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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有 5 个集体、31 位个人获国家表彰

6 位杰出教师走进人民大会堂领奖

武汉晨报讯（驻京记者柯立 记者刘嘉
通讯员邹永宁 梁炜）9 月 10 日，
庆祝 2019 年
教师节暨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
人表彰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6 位武汉杰出教师光荣地参加表彰大
会。他们分别是：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党委书记谭玉敏作为“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
体”代表，武汉旅游学校援藏教师马丹作为
“全国模范教师”代表，武昌实验小学校长张
基广作为“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华中
师范大学教授杨宗凯作为“国家教学成果奖
特等奖”获得者，华中科技大学副校长张新
亮教授作为“国家教学成果奖一等奖”获得
者，武汉六中副校长刘晓红作为”国家‘万人
计划’教学名师”。他们光荣地受到党和国
家领导人的接见。
武汉有 5 个集体、31 位个人获国家表
彰，其中，武汉市中小学、市属高校中，共有
3 人获全国模范教师，8 人获全国优秀教师，
1 所学校获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1 人获
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

武汉市中小学、市属高校获奖名单

昨日，6 位武汉杰出教师走进人民大会堂领奖。从左至右依次为刘晓红、谭玉敏、
杨宗凯、马丹、张基广、张新亮
驻京记者柯立 摄

《我和我的祖国》快闪活动古琴台举行

今起三天武汉持续晴热

8 位全国劳模等 500 多人燃情高歌
武汉晨报讯（记者马梦娅）10 日上
午，
“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与世界军运同行《我和我的祖国》快闪活
动”在汉阳古琴台燃情举行。500 多人用
充满深情的歌声，点燃起人们的爱国热
情，在欢乐祥和、喜庆热烈的氛围中对祖
国深情告白。
本次快闪活动由武汉市总工会主
办、武汉市总工会琴台管理处承办、武汉
职工文体协会协办。
参加本次快闪活动的包括吴天祥、
王争艳等 8 位全国劳模，以及市总机关职

工、凌云科技集团职工、武汉市总工会机
关幼儿园的师生和家长、华夏理工学院
师生、武汉音乐学院附属中学学生等逾
500 人。他们在激动人心的高歌中，表达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的激动
之情，热血燃情，以积极风貌迎接即将在
武汉举办的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
整场快闪活动分为四个篇章：古琴
二重奏《高山流水古琴台》、合唱《我和
我的祖国》、诗朗诵毛泽东诗词《水调歌
头·游泳》，以及众人合唱《不忘初心》。
在古琴二重奏《高山流水》的音乐

中，身着旗袍的女士们走出古韵盎然的步
子，映衬身后的古琴台美景，拉开了快闪
活动的序幕。在领唱的带领下，
来自全市
不同领域的 500 多人齐声唱起了《我和我
的祖国》，
表演艺术家杨健深情朗诵了《水
调歌头·游泳》，将现场感染得激情澎湃，
在孩子们的欢呼声中，红旗招展，燃情舞
动——全场 500 多人从惊喜到感动、从倾
听到合唱，
共同向伟大的祖国深情表白。
在活动中，8 位来自不同领域的劳动
模范动情地歌唱祖国，表达了爱国的深
切感情。

鲜菜价格涨幅回落

8 月份武汉市 CPI 同比上涨 3.2％

武汉晨报讯（记者孙珺 通讯员杨晓
东 黄梦荻）10 日，来自国家统计局武汉
调查队公布的数据显示，8 月份，武汉市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 3.2%，
与上月持平；
环比上涨 0.6%。
从同比看，八大类商品及服务价格
“ 六 涨 二 跌 ”。 其 中 ，食 品 烟 酒 类 上 涨
7.1%；其他用品和服务上涨 4.2%；教育文
化和娱乐类价格上涨 3.9%；衣着类上涨
2.5%；居住类上涨 2.3%；医疗保健类上涨

0.1%；生活用品及服务下跌 0.1%；交通和
通信类下跌 1.6%。从环比看，八大类商
品及服务价格“四涨三平一跌”。
食品类价格上涨是影响 CPI 上涨的
首要因素。8 月份，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10.4%，拉动 CPI 上涨 1.95 个百分点，占
CPI 总涨幅 61%。调查的 14 类食品价格
全部上涨，其中涨幅较大的有：畜肉、禽
肉、水产品、鲜瓜果。鲜瓜果价格继续上
涨但涨幅收窄。8 月份，鲜瓜果价格同比

一、全国模范教师（3 人）
武汉市解放中学
吴又存
武汉市旅游学校
马 丹
武汉市第十一中学
汤彦平
二、全国优秀教师（8 人）
汉阳区西大街小学
熊 菲
武汉市吴家山中学
刘族刚
江夏区义贞小学
周月华
黄陂区前川街道前川一小
易小华
新洲区凤凰镇初级中学
徐贵堂
汉南区东城垸中心小学
余惠春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何桥小学 刘 敏
武汉机电工程学校
周志文
三、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1 个）
武汉市交通学校
四、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1 人）
湖北省武昌实验小学
张基广

上涨 30.4%，涨幅比上月收窄 28.0 个百分
点，拉动 CPI 上涨 0.50 个百分点。随着
应季水果大量上市，一定程度上抑制价
格的上涨。
鲜菜价格涨幅回落。8 月份，鲜菜价
格上涨 3.1%，较上月涨幅收窄 4.0 个百分
点，拉动 CPI 上涨 0.08 个百分点。主要
原因是连续的高温伴随降雨天气，蔬菜
生产、储运等环节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
响，
导致鲜菜价格上涨。

实现湖北省中国质量奖零的突破

中铁大桥局获追加奖励 300 万元
武汉晨报讯（记者唐煜 马辉 通讯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质量奖
值得广大企业组织学习和借鉴。
员董芬）10 日，
在湖北省 2019 年“质量月” 提名奖。
湖北省 2019 年“质量月”活动主题是
活动启动仪式上，省政府奖励中国质量
中铁大桥局 长 期 以 来 形 成 和 坚 持 “开展质量提升行动，加快建设质量强
奖获奖单位中铁大桥局集团 300 万元。 “ 天 堑 变 通 途‘ 四 位 一 体 ’质 量 管 理 模
省”，其间，湖北省将开展一系列质量提
同时，省政府还对中国质量奖提名奖获
式 ”，将“ 科 学 研 究 、工 程 设 计 、土 建 施
升行动，营造人人关心质量、人人创造质
奖单位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
工、装备研发”融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推
量、人人享受质量的氛围。
济医院外科学系、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
动企业质量提升、技术进步、科技创新，
司分别奖励 150 万元。
使得企业能够持续发展。董事长刘自
据悉，这是我省首次对中国质量奖、 明说，
“ 提升质量管理没有最好，只有更
中国质量奖提名奖获得单位追加的最高
好”，中铁大桥局将树立全寿命周期的
我 公 司 现 有 2013 年 1 月 至
奖额。
质量管理理念，对现有技术标准进行修
2017 年 9 月长江日报、武汉晚报、武
去年 11 月 2 日，第三届中国质量奖
编，以提高标准来提升质量；通过推动
汉晨报合订本出售，长江日报每月每
颁奖大会在北京召开，中铁大桥局集团
智能建造和智慧服务进一步提升企业
本 50 元，武汉晚报及武汉晨报每月
有限公司从 608 个组织（单位）的竞争中
发展的质量，特别是提升打造产品的品
每本 30 元。联系电话 85888888。
脱颖而出，名列工程建设类第一名，登上
质。
中国质量之巅，湖北由此实现了中国最
武汉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
长江日报发行总公司
高质量奖零的突破。同时，华中科技大
示，获奖单位为湖北省、武汉市质量争得
2019-09-10
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外科学系、 了荣誉，树立了标杆，他们的做法和经验

公告

中秋节最高气温或达 37℃

武汉晨报讯（见习记者范佳昕 通
讯员严天凯 范进进）
“秋老虎”在汉盘
踞多日，高温拉升至 35℃以上。从最
新的天气预报来看，今起三天最高气
温将逼近 37℃，低温也会在 12 日前后
超过 25℃。
武汉市气象台预计，今起三天受
高压环流和副热带高压控制，我市依
旧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整体气温将进
一步抬升，夜间最低气温达 26℃，最高
气温则超过 35℃高温线。预计 13 日中
秋节当天，
市内还会再现 37℃高温。
湖北省内，这两天中东部地区将
继续维持晴热少雨的天气格局，最高
气温徘徊在 34℃~36℃之间，局部将升
至 37℃以上。西部地区则多分散性阵
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受雨水影
响，高温稍有滑落，大多逗留在 31℃左
右。

世界 500 强吉利控股
来汉招人

武汉晨报讯（记者章鸽 实习生董
子昂）9 日晚，
吉利控股 2020 全球校园招
聘启动，首站走入“极具创新力的高等
学府”
——华中科技大学。
吉利控股 2020 全球校园招聘预计
拟招 2000+全球优秀人才。期间将于
10 月份拉开海外招聘-德国站的序幕，
寻找智能制造 4.0 时代下的“同路人”，
一同为吉利控股及旗下德国研发中心
的科技创新事业添砖加瓦。
潮流的设计风格、科技感十足的体
验装备，2020 吉利控股全球校园招聘启
动会现场吸引了近千名学子驻足。
作为一名华科大 74 级校友，吉利控
股集团资深副总裁张爱群在宣讲会上
分享了她在汽车行业 40 年的从业经验，
赶项目、做实验、排故障……“脚踏实地
的去经历，你才能看到更广阔的星辰大
海”，并呼吁同学们为了中国汽车工业
崛起一起奋斗。
记者了解到，针对应届大学生，吉
利对其成长的不同阶段针对性地设计了
差异化培养方式和培养重点，树立 1 年
打基础，3 年成骨干，5 年创精英，10 年
立标杆的培养目标，让应届大学生完成
从大雁到金雁的蜕变。在往届的毕业
生里，有 2 年做到城市负责人的区域经
理、有“90 后”的技术总监、还有 5 年负
责 3000 人大型工厂的运营总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