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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晚传媒回访团祭拜抗震英雄谭千秋，华夏千秋教育基金薪火相传

141名扎根基层人民教师受表彰
本报讯 （记者陈勇 通讯员易建新）
2018年是汶川地震十周年， 也是华夏千
秋教育基金成立十年。 2008年5月12日，
汶川地震，德阳市东汽中学教师谭千秋用
双臂护住了身下的4名学生。 孩子们得救
了，谭老师不幸遇难。 有感于谭千秋老师
的义举，慈善家刘会兴首捐30万元，联合
武汉晚报、 武汉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共
同成立华夏千秋教育基金， 用于捐资助

学、扶危济困，并于2009年起开始每年面
向全国评选扎根基层、默默奉献的“最美
乡村教师”。
3月5日下午，在四川德阳东汽中学副
校长唐祖贵陪同下，武晚传媒华夏千秋教
育基金爱心回访团来到德阳市龙井公墓，
向长眠于此的谭千秋老师敬献花圈。
在东汽中学，记者找到了在此任教的
谭千秋的妻子张关蓉。 谭老师遇难后，他

的家人未向学校提过任何要求。 对此，张
关蓉的说法是，在东汽中学，像谭千秋这
样舍身救人的师生比比皆是。让她感到欣
慰的是，现在他们的两个女儿都很优秀。
在四川甘孜州通宵乡，记者见到了通
宵乡中心小学老师、第九届“全国最美乡
村教师”获得者赤勒卓玛。
29岁的赤勒卓玛是四川省甘孜藏族
自治州新龙县的一名乡村女教师。2015年

担任新龙县通宵乡中心小学校长兼藏文
老师以来，她凭着对学生的赤诚爱心和忘
我的工作热情，在短短两年时间里，将一
个成绩全县倒数第二、学生只剩下34人的
落后乡村小学，改造成一个成绩全县排名
前十、 学生人数达113人的优秀乡村小
学。
据了解，9年来，全国有141名“最美
乡村教师”获表彰。

昨天 热如初夏穿短袖

武汉人网上种树超42万棵

位列全国第五

今晚 春雨再来降点温
本报讯（记者符樱）昨天是数九最后一
天，暖暖的阳光来为它送别。 今天出九了，
虽然武汉今晚就会迎来阴雨， 升温脚步会
被打乱，但春天已经近在眼前了。
昨天，武汉站午后最高气温超过23℃，
不少武汉人换上了轻薄春装， 有人甚至穿
起短袖。“武汉天气就是这么任性！ ”
不过今天开始， 暖湿气流的势力会明
显加强，包括武汉在内的湖北省内各地，将
陆续出现降水。 从目前的预报来看，从今天
起直至本周末，我省将以阴雨天气为主。 最
高气温也将在阴雨的影响下，缓慢下滑。
初步预计，今天在雨水抵达之前，武汉
还是多云天气，最高气温居高不下，等到傍
晚时分， 雨水可能就会先眷顾南部一些地
方，明天降水范围会扩大到全市，之后气温
也会有所下滑， 明后最高气温预计降到
20℃左右，周末可能会跌到16℃-18℃。
不过，要提醒的是，由于前期气温回升
较高，这次雨水到来后，不排除出现雷电的
可能。

本报讯（记者张珺）记者昨从蚂蚁
金服了解，截至2017年底，蚂蚁森林已
累计种植和维护真树1314万棵， 守护
12111亩保护 地， 其 中 武汉 累 计种 下
42.7万棵，列全国第五位。
“蚂蚁森林”是蚂蚁金服旗下支付
宝平台上的产品，帮助用户记录自己低
碳行为的碳排放量，在手机里养大一棵
虚拟树。 虚拟树长成后，蚂蚁金服和中
国绿化基金会、亿利公益基金会、阿拉
善SEE基金会、桃花源公益基金会等公
益合作伙伴， 将在地球上种下一棵真
树，或守护相应面积的保护地。
统计数据显示， 上海用户以85.9万
棵居榜首，杭州、北京、合肥、武汉 、深
圳、广州、苏州、南京、成都分列第2至10
位，前20名的城市合计种树643.2万棵。
据了解，蚂蚁金服未来5年将投入5
亿元， 联合3亿多蚂蚁森林用户共同造
林600万亩、植树5亿棵。

3月12日春光明媚，气温好似初夏。 在东湖绿道磨山附近，前来游玩的游客携家
带口支着帐篷享受着这春日好时光
记者詹松 摄

村民私建木屋

城管巡查拆违
本报讯（通讯员刘柳）近日，大集街
杨家众村有一村民私自用木条、塑料雨
棚搭建起简陋木屋，蔡甸城管队员进行
日常巡查时发现该违建后，考虑到该建
筑物为木质结构， 且四周都是树林，极
易引发火灾，当即组织执法人员进行了
快速拆除。

市工商局抽查851家网店，曝光一批问题商家

商品防伪查询无效 网店赠品系“三无”
本报讯 （通讯员张镝 李诚 记者马
辉）赠品是“三无”产品，防伪码没法查。昨
天，武汉市工商局公布网络监测结果。
今年元旦春节期间，市工商局随机抽
查了“天猫、淘宝、京东”三大网络交易平
台，共抽查了851家武汉网店。 同时，委托
第三方，对阿迪达斯、黄鹤楼、白云边、周
黑鸭、爱帝、猫人、耐克、公牛等145次热
销品，进行网络购样，并对样品的注册商
标等，进行比对鉴定。
结果发现金莎家居专营店，赠送的四
张儿童小拼图和塑料手表，均是“三无”产
品；羽尧服饰专营店一款男士夹克，吊牌
未标厂名厂址等。 而盛友数码专营店页面
中公开的某品牌相机的代理证书，在2016
年12月已失效；顶呱呱品牌睡衣店的花花
公子牌秋衣秋裤，标有防伪贴标，但查询
电话拨打无法接通，改换短信查询，结果
为“
该产品已超出防伪查询有效期限”。 苏
商时代服饰专营店的恒源祥男士袜子，防
伪刮涂层刮不开，无法查真伪。 还有不少

网店广告，违规使用绝对化用语。
目前，工商部门正在依法查处问题商
家。 在此也提醒市民，要主动查看网店执

照电子链接标识，了解商品的品牌、发货
地及性能等， 并索要购
物凭证，以方便维权。

福彩开奖公告

互联网企业谁最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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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为好口碑“点赞”
本报讯（记者张珺）互联网
在线购物成为生活消费主流，然
而，网上购物展示物品与实际物
品差距大、在线订房比实际订房
还要价高、外卖盒饭是否出自正
规餐厅等，也让不少消费者感到
头疼。 昨天，本报在汉网（www.
cnhan.com）
“3·15 为你打CALL”
专题中推出“品质生活好口碑”
评比活动， 用户可上网进行投
票，一起为好口碑点赞。
去年，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

互联网电商平台向全社会呼吁
要“像治理酒驾一样治理假货”。
一年以来，推动电子商务打假已
成为全社会共识。
本次“品质生活好口碑”满
意度调查通 过 读者 投票 +专 家
评审的方式， 评选电商平台、通
信手机、 家电行业品质企业，同
时，采集大家在消费中遇到的困
扰、麻烦事，我们将联合工商、消
协第一时间处理， 予以及时回
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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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银安盛绝对收益军团再添生力军
浦银安久回报定开混合重磅发行

今年以来，追求绝对收益的投资者占
比不断提升，也让不少公募基金将提升绝
对收益作为投资重点,浦银安盛已成功打
造了一支业内知名绝对收益军团。
日前获悉， 浦银安盛基金绝对收益
大家族又迎来新成员， 由金牛基金经理

褚艳辉领衔担纲的浦银安盛安久回报定
开混和基金于3月12日起正式发行，投资
者可通过交通银行等各大银行、 券商及
浦银 安 盛基 金官 方 直 销 平 台 等 渠 道 认
购。 在产品设计上，浦银安久回报采用固
收
“打底”+权益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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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安基金韩冬燕用实力赢得荣誉
业内人士指出， 女性基金经理天性
谨慎， 平稳的性格更能够在震荡的行情
中发挥优势， 抗震能力更强。 例如，在
2016年宽幅震荡的市场行情中， 诺安基
金旗下基金经理韩冬燕女士掌舵的股票
型基金——
—诺安先进制造股票基金不仅
获得正收益， 同时该基金以超过10%的
净值增长率获得同类基金冠军。

巾帼不让须眉掌舵基金业绩亮眼，
诺安基金韩冬燕女士用实力赢得荣誉。
根据WIND数据显示，截至3月5日，韩冬
燕女士掌舵的三只基金诺安中小盘精选
混合基金、 诺安先进制造股票基金和诺
安行业轮动混合基金在其任职期间年化
收 益 均 超 过 13% ， 年 化 收 益 率 分 别 为
13.72%、18.89%和19.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