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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资讯

B
4日，市气象局专家来到城区某社

区，为社区居民讲述常见的气象灾害及其
防御方法。

社区居民李爹爹带着笔记本认真听
讲：“家里的电器经常雷击，我要多了解一
些气象灾害知识，避免财产遭到损失。”

当天，李爹爹听专家讲述了贴近生活
的一些气象知识：“山区旅游如何躲避泥
石流？”“在泥石流多发季节，尽量不要到
泥石流多发山区旅游，受困时要尽快拨打
110、119等报警求救电话等。”“雷电发生
时，怎样避免雷电对家用电器的危
害？”……

社区居民纷纷表示，气象专家通过图
文并茂的多媒体形式，进行气象科普讲座，
他们不仅学到了很多气象知识，而且增强
了防灾减灾、应对气候环境变化的意识。

近年来，市气象局高度重视气象科普

教育工作，充分利用世界气象日、科普宣
传周、防灾减灾日、安全生产月、法制宣传
日等时机，通过出动科普宣传车、播放气
象科普片、气象科普赶大集、举办气象科
普知识讲座、摆放气象科普展板、发放宣
传材料等形式，将气象科普延伸到学校、
社区、单位、企业、农村。

同时，在咸安区马桥小学、赤壁市黄
龙小学，市气象局还设置了校园气象站，
配备百叶箱、气象科普馆等设施，为学生
了解气象科技知识、锻炼社会实践能力、
培养探索科学知识的意识和普及防灾减
灾知识搭建平台。

市气象局高级工程师张艳认为，气象
科普宣传的形式只有找到公众的兴趣点，
并通过电视声画、讲座，以及生动逼真的
演练活动等多种传播形式，才能让气象知
识深入人心。

气象知识走进大众

“近年来，我们的气象科普工作有进
步，但随着市民对气象科普需求的不断
增加，我们还将再接再厉，创造更好的条
件，让市民多渠道了解气象知识。”张艳
说。

首先，要在咸宁国家气象观测站建设
一个互动性的气象科普馆，馆内囊括各种
模拟型的气象监测仪，让学生听完专业讲
解后，能够自己动手实际操作。

张艳解释，如今在观测站学生们虽然
能够实地观测、了解气象知识，但一般都
采取工作人员讲解、学生被动吸收的形
式，缺乏互动性与启发性。只有通过动手
操作，才能激发学生的兴趣点，从而深度
了解气象知识。

其次，在咸宁实验外国语学校建设一
个校园气象站，与马桥小学、黄龙小学气
象站形成互补格局，并有步骤地推进气象

科普教育读本进课堂和校园气象站辅导
员培训工作，使气象科普“进学校”工作迈
上一个新台阶，最终达到气象部门和学校

“双赢”的良好效果。
此外，完善此前拍摄的以应对气候变

化为主题的气象科普宣传片，丰富宣传片
内容与形式，让市民们从里面学到更多有
实用性且富有趣味性的内容，使原先简单
机械科普形式更具灵活性。

最后，坚持发展公共气象服务需求，
面向未成年人、农民、城镇劳动者、社区居
民、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等重点人群，大力
普及气象科学知识。到2016年，基本实
现气象科普业务化、常态化、社会化、品牌
化发展，即实现气象科普融入气象业务服
务之中，形成科学有效的气象科普业务流
程，构建“政府推动，部门协作，社会参与”
的气象科普工作社会化格局。

气象科普社会参与C

湖北省考生从2015 年到2016 年是
一个过渡阶段。因为从 2015 年的湖北
省语数外三科自主命题要回归至全国
统一命题。全国卷 1 相对于我们湖北
卷，大部分人的感觉就是三个字：简单
些。其实，与其说“简单些”，还不如说

“平稳些”。相对于湖北卷，全国卷1的试
题总的来说立足于基础知识的考查，注
重常规思想与通性通法，突出考查考生的
基础知识与基本能力。试卷命题结构上
的过渡也比较平稳，由易到难，逐步递
进，更加符合学生的做题习惯。其实真
正的难题只有三道：第 12 题(选择题最
后一题)、第 16 题(填空题最后一题)、第
21题(导数压轴题)。所以学生的真正得
分点在于基础。

所以，我们在备考时，更加注重的

应该是通过一轮总复习，使学生获得系
统、完整而牢固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
能。第一轮复习应把握12 字方针——

“夯实基础，适当反复，循序渐进”。
长期以来，由于受应试教育的影

响，不少学生在教学中重解题、轻概念，
造成数学概念与解题脱节的现象。有
些学生仅仅把数学概念看作一个名词
而已，认为概念学习就是对概念作解
释，只是对概念有个粗略的了解，这也
就造成了学生对概念含糊不清，不能
很好地理解和运用概念，严重影响了
学生的解题质量。而没有看到像函
数、向量这样的概念，本质是一种数学
观念，是一种处理问题的数学方法。
一些陷阱题就常出在这个位置。而学
生也正因为对概念的一知半解，经常

做题时考虑不周全，导致思维不严
密。有一个学生在一次月考完后就对
我说了这一句话：“唉！老师，你是不
知道，我又有好多不该错的，这次考试
题目的坑还没挖我就往里面跳了！真
是后悔啊！”这样的话，久而久之感觉
整个高中数学的知识在脑袋中就是乱
的，形成不了一个系统。

学生在概念学习的过程中要注意：
(1)概念的发生、发展过程以及产生

背景(课本每一章节的前言部分)；
(2)概念中有哪些规定和限制的条

件，它们与之前的什么知识有联系(尝试
着挖掉概念中的某个字眼，想想如果去
掉这些字眼，对概念会有什么样的影
响)；

(3)概念的名称、表述的语言有何特

点(有时学生一些题目会做，但就是过程
不会写，问题就出现在这里)；

(4)概念有没有等价的叙述(尝试着
将概念翻译成平时语言，这样会有自己
独到的理解，也会增强考试中数学语言
的翻译能力，进而增强数学解题能力)；

试卷从多视角、多维度、多层次地考
查数学思维品质，只有做到以上几点且
对高中所学的所有概念理解透彻及融会
贯通时，才能够在高考数学中游刃有
余。全国卷高考题同时在命题角度和试
题难度上相对于湖北卷而言呈现了“起
点低、坡度缓、难度散”的特点，这也就让
学生更加注重对概念的理解，对基础的
训练，将不该丢的分抓到。一套高考数
学试题，能将会做的题全部做对，就是
一场胜利！

气象科普呈现新气象
记者 赵晓丽 通讯员 汪欣欣

3日，在位于咸安区马桥镇樊塘村的
黑山茶场境内的咸宁国家气象观测站，
湖北科技学院资环学院的学生们兴奋地
参观着各项气象监测仪器，近距离探索
气象奥秘。

咸宁国家气象台观测站工程师吴栋
桥详细介绍了各种仪器的功能和使用方
法：“这是激光雨滴谱仪，雨滴下来后，可
以利用激光计算降雨强度、总量，进行分
析计算，加工处理，会商讨论后，最后发
布预报。”

跟着吴栋桥的步伐，闪电定位仪、电
线积冰架、对流层风廓线雷达等各种观
测气象的仪器映入眼帘……

“白色的箱子是做什么的？”“那根长
长的杆子是测风的吗？”“这些气象数据
怎么发出去？”……同学们一边发问，一
边拿出纸笔认真做笔记，不肯遗漏任何
重要的知识细节。

咸宁国家气象台观测站副台长王芬
芬表示，作为湖北科技学院的气象实习
基地，该观测站每年都会为资环学院的
同学们提供近距离学习气象基础知识的
条件，使教学和实践更好结合。

此外，观测站还作为咸宁实验外国
语学校校外科普活动基地、咸宁市青少
年科普示范基地等，定期对学生和市民
免费开放，使他们零距离了解气象知识。

市气象局高级工程师张艳介绍，作
为气象科普和教育的重要单位，该局充
分利用气象业务平台、自动气象观测站、
气象科普宣传室等对社会开展气象科普
宣传和教育。

当天，记者看到，位于市气市象局一楼
大厅的气象科普宣传室，设置有17块气
象科普宣传展板，用来宣传气象知识。同
时，该局还利用报刊、影视、网络、动漫等多
种形式，增强气象科普吸引力和影响力。

气象科普形式多样A

天气预报是如何制作出来的？雾与霾有什么区别？如何预防雷电灾害？我市气象局作为“省级科普教

育基地”，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活动，让社会了解气象，让气象融入社会。3日，记者进行了采访——

高中数学复习要注重概念学习
鄂南高级中学 范裕龙

定制比基尼帮你防晒
为应对酷暑，一款帮女性防晒的比基尼应时而至。这

款定制比基尼附带一个可拆卸的小型紫外线传感器，能提
醒使用者涂抹防晒霜。

发明这款比基尼的法国人玛丽·斯皮纳里说：“人们现
在已经发明了在鲜花需要浇水的时候能发出警示的智能
花盆。所以我想，应该发明点什么东西，在阳光太强烈的
时候提醒人们，因为人们开始涂抹防晒霜的时候，往往已
经晚了，已经被晒到了。”

斯皮纳里上个月在法国东部米卢斯镇的家乡开了家
公司，在网上售卖这种比基尼，比基尼附带的传感器需依
照使用者的体形和能接受的日光强度量身定做。据法新
社报道，这款比基尼还有“情侣功能”，紫外线传感器把防
晒信息发送给使用者的男友，提醒男友呵护女友的皮肤。

古生物学家要把鸡变恐龙
虽然科幻电影《侏罗纪世界》中又一次幻想出恐龙复

活可能带来的灾难，但这仍不足以挫败美国蒙大拿州立大
学教授、古生物学家杰克·霍纳把鸡变成恐龙的雄心壮
志。他在“谷歌演讲”视频中说，他要造一条“鸡龙”。

按霍纳的说法，人类不可能像电影里演的那样提取恐
龙的 DNA 让恐龙复活，但是禽类携带有源自恐龙的
DNA，是与恐龙关系最密切的近亲，“把一只禽类变成恐
龙，我们要做的就是寻找禽类可能携带的已被关闭的祖先
基因”。

要让一只鸡变成恐龙，需要让鸡长出牙齿、取代喙的
口鼻、长尾巴，以及取代翅膀的上肢和爪子，其中，增加鸡
的椎骨从而延长尾巴是最难的部分。霍纳眼下就在研究
如何让鸡长出恐龙尾巴。

这事听着科幻，但霍纳信心十足，还在视频中安慰观
众，他们一次只造一条“鸡龙”，这样就不会发生电影《侏罗
纪世界》中恐龙之间相互交流、猎杀人类的情况，即使“鸡
龙”能交配，生下的也只是鸡。

助力外骨骼使人举重若轻
一套机械“装甲”能让人拥有超常的力量，举重若轻。

欧洲研究人员新近发布的一款外骨骼就有这样的效果。
它虽然没有科幻电影中表现的那么神奇，但有望在工业领
域获得广泛应用，帮助减轻制造业工人的负担，预防体力
劳动导致的身体损伤。

这款外骨骼由欧盟资助的Robo－Mate项目组研制，
首个实用样品于12日在德国斯图加特发布。它是一个人
机互动装置，利用小型马达和传感器为人体提供辅助力量
和支撑。

据介绍，样机分为三个模块，分别是手臂、躯干和腿部
模块。手臂模块与人的手臂相连，使抬举物体时身体所承
受的负荷只有物体原重的十分之一。躯干模块主要用于
支撑和保护脊背。腿部模块可以在人下蹲抓取物体时支
撑腿部，减轻腿部承受的压力。

研究人员在新闻公报中说，这种智能助力外骨骼在工业
化应用之前，还需要解决安全可靠性和外观美化等问题。

学生们在气象观测站聆听专家们讲解

任翰南遗失残疾证（八级因战），证号：
鄂军L029079，特声明作废。

嘉鱼县中天化工有限责任公司遗失国
税税务登记证副本，证号：鄂咸嘉鱼国税字
4221221722036128，特声明作废。

湖北省兴隆置业有限责任公司遗失地税
税 务 登 记 证 正 本 ，证 号 ：地 税 鄂 字
42120276744525-9号，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崇阳县路口镇田铺村8组村民王伍止于2004年11月26日，在崇阳
县路口镇田铺村捡拾一名男性弃婴（取名王天寄），捡拾时估计年龄约为
三个月，随身携带物品为：蓝格子斗篷。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持有效证件与路口镇田铺村8组
村民王伍止联系，联系电话：0715-8010178，即日起60日内无人认领，
孩子将被依法安置。

寻找弃婴（弃儿）生父母公告

根据咸宁市星晨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责任
公司（简称甲）和咸宁市兴业造价咨询有限责任公
司（简称乙）双方股东决定，甲拟吸收合并乙，合并
完成后，甲尚继续存续，乙将注销。根据有关法律
规定，合并各公司的债权债务均由合并存续的甲
承继，请合并各公司的债权人（债务人）自收到通
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收到通知书的自登报之日

起45日内，可凭有效债权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
或提供像样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
述权利的，吸收合并将按照法定程序实施。
特此公告

联系人：胡蓉
联系电话：0715-8151689
联系地址：咸宁市塘角路16号
咸宁市星晨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咸宁市兴业造价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2015年11月5日

公司合并公告

咸宁市国土资源局城区直属分局 2015年11月6日

咸宁市国土资源局城区直属分局土地证书遗失补发公告
第2015049号

土地使用权人

易顺芝

土地座落

永安西河三组

分摊面积

138.69m2

证书编号

咸宁国用（1992）字第200210156号

证书类别

国有划拨

根据《土地登记办法》的相关规定，下列土地使用权人已就其土地权属证书遗失向原填发单位报失并申请补发，现书面公告
征询异议。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无书面异议的，原填发单位将补发相应的权属证书，同时原遗失权属证书作废。

土地使用权人

大幕乡金
鸡山小学

土地座落

大幕乡金鸡山村

面积

7815.90
平方米

原证图号地号

/

证书类别

国有划拨

根据《土地登记办法》的相关规定，下列土地使用权人已就
其土地权属证书遗失向原填发单位报失并申请补发，现书面公
告征询异议。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无书面异议的，原
填发单位将补发相应的权属证书，同时原遗失权属证书作废。

咸安区国土资源局 2015年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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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喜欢玩泡泡——在塑料管上沾些肥皂水，轻轻
一吹，大大小小五颜六色的泡泡就会随风飘起。可你知道
吗，这些泡泡里也有很多大学问，英国著名物理学家开尔
文甚至认为值得“用毕生之力研究它”呢。

比如说，为什么普通的水吹不起泡泡？这是因为，肥
皂、洗衣粉、洗洁剂等都含有大量表面活性物质，它们与水
分子之间会发生吸附作用，从而大大降低水的表面张力，
使水分子之间黏得更紧，才更有可能出现整张隔绝薄膜，
进而与内外气压差相互作用而形成泡泡。

还有，泡泡为何看上去五彩缤纷？这是由于光的干涉
原理。光射到泡泡的瞬间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被最外层
薄膜反射回来，一部分则进入泡泡，并发生折射；折射后的
光继续直行，遇到对面薄膜内层再次分为两部分：一部分
通过二次反射反弹回来，一部分则穿过泡泡向外折射。来
自不同角度、不同折射率的很多光线不断叠加，就产生了
不同的颜色。而随着重力的作用和水分的蒸发，泡泡厚度
变化引起折射率的变化，泡泡的颜色也会不停变幻。

而一口气吹出的泡泡们的“聚会”，看似随意，其实是
非常讲规矩的。17世纪比利时物理学家普拉托通过大量
实验发现，成串泡泡表面的交线必然是一条规则的曲线，
还有薄膜之间相连时3个表面沿着一条平滑的线相连，6个
平面形成的4条交线必然交会于一点，而泡泡相连稳定后
形成的切面必然成120度夹角，相交于一点的4条曲线两
两之间的为109.47度。够神奇吧。 （本报综合）

小泡泡里也有大学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