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一个未尽的科技实验
老师们是教书育人的行家，在农活

方面就不一定拿手了。为了种好种子，
他们通过查找资料，了解了一些种植知
识，有的还向父母请教种植技能。他们
一边实践，一边将获取的知识传授给学
生。

学生们每天都要去浇水，或去看一
看、摸一摸盆里的小苗。有个学生，因摸
得太用力，将苗折断了。他们在伤心的
同时，明白小苗很脆弱，不能经常摸。

豇豆、小番茄等生长到一定高度
后需要搭架子，王完会老师就将一部
分植物分发给师生，带回家，移栽到地
里；一部分继续养在盆里，放在教室或
办公室的窗台上生长，供学生们随时
观察。

对比在地里生长的植物和在盆里

生长的植物，师生们发现，在地里生长
的植物长势更好，而在盆里生长态势就
不太理想。“盆子空间有限，限制了植物
的生长，我们浇水的时候，不是担心浇
多了，把它们淹死了，就是担心浇少了，
把它们干死了。”王完会老师说，长在地
里的，阳光、水分都很充足，不用担心这
些了。

等到丰收时，老师们拿尺子去测量
豇豆的长度，数了番茄数量。遗憾的是，
能够在户外田地里参与这个过程的学生
就较少了。

因此，他们总结经验：太空种子最好
是种在学校的某片土地里，让每个学生
都能看到它们。每个爱问为什么的孩子
亲历这个过程后，就能写出小报告、小论
文，并拍照记载。

“明年如果还有机会获得太空种子，
我们将创造更好条件，体验更多收获的
喜悦。”当日，潘天文老师说。

首先要开辟一块种植基地。植物只有与
大自然亲密接触，才能有活力，才能长得好。
潘天文希望能像其他学校一样，在学校找出
一块空地，专门种植太空种子。这样，每个
学生都能去基地观察种子的生长情况。

其次要走出去，向农户学习种植技
能。农户们是农活的行家。请他们到学
校来，给师生上课，讲解一般的田间管理，
告诉孩子们怎样种植，该注意哪些事项。

另外，还要在基地种上普通种子。
这样，不仅有个比照，还能营造出一个比
较好的生态环境，毕竟太空种子比较少，
仅仅几盆植物可能不利于成长。

潘天文老师说，这样一来，太空种子

的生长态势必然会好。每天每段时间都
有一位同学去观察、记录，对比种子与普
通种子生长的区别。

最后，写出日记、小报告、小论文，并
将这些文章和图片一起上传到相关活动
网站上，随时和专家联系交流。学校还
可以从中筛选部分小报告、小论文和图
片参加全省展评，形成更专业的“太空种
子种植体验报告”。

潘天文老师认为，这样学生们就能
提升观察能力、学习能力、实践能力，也
才能达到种植太空种子的真正目的。

“长期以来，学生们都习惯于书本知
识的学习，我希望能把学习引到课堂以
外，到菜园里学习自然科技知识，这种学
习对孩子的人生影响是深远的。”潘天文
老师如是说。

3 一份可期的科技收获

1 一次生动的科技旅行
今年3月，咸宁实验外国语学校从市

科协领到了一些特殊的种子——太空种
子。总共有豇豆、小番茄、黄瓜、太空草、
太空蜀葵、太空雪等8个品种。

种子的到来，让学校老师和学生感到
新鲜和兴奋，每个人都想体验种植太空种
子。经学校考虑，由四五年级师生种植，
四（1）班王完会老师负责种子的分发和
种植等主要工作。

种植盆买来了，土壤运来了。王完会
和学生们一起，亲手种下了所有的种子，总
共五十盆。一个星期后，种子发芽了。芽
长到10多厘米时，被分发到学生手上。

四（1）班的雷晓玥获得了一棵豇
豆。她每天替豇豆浇水，观察豇豆的生长
情况。她在作文中写道：“我们周末休息
两天后，原本精神得叶片垂了下来，叶子
的表面也失去了光泽……我无数次地想
把它柔弱的叶子扶起来，都失败了。”

当日，雷晓玥说，后来她才知道是豇

豆长长了，需要搭架子。经老师同意，她
将豇豆带回家，移栽在家门口一个空着的
花坛里，并替它搭好架子。

豇豆一天天长大，开花，结果。豇豆
的成长过程让雷晓玥感到新奇。她发现，
从种子种到土壤里到挂果，只用了20余
天，而且太空豇豆比普通豇豆要长，有五
六十厘米。

王完会老师种了一株小番茄。他发
现番茄的枝干很细，细得要用藤来形容。
番茄比普通番茄要小，呈红色，一球一球
挂在藤上，很漂亮，一株番茄树总共挂果
近60个。

他们还品尝了太空蔬菜的滋味。“与
普通蔬菜差不多。”他们说。

该校负责青少年科技创新工作的潘
天文老师表示，太空种子的种植过程，也
是孩子成长的过程。老师带领学生参与
其中释放对大自然的热爱，提升了师生的
种植技能，也增长了孩子们的知识。

普通的豇豆、小番茄等植物的种子，被宇航员带到太空“旅游”一番，经过培育后再进行种植，会长成什么样子？

19日，咸宁实验外国语学校的学生围着记者说：“豇豆好长。”“黄瓜好大。”“小番茄很小，很漂亮。”……

他们怎么知道的呢？原来，他们亲手种植过这些太空种子。在种植过程中，他们收获了喜悦，留下了遗憾，也充满

着期待……

7版
专刊部主办 责任编辑：盛勇

电话：0715－8128771

2015年10月23日 星期五
E-mail:xnsy1972@163.com科教天地

■科技资讯和太空种子一起成长
——走进咸宁实验外国语学校科技课堂

记者 马丽 通讯员 陈人兢

人造皮肤让假肢也有“触感”
美国华人学者鲍哲南领导的团队开发出一种基于塑

料的人造皮肤，不仅可以区分握手的轻与重，还能把这种
感觉传递给大脑。对全世界许多用假肢生活的人来说，这
种皮肤也许有一天会让他们的假肢获得真实的触感。

这项成果15日发表在新一期美国《科学》杂志上。美
国斯坦福大学的鲍哲南教授说，这是第一种能够感知压力
并与大脑沟通的柔性人造皮肤，距真正像人类皮肤的柔性
人造皮肤“更近一步”。

这种人造皮肤像“一页纸那么薄”，可以分为两层，外
层是可以感知压力的传感器，由塑料材料加上碳纳米管制
成；内层是由喷墨打印机印刷出的柔性电子电路，可以把
压力信号改变成电信号并传递给大脑。

借助一种叫光遗传学的技术，研究人员改造了实验鼠
的大脑神经细胞，使得人造皮肤能够向这种改造后的细胞
传递电信号。

鲍哲南说，压力传感器的一个难点就是感知微小力
量，而他们开发的人造皮肤连一粒大麦、一小粒食盐、一只
蝴蝶造成的压力都可以感知。其工作原理是压力越大，与
电极的接触面积越大，从而导电性能越好，借此可感知压
力的变化。研究人员下一步将研制可以感知温度、痛觉等
感觉的传感器。

中外科学家绘出小豆基因组草图
中外科学家近日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上报告说，

他们已经绘制出小豆的基因组草图。这将有助于从基因
水平上分析小豆性状，培育更多小豆新品种。

北京农学院和国际半干旱热带作物研究所等机构的
研究人员利用第二代测序技术完成了小豆全基因组的测
序，组装出了高质量的小豆基因组框架图，结果显示小豆
有3.4万多个基因。研究人员还分析了小豆与其他已知豆
类基因组的进化关系，结果显示小豆与菜豆亲缘关系最
近。

研究人员测序分析了49份野生小豆、半野生小豆、栽
培小豆的基因，证实半野生小豆与栽培小豆的关系近于野
生小豆，说明半野生小豆是小豆驯化过程中的初始农家品
种。

小豆不同于大豆等其他豆科作物，脂肪含量非常低，
平均仅为0.59％，而总淀粉含量较高，平均为57.06％。与
此相比，大豆淀粉含量为25.3％，而脂肪含量多达22.5％。
新研究表明，相关基因的转录水平差异导致了上述差异。

研究负责人之一、北京农学院的万平教授介绍：“小豆
是中国传统小杂粮，研究基础薄弱。通过基因组测序、组
装和基因注释，将促进小豆重要农艺性状基因的鉴定与克
隆和分子育种，提升中国小豆的研究水平，加快小豆的遗
传改良。”

未来屏幕可隔空触摸
与按键式设备相比，触摸屏设备已经进步许多，而“非

接触型”触屏设备又进一步。
由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和慕尼黑大学联合研制

的这种新设备，屏幕材料含超薄磷酸盐、二氧化硅等成分，
可以感知到几厘米外的手势，原理是这种特殊屏幕能捕捉
到手部皮肤毛孔散发出的水分子，在数秒内将其转化为控
制设备的电子信号。

研发人员说，这种新技术的好处在于可以避免弄脏设
备，应用于银行柜员机、售票机等公共设备上更可减少交
叉传染病菌的机会。德新社报道，这种设备目前只是个原
型，何时投产尚不得而知。

人类听觉到底多厉害？
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研究人员发现，人只需要听到4

个音节就能辨识出说话者是否为熟人，这一能力几乎秒杀
当今所有高科技产品。

研究员朱利安·普兰特－赫伯特说：“人辨识熟悉嗓音
的能力超群。宝宝出生后不久就已经能听出妈妈的声音，
还能分辨出哪种语言是外语。”那么成年人分辨熟人声音
的速度到底有多快？他找来44名18岁到65岁的志愿者，
对他们进行听声测试。赫伯特发现，如果音节太少，那么
无论是多么亲近的人在说话，志愿者都无法分辨出来。但
若是音节达到或超过4个，志愿者就能迅速分辨出来，准确
率高达百分之百。赫伯特计划在苏格兰举行的第十八届
国际语音学大会上公布上述研究成果。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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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15)35
咸安区经济发展预留地

（碧桂园地块）
10150.88(15.23亩)

≤1.5
≤30%

-
≤6F

商业≥25%
居住≥30%

商服60% 居住40%

商业40年住宅70年

264万元

880万元

G(2015)36

咸安区咸嘉公路旁

9321.92(13.98亩)
≤2.0
≤25%

-
-

≥35%

商服40%居住60%

商业40年住宅70年

315万元

1045万元

G(2015)37

咸安区汀泗桥镇林场

31228.81(46.8亩)
≥1.0
≥40%

-
-

≤15%

工业用地

工业50年

250万元

500万元

二、竞买人资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

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
可参加竞买,竞买人可以独立竞买,也可以
联合竞买（联合竞买应明确联合竞买所涉
及的企业出资比例、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合同》的受让人）,参加竞买须提
出竞买申请,并提供<<竞买须知>>中要求
提供的相应文件资料。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按

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领取竞买文件与报名的时间和地点：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5年10月23日至

2015年11月23日到咸安区国土资源局土
地交易中心报名登记、交纳竞买保证金(以
到帐为准),索取有关竞买资料。报名截止
时间为2015年11月23日16时整。经审
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
请条件的，咸安区国土资源局土地交易中
心将在2015年11月23日17时前确认其

竞买资格，发给其竞买资格确认书。
五、现场踏勘和地块情况介绍：
咸安区国土资源局土地交易中心对本

次挂牌出让地块不另行组织现场踏勘和地
块情况介绍，竞买人可在公告期间自行踏
勘现场。

六、挂牌交易时间和地点
G（2015）35-37号宗地的挂牌交易时

间从2015年11月16日8时至2015年11
月26日10时并于2015年11月26日10时
在咸安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区财政局附
三楼）举行挂牌现场会。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

继续竞价，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价确
定竞得人。

八、本公告如有不详之处见咸安区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G（2015）35-37号挂牌
出让文件。

联系人：周主任
联系电话：
13907248777 0715-8386569
开户单位：咸宁市咸安区财政局非税

收入汇缴结算户
开户行：农行咸安区南山支行
帐号：685201040007151

咸安区国土资源局
2015年10月23日

咸安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的有

关规定，经咸宁市咸安区人民政府批准,咸安区国土资源局以挂牌方式公开出让G（2015)35-37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就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地块简介（各宗地的四至见挂牌宗地图）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报道：21日，嘉
鱼县新街镇中心小学校长熊继清喜出望
外，他刚收到了来自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
大赛组委会的通知，该校5年级学生熊紫
如同学的作品“多功能回收加工机”科幻
画荣获全国少年儿童科学幻想画二等奖。

熊继清说，该校老师在发现和培养
学生艺术天份和兴趣方面，狠下功夫。1
至6年级，在开设美术课基础上，还加强
了素描画、简笔画、蜡笔画等较专业的绘
画课程，同时，在学生当中开展各类美术
比赛、展览活动，促进学生互助互学。

嘉鱼县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这
次以“创新·体验·成长”为主题的第30届

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是由中国科
协、教育部、科技部等主办，规模之大超
过以往数届。为提高该县青少年学生科
技创新水平，县教育局、县科协积极宣
传、认真组织、精心辅导，发动全县广大
中小学生踊跃参加县、市、省乃至全国各
级比赛。

据了解，在此次活动中，该县共有5
件作品获省科协推荐参加全国青少年科
技创新比赛，其中由新街中心小学的科
学老师熊华清、美术老师张倩指导熊紫
如的科幻画作品获国家级奖励。此次大
赛中全省仅有5件作品获国家级奖励。
这次也是该县学生首获国家级奖励。

嘉鱼县新街镇中心小学一学生

首获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奖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通讯员李晓宏

报道：厉行节约，从我做起。为迎接世界
第35个世界粮食日、第25个全国爱粮节
粮宣传周，16日，咸宁职业技术学院举办
了主题世界爱粮日主题活动，该院近万名
学生参加活动。

签名活动一开始便吸引了许多同学
驻足参与，他们将名字郑重地签在印有

“文明餐桌，以俭养德，节约粮食从我做
起”的主题横幅之上，对节粮爱粮作出承
诺。40多名学院志愿者们则向广大同学
宣传爱粮日的由来，让同学们认识到当前
世界粮食的现状，明白节粮爱粮已经成为
世界普遍关注的话题。

不少同学将“节粮爱粮”的观念付诸
行动，在微博、微信上晒出自己与光盘的
合影来倡导节约粮食，拒绝“舌尖上的浪
费”。该院市场营销专业大二学生黄鑫
诚：“吃多吃少，光盘最好。全民爱粮，从
我做起。”

据活动相关负责人介绍，该活动已
在咸宁职院成功举办了两届。举办爱
粮日主题活动，旨在让同学们传承和弘
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优良品德，深刻
认识节粮爱粮的社会责任，倡导同学们
从点滴做起，将节粮观念外化为自觉行
动，为建设文明、和谐的校园做出一份
贡献。

咸宁职业技术学院

举办世界爱粮日主题活动

地块编号

宗地位置

土地面积（㎡）
主要
规划
指标

规划用途

出让年限

履约保证金（万元）

竞买备用金

挂牌起始价（万元）

容积率

建筑密度

G[2015]055号

温泉路与桂花路交叉口

12380.22（18.57亩）

≤3.5

≤45%

商住用地
(商服70%、住宅30%)
商服用地40年、住宅

用地70年
800

不少于1900万元的银
行资信证明（含保证金）

3800

二、竞买人资格及其他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

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
可通过网上注册参加报价竞买。申请人可
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联合申请应
明确联合竞投所涉及的企业出资比例、签
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受让
人），参加竞买须提出竞买申请，并提供竞

买须知中要求提供的相应文件资料。
G[2015]055号地块属旧城改造项目，

根据市政府批准的出让方案，竞得人须就地
无偿还建商住用房总建筑面积为12944平
方米。其中还建住房70套，建筑面积8173
平方米；还建商业面积4771平方米（一层还
建商业面积约3508平方米；二层还建商业
面积约1263平方米）。还建房的土地证和
房产证由竞得人负责办理，还建房须在土地
成交后24个月内交付给市城投公司。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
牌不设底价，按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
人。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
牌出让在互联网上交易，即通过湖北省咸
宁市国土资源网上交易系统进行。凡办理
数字证书，按要求足额交纳竞买保证金的
申请人，方可参加网上挂牌交易活动。

五、本次网上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
具体要求，见《咸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网上挂牌出让规则》、《咸宁市国土资源网上
交易系统操作说明》和《咸宁市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须知》等文件，有意
竞买人可登录咸宁市国土资源网上交易系
统（http://219.139.108.3/GTJY_HBXN/
#）查询。申请人可于2015年10月23日

至2015年11月24日，在网上浏览或下载
本次挂牌出让文件，并按上述文件规定的
操作参加竞买。

六、本次网上挂牌缴纳保证金截止时
间为2015年11月24日下午16时，网上报
价时间为2015年 11月14日上午8时到
2015年11月26日上午11时止，挂牌报价
时间截止时，经系统询问，有竞买人表示愿
意继续加价的，系统将自动转入网上限时
竞价程序，通过竞价确定竞得人。

七、湖北省咸宁市土地交易中心对本
次网上挂牌出让活动不另行组织现场踏勘
和地块情况介绍，竞买人可在公告期间自
行踏勘现场。

八、如果在使用湖北省咸宁市国土资
源网上交易系统过程中遇到问题或困难，
请在分清问题类型的同时，与下列有关工
作人员联系：

土地交易业务咨询电话:沈先生
0715-8126510

网 上 技 术 咨 询 电 话 ：刘 女 士
0715-8126510

数字证书办理及咨询电话：张先生
13986639100

咸宁市国土资源局
2015年10月23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和《咸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
让规则》等有关规定，经湖北省咸宁市人民政府批准，湖北省咸宁市国土资源局定于2015年10月23日至2015年11月26日，在湖北
省咸宁市国土资源网上交易系统公开挂牌出让咸土网挂G[2015]055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授权咸宁市土地交易中心具体
承办，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地块简介（宗地的四至见挂牌宗地图）

咸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咸土网挂G[2015]055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