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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久不见，武汉的春天
武汉人每天的生活，从热气腾腾的

“过早”开始。
“是配油条还是馓子？”黄鹤楼下，户

部巷里，钟记鲜鱼糊汤粉摊前顾客盈
门。米粉劲道、鱼糊鲜香，配上点点葱
花、萝卜丁，在吴兰的巧手下，一份武汉
特色小吃糊汤粉新鲜出炉。

百余米的户部巷，人流不息、吆喝卖
力、烟火绵长。

“人气旺、生意好，一天要卖几百
碗。”吴兰的额头冒汗，嘴角上扬。

一年前，刚刚“解封”的武汉，人流、
物流尚未冰释，这条主打“游客牌”的小
巷冷清、不景气。

“路上三五个人，一天卖几碗粉，本
钱都挣不到。”回忆当时，吴兰直言差点

“扛不住”。
封控时间最长、重启时间最晚、疫情

影响最大……刚刚“解封”的武汉经济形
势不容乐观，2020年一季度地区生产总
值下跌 40.5％，大量企业还面临流动资
金缺乏、产业链断裂等重重困难。

打好“主动战”，中央一揽子支持政
策送来“及时雨”，政府与企业一起，爬坡
过坎，攻坚克难。

买粉送油条、加增豆腐脑档口、开辟
外卖服务……线下线上齐发力，吴兰在想
办法。发放“武汉消费券”、提供纾困贷款
……为了提振市场，政府部门出实招。

——让企业活下去、留下来、发展
好。全年减税降费 513.7亿元直达 38万
家市场主体；为企业提供纾困贷款 1018
亿元；开工建设武汉城市圈大通道等投
资亿元以上项目570个。

——加快恢复城市“烟火气”。投放
5亿元消费券；推出“惠游湖北·打卡大武
汉”系列活动；所有A级景区免费开放。

——全力增进民生福祉。城镇新增
就业 22.8 万人；城乡居民低保综合提
标 6.7％；发放临时价格补贴 4.27 亿元；
改 扩 建 中 小 学 和 公 益 普 惠 性 幼 儿 园
160所。

——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全市
8.85万名贫困人口全部脱贫、271个贫困

村全部出列；实施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十
年禁渔”，启动建设百里长江生态廊道。

——向改革开放要动力。深化“放
管服”改革，落实“十必须十不准”，推进

“五减五通”，当好有呼必应、无事不扰的
“店小二”；开通 6条国际货运航线，开辟
海铁联运国际中转新通道；大力发展数字
经济、线上经济，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五一’时游客三五成群，‘十一’时
街上就已人流涌动，过了春节，游客多到
川流不息。”吴兰说，生意也逐渐恢复到
从前的红火。

统计显示，去年武汉全年经济总量
达到15616.1亿元，同比下降4.7％，走出
夺目的“V”字反转。

今年的武汉热搜榜，聚焦的是开放、
创新、科技等引领发展的主题；讲述的是
开门红、樱花粉、人气旺等浴火重生的故
事；展现的是风雨无阻、争分夺秒、再接
再厉的劲头。

武汉，以强大韧性和蓬勃生机，向世
人展示着“英雄之城”的别样魅力。

新生
彭银华的家庭相册里，一张用修图软件修改过的全

家福照片让人泪目。照片上，有彭银华的父母，妻子钟
欣，去年儿童节出生的女儿“六一”，以及被用修图软件加
上照片的彭银华……

“90后”烈士彭银华是武汉市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呼
吸与危重症科医生，2020年 2月 20日，他在抗疫一线感
染新冠肺炎不幸牺牲；102天后，“六一”出生。彭银华没
能看一眼自己的女儿，也没能给妻子钟欣一场早已准备
好的婚礼。女儿 100天时，家人把彭银华的照片用修图
软件加到全家福上，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团圆。

“等‘六一’长大，懂事了，我一定要跟她讲爸爸的英雄
事迹，爸爸是为国家为人民牺牲的，她应该骄傲。”钟欣说。

江学庆、刘智明、吴涌……这一年，医护人员、公安民
警、社区工作者、志愿者等抗疫一线人员用炽热的生命护
佑了千万人的生命。

在武汉生活了 13年的汤加歌手兼吉他手约瑟夫·法
泰，去年疫情期间，选择和家人一起坚守在这座城市，还
创作了歌曲《黄鹤》为武汉加油打气。“时时感受到人与人
之间的善意和关怀，是这座城市的底色。”法泰说，现在在
武汉的公众场合大家还是坚持佩戴口罩，这就是团结一
致的力量。

生命，在代代相传中生生不息。
城市，在千磨万击中坚韧如钢。
昨日人助我，今日我助人。作为我国重要的生物医

药产业基地和九省通衢之地，武汉正在将一批批疫苗、口
罩、防护服、隔离衣等防疫物资生产出来，运往全国乃至
全世界。

“2020年以来，通过中欧班列运往欧洲的口罩、防护
服、隔离衣等防疫物资已有 7000多吨，其中很大一部分
是武汉企业生产的。”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相关
负责人说。

机器轰鸣、车来车往，国药中生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
新冠灭活疫苗扩产能项目配套工程建设现场一派忙碌，
项目预计 5月底先期建成。全部建成后，武汉产新冠灭
活疫苗的年产能将再增加 10亿剂。截至 4月 7日 24时，
武汉接种新冠肺炎疫苗近370万剂次。

武汉敞开怀抱，宾朋纷至沓来。刚刚过去的清明小
长假期间，武汉、汉口、武昌三大火车站发送旅客 92.5万
人次，单日最高旅客发送量为今年日常的两倍，发送总量
达2019年同期的八成左右。

“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消费意愿回暖，同时也带来需求
升级。”京东大数据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陈瑶说，今年一季
度湖北地区 46~55岁网购用户同比增长 167％，户外鞋
服的销量同比增长超过 10倍，保健器械销量同比增长超
过5倍。

数字之外，我们从黄鹤楼的游人如织、武汉站高铁繁
忙如初、绚丽灯光秀和加速运转的快递单里，更能看到武
汉归来的“速度”。

春意盎然，花团锦簇，人如潮涌。天气晴好的日子，
钟欣会带着女儿到家附近的公园踏青、赏花，感受大好春
光。“生命很短暂，也太珍贵，往后余生我要好好爱‘六
一’，让生命延续，让春光永暖人间。”钟欣说。

“当……”长江之畔，江汉关静静矗立，钟声仍旧整点
响起。

春天的武汉浴火重生，英雄之城正迈向充满希望的
未来。

本组文图均为新华社发

国务院任免
国家工作人员

新华社北京4月8日电 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
任命罗照辉为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署长；任命

李群为国家文物局局长；任命陈小军为中国地震局
副局长。

免去丁向阳的国务院副秘书长职务；免去罗照
辉的外交部副部长职务；免去王晓涛的国家国际发
展合作署署长职务；免去刘玉珠的国家文物局局长
职务。

12367服务平台上线
有出入境问题就找它
据新华社北京4月8日电（记者 任沁沁 熊丰）国

家移民管理机构12367服务平台和国家移民管理局英
文版门户网站 4月 8日上线运行。此举将进一步提升
移民管理工作“放管服”水平，便利中外人员获取移民
管理信息、享受便捷政务服务。

国家移民管理机构12367服务平台是统一受理移
民管理领域业务咨询、意见建议等服务诉求的综合性
服务平台，是中国移民管理面向全国、辐射全球的一体
化“客服中心”。平台针对当前移民管理服务咨询电话
各地号码不统一、不好记，拨打长占线等不便利问题，
充分运用互联网云部署和人工智能技术，全面连接全
国边检机关和各地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现有咨询投诉
热线座席，一号接入、分类受理中外人员提出的移民管
理相关政策咨询、意见建议等服务诉求，提供中英双
语、“7×24”小时全天候人工服务。同时，国家移民管
理局将12367服务平台以分中心的形式归并到全国边
检机关和各地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所在地的12345热
线，推进与 12345热线平台系统的互联互通和信息共
享，及时承接办理12345热线转办的专业问题和诉求，
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优质、便捷、精细的移民管理
政务服务。

国家移民管理局英文版门户网站立足移民管理职
责作用，打造集成式、多功能、国际化的网上综合服务
平台。网站坚持用户体验为先，采用国际蓝为主色调，
设有信息发布、办事服务、咨询交流、移民服务等主题
版块，发布中国移民管理权威信息，及时为来华在华外
籍人士和相关市场主体提供清单式信息指引、友好型
网上服务和即时性互动交流。

多部门围剿跨境赌博
打掉网赌平台逾三千
据新华社北京4月8日电（记者 熊丰）记者 8日从

公安部获悉，2020年以来公安部与有关部门持续推进
打击治理跨境赌博工作，坚决遏制跨境赌博犯罪乱象，
共侦办各类跨境赌博及相关犯罪案件 1.7 万余起，抓
获犯罪嫌疑人近11万名，已移送起诉3.5万余人；打掉
网络赌博平台3400余个，打掉非法支付平台和地下钱
庄2800余个、非法技术团队1300余个、赌博推广平台
2200余个，查扣冻结一大批涉案资金，有力逆转了跨
境赌博犯罪上升趋势。

据了解，打击治理跨境赌博工作第一次专题会议
召开以来，公安部会同有关部门克服疫情影响，综合
运用多种手段，扎实开展打击治理，连续发起多波次
的全国性集群打击行动和专项治理行动，对在我国
境内招赌吸赌的犯罪团伙开展全链条打击，成功打
掉境外多个特大赌博集团在我境内的招赌吸赌网
络、非法资金通道和网络技术平台，破获了一大批重
大跨境赌博案件，有效遏制了境外赌博集团对我吸
赌招赌的猖獗势头。

为方便广大群众举报跨境赌博违法犯罪活动，公
安部设立打击治理跨境赌博举报中心，24小时接收
境内外举报线索。截至目前，共收到举报线索 5万余
条，推动破获一大批跨境赌博案件，抓获一大批犯罪
嫌疑人。公安部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发布关于敦促跨境赌博相关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的
通告以来，全国已有 230余名境内外犯罪嫌疑人主动
投案自首，还有一些涉案人员通过举报平台、邮箱表
达投案自首意愿。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公安机关将与有关部门
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不动摇，继续采取最严厉的措
施打击治理跨境赌博犯罪，坚决遏制跨境赌博乱象，坚
决铲除跨境赌博滋生土壤。

育龄期哺乳期可以
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新华社北京4月8日电（记者 陈席元）根据《新冠

病毒疫苗接种技术指南（第一版）》，妊娠期妇女属于疫
苗接种的禁忌人群。那么，正在备孕的育龄期女性以
及处于哺乳期的女性可以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吗？权威
专家对此给予解答。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
说，基于对新冠病毒疫苗安全性的理解，备孕期男女双
方都可以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如果接种疫苗之后发现
怀孕了，也不需要采取特殊的医学措施，包括终止妊
娠。“这也是一个国际共识”。

王华庆表示，不建议妊娠期妇女接种疫苗是从慎
重的角度来考虑，目前还未监测到疫苗引起的孕妇或
胎儿的异常情况，后期将做好监测加强工作。

国家卫健委官网 3 月 31 日更新的《新冠病毒疫
苗接种问答》指出，虽然目前尚无哺乳期女性接种新
冠病毒疫苗对哺乳婴幼儿有影响的临床研究数据，
但基于对疫苗安全性的理解，建议对新冠病毒感染
高风险的哺乳期女性（如医务人员等）接种疫苗。考
虑到母乳喂养对婴幼儿营养和健康的重要性，参考
国际上通行做法，哺乳期女性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后，
建议继续母乳喂养。

王华庆表示，接种疫苗的作用是预防发病、预防重
症、阻断疾病流行，让大多数人的健康得到保证。“绝大
多数人都是易感者，从这个角度来说，接种疫苗是最有
效的防控措施，要形成免疫屏障才能发挥最大作用，所
以大家都应该去接种疫苗。接种的人越多，建立的免
疫屏障越牢固；接种得越快，越早一天形成免疫屏障。”
王华庆说。

成长

2021年4月8日，距离去年武汉
市解除离汉通道管控正好一年。

从一个春天到另一个春天，跨越
冬与春、经历生与死、战胜惊与险。

这里的人重寻生活坐标，这座城
市重获新生，生命绽放光芒。

铭记
“很长一段时间，我什么也不记得。但慢慢地，

那些记忆、那些乐谱都回来了……”
4 月，武汉，东西湖区园艺花城小区，89 岁的

王欣老人仔细擦拭心爱的小提琴，对着钢琴校准音
色，和着雨声，悠扬的琴声，穿破被绵绵阴雨包裹的
天空。

去年春，王欣曾一度发展至新冠肺炎危重症，生
命危急，被医护人员数次从死亡线上拉回来。

“我依稀记得，送我出病房做检查时，医生停了
一下，让已快一个月没看过太阳的我，感受了久违的
落日。”王欣老人回忆说，“没有太多的云，也没有太
大的风。我们就静静地看，也不说话。”

相差60来岁的医患共赏夕阳，陪检员甘俊超按
下快门，一时全网刷屏，在那个仍带寒意的春日温暖
无数网友。

4月 9日，武汉“解封”后的第二天，王欣顺利出
院。刚回家时，全身无力、记忆力下降……一系列后
遗症和慢性病依然困扰着老人。经过几个月调养，
老人身体状况越来越好，每天可以围着小区走上好
几圈。

“爸，中午要不要管你饭？”“不用，我等会自己下
楼去吃碗面。”王欣与女儿的一句家常话，平淡，却透
着温暖，一如去年春天的那日夕阳。

“离开后没有机会回武汉，但每每回忆起那段日
子依旧百感交集。”东部战区总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
李维勤，曾担任武汉火神山医院重症二科主任。亲
历过武汉的至暗时刻，见证过“解封”时的欣喜，武汉
的细雨、火神山的静默、战友情谊和病友的牵挂，成
为他一生难以磨灭的记忆。

上一个春天，面对新中国历史上防控难度最大
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拥有千万人口的武汉史无前
例地“封城”，在本该喧闹的时节，武汉人原有的烟火
气没有了，街道空荡，人迹萧条，门窗紧锁。

以武汉“封城”为节点，全国抗疫很快形成一盘
棋。涓滴力量汇聚成大江大河，为战胜疫情构筑了
坚实基础。

“遇到抢救的，那是按秒算，尽可能把患者从死
亡线上拉回来！”曾为节省酒店到医院的10分钟，疫
情“风暴眼”武汉市金银潭医院的医护夫妻涂盛锦和
曹珊在医院“以车为家”近一个月。

庚子春，花开寂寞，生命之花却因此绽放光芒。
2020年 4月 8日零时刚过，封闭的“城门”一点

点被推开，随之而来的是全球史无前例的千万居民
核酸检测。

艰苦卓绝的战“疫”，换来自去年 5 月 19 日以
来，武汉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自去年 6月 1日起，
武汉无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曾每刻都在上演“生死时速”的金银潭医院，如
今只有偶尔来复查的病人会打破些许宁静。“看着空
空荡荡的病房，最初也不适应，转念一想，这说明生
病的人少了，又开心了。”一天工作结束，涂盛锦和曹
珊牵着手走向停车场，不远处，三处新建的门诊大楼
正拔地而起。

家门重新打开的背后，有着这座城市里人们最
真实的渴望与理想。

“最幸福的就是按时下班，可以回家做饭，晚上
遛遛狗。”疫情期间最大的奢望，正在成为25岁谭业
丰生活的日常。“现在人员更充足了，队伍和硬件条
件更强了，工作机制也更顺畅了，我们也更从容了。”

作为武汉市武昌区疾控中心的公卫医师，流调
是他的主要工作。以前流调队伍构成单一，流调人
员捉襟见肘。“去年，单位新招入 17个人，今年预计
还要再招20人，人员补充力度之大前所未有。”谭业
丰说，更重要的是流调外延也扩大了，以前只是疾控
部门一家的事，现在武汉组建了“千人流调队”，由疾
控、医院、民政、公安、街道、社区等多支力量共同组
成，武汉市还建立了卫生应急指挥和疫情大数据应
用系统。

上一个春天的伤痛，在这个春天慢慢被治愈。
“全中国等你痊愈，我们相约春天赏樱花”——从武
汉大学的樱花林，到东湖岸边的樱花雨，肆意绽放的
樱花下，市民和游客紧紧拥抱，放声大笑。

3月13日，援鄂抗疫英雄在武汉大学樱花树下重逢

3月28日，人们在武汉市楚河汉街游玩

一年前，这张看夕阳的照片全网刷屏温暖众人（左）
今年3月24日，“看夕阳的老人”王欣在小区拉小提琴（右）

20202020年年1010月月11日日，，游客在武汉黄鹤楼景区观看演出游客在武汉黄鹤楼景区观看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