈腰椎
治疗中心近日正在武汉开展骨病公益救
助活动，专家们在最新引进的德国进口
C臂机高清影像精确定位下，经数字导
航系统精确引导，将一根 0.
6毫米的针直
达患者病灶，消融突出髓核，解除神经压
迫，同时修复破裂纤维环，铲除病灶炎
症，治疗过程非常短，无痛苦，不出血，身
体条件好的患者可随治随走。
“三联精微修复疗法”在祛除、摆脱

颈腰椎疼痛方面独具特色，大家痛着来，
高兴而去，纷纷直竖大拇指。
为落实 2019年 医 疗 惠 民 新 政 ，切
实 减 轻 老 百 姓的看病负担 ，本 次 公 益
救助活动由武汉颈腰椎治疗中心携手
省内微创技术专家团队亲自诊疗。
时间：
4月 16日至 4月 22日，
期间专
家问诊、挂号、病情咨询、康复指导等不收
取任何费用，
治疗费用减免 20%。为保证
看诊质量，
名额每天限5个，
活动只限 7天。
报名电话：027-85305677

瘙痒难忍 来一个“笑”一个
春季，皮肤瘙痒高发。我院皮肤病
专科特邀国医协会专家，纯植物草本从

“根”
治皮炎、
湿疹顽疾！止痒祛湿，
防止复
发！预约咨询：
027-858555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