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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丢失”的物质或可找到
一个国际科研小组近日报告说，他们可能解决

了天体物理学一大谜团——找到“丢失的重子物质”。
由西班牙、南非和英国研究者组成的一个科研

小组在美国《物理评论快报》杂志上报告说，宇宙中
95％的物质是神秘的暗物质和暗能量，其余5％是
重子物质，也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可见物质。这
些可见物质中，约10％构成了恒星及其周围的行
星。但依据重子物质的质量从理论上推算，其余约
90％的重子物质在天文观测中一直未被发现，这被
称为“丢失的重子物质”之谜。

不久前，上述科研小组首次结合欧洲“普朗克”
卫星和位于美国西南部的“斯隆数字巡天”望远镜
的数据，发现该卫星和望远镜所观测到的星系团周
边有大量温热的气体。由于这种气体温度不高，此
前很难用望远镜看到其发射的某电磁波段的辐射，
因而难以观测到。

该小组的专家介绍说，他们运用一种动力学效
应来进行分析，即高速运动的星系团周边气体会散
射来自宇宙早期的微波背景辐射的光子，而2009年
入轨的欧洲航天局“普朗克”卫星正好可以分析这
种散射效应，从而探究星系团周边气体的分布。

在完成上述分析和推算后，研究者发现，被探
测到的星系团周边气体可以延展到星系团半径的3
倍左右，如此大范围内充斥的温热气体，其质量大
体相当于那些“丢失”的90％重子物质。

报告的合作者之一、南非夸祖鲁－纳塔尔大学
的研究人员马寅哲说，上述发现意味着，“丢失的重
子物质”可能被找到了。这项研究揭示了与星系形
成相关的气体复杂动力学知识的冰山一角，这对科
学界进一步认识星系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孩子们的快乐大本营
——走进通城关刀镇中心小学少年宫

记者 马丽 通讯员 卢效

在通城，有四所乡村学校少年宫。少
年宫不仅让孩子们感到快乐，也让家长们
感到放心。

有家长说，再也不用担心他们上网、闲
逛了。还有家长表示，没想到孩子通过少
年宫活动不仅综合素质全面提升,自信心
也增强了，形成了“我也行”、“我不比城里
孩子差”的意识。

少年宫不仅成为农村孩子好去处、家
长放心好地方，还发挥出不小的功能。

确实，乡村少年宫的开设让广大农村
孩子能与城里的孩子一样，享有了德、智、
体、美全面发展的平台和机会，个性特长得
到充分发挥，丰富多彩、形式多样、寓教于
乐的课外活动，使孩子们真正实现快乐学
习、全面发展、健康成长。

农村孩子好去处，家长放心好地方，素
质教育好载体，文化传承好平台……这是
少年宫实践带给我们的启示。

期待类似的少年宫越来越多。 新型伤口敷料可随感染情况变色
英国巴斯大学近日发布了一种新型医用伤口敷

料，不但可保护伤口，还能通过颜色变化直观地告诉
医生，伤口是否出现细菌感染。这将提高医生用药准
确性，减少抗生素用量，避免细菌出现抗药性。

巴斯大学的研究人员介绍说，长久以来医生都
很难快速诊断患者的伤口感染情况，目前的检测方
法需要长达48小时才能出结果，并且要把保护伤口
的敷料去除，这一过程对患者来说比较痛苦，还可
能留下疤痕。

儿童自身免疫系统还没发育成熟，伤口更容易
出现细菌感染。医生往往在烧伤儿童出现伤口感
染迹象时，就让他们服用抗生素以防恶化，但抗生
素用多了又易引发抗药性。

巴斯大学发布的伤口敷料正是为解决上述难
题而研发。领导该研究的专家托比·詹金斯说，新
型敷料中含有许多纳米胶囊，其中包含荧光染料。
这种胶囊只会在伤口中的细菌分泌出毒素时才会
破裂并释放出荧光染料，从表面上看则是整片敷料
呈现荧光色。

有了这种明显的标志，医生就能迅速判断患者
伤口是否发炎以及严重程度如何，之后对症下药，
不但可提高疗效，也能避免过量使用抗生素。

按计划，研究人员将进一步测试新型伤口敷料
在烧伤伤口上的实际效果。 （本报综合）

2009年的9月29日晚，当我们款款走
上舞台，当我们和学生共同深情演唱《在
灿烂的阳光下》，当观众雷鸣般的掌声多
次响起时，晚会掀起最后的高潮，轰轰烈
烈的咸宁市红歌赛也落下帷幕。

回顾参赛的路程，一路辛苦，几多激
情，几许感动。温暖的镜头时常在脑海中
浮现。

2009年8月20日，市实验小学红歌赛
正式开始训练，一直到8月29日，全体老
师进行全天封闭训练，学校领导以身作
则，无一人无故迟到早退。9月2日-28日
中间，教师白天上课，晚上练歌到10点，虽
然工作繁重，教师身心疲劳，毫无怨言，热
情不减。

我们学校的参赛歌曲是《怒吼吧，黄
河！》、《在灿烂的阳光下》，曲目是全体教

师选定的，乐队的指挥是自己的音乐老
师，乐队伴奏是自己的教师团队，同时我
们的队员也是无任何外援的清一色教师
队伍。

练习的过程中，全体教师克服种种困
难，全身心投入到练歌中来。一些细节至
今想来，仍让人难忘。

一日，训练完毕，天色渐黑，我去找当
时的校长汪金月办事，校长办公室的门关
闭着，可是里面有说话的声音。我只好站
在门外等候，长久的等候中，听到里面有
敲打桌子的节拍声。敲开门，原来是校长
一个人在练习唱歌谱，边哼唱边打节奏。
另一日，练歌完毕，我到潜山附近转转。
老远看到一人拿着报纸匆匆赶路，等走近
了，可以听到“从小爷爷对我说……”的声
音，定睛一看，原来是我们学校的邹红老

师一边走路一边练习唱《在灿烂的阳光
下》。从校长到老师，从老教师到年轻人，
大家都扭成一股绳，以饱满的热情，高度
的认真投入到红歌赛中来。

尤其令人难忘的是，复赛彩排那天晚
上发生的一幕。由于伴奏钢琴在广场的效
果不佳，临时更改请组委会提供的乐队伴
奏。那天晚上9点左右彩排完毕，其他单
位的人陆陆续续地离开广场。偌大的广
场，凉风飕飕，可全体教师，没有一个人发
牢骚，没有一人怨声载道，更没有一个提前
离开，而是一遍一便地激情昂扬地跟着旋
律唱着。11 点整，合乐完
毕，所有的教师才匆匆忙
忙地赶回家中。

在复赛和决赛的晚上，
很多退休的老教师来到了

现场，为我们呐喊加油，并用本子记载着比
赛中各个代表队的得分情况。很多学生家
长也自发来到广场，为学校老师喝彩。

是啊，正是有一群这样可爱的实小
人，正是有这么强烈的集体荣誉感，正是有
这么强大的凝聚力，实验小学的教师合唱
从形式到动作，从技术到情感，从创意到效
果，都令所有的观众喝彩，都赢得了经久不
息的掌声，展示了实验小学的风采与形象。

2014 年暑假，咸宁市再次举行红歌
赛，我们学校和教育局组成教育代表队。
市教育局局长李旭东亲自参与排练、演
出，在黄建军老师的有力指挥下，我们演
唱的歌曲《火把节的欢乐》。这一次我们
夺得了全市第一名，再次展现了咸宁市实
验小学的形象，再次把“金钥匙”牢牢刻在
每个温泉人民心中。

17日，走进关刀镇中心小学，记者看
到，运动器材一应俱备，功能活动室特色鲜
明，篮球场、羽毛球场、乒乓球台一样不缺，
完善的环境给乡村孩子兴趣拓展提供了广
阔舞台。

校长葛甫龙介绍，学校少年宫建设由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资助完成，活动设备
和装修改造总共耗资14万元。根据学校
的规模和师资力量，中心小学少年宫没有
实现单体独栋的办公环境，而是在教学楼
里安置几间教室做功能活动室。

“以前，学校没有专门的美术室，画具
也不齐全，现在不仅有美术室了，画具也应
有尽有。”当日，在美术室里，美术辅导老师
徐霞说。

为了给少年宫提供充足的师资，葛甫龙
不仅发动学校现有教师，充分挖掘教师们的
特长，还招募了周边乡村的文艺骨干、企业
专业人士来担任少年宫的校外辅导员。

学校前任校长聂高潮教孩子们学写毛
笔字，有跳舞爱好的老师教孩子们跳舞，会
十字绣的老师教孩子们绣十字绣……此
外，还聘请专人，到学校做辅导员，教孩子
们打腰鼓等。

据介绍，少年宫建成后，老师们的积极
性也很高，利用假期，自费到培训机构参加培
训，开学后再将所学传授给孩子们。

葛甫龙表示，今后将用活动经费，将老
师们送出去学习相关技能，让孩子们在尽
情玩耍之余，还能玩出点名堂。

A 设施完善，孩子们尽情享受

“拇指和食指的指肚捏住笔杆，中指在
食指下面搭在笔的外侧，无名指抵在笔杆
内侧，小指在无名指的指肚下部……”五年
级学生亮亮说，加入书法社团半年来，学习
了书法的入门技巧，而会写毛笔字让他很
自豪。

除了书法社团外，目前该校还因地制
宜设置了三大类共21个社团活动，包括体
育类、艺术类、文学类。

少年宫相关负责人徐智介绍，去年，只
开设了19个项目，经师生要求，今年又新
增了十字绣、古筝等项目。学生们可以像
大学生一样，自主选择自己感兴趣的社团
活动。这些活动每周五下午全部开设，全

校三到六年级，700多名学生集体参加。
因此，每到周五下午，全校一片沸腾：

跳的、唱的、读的、敲的、写的，师生们完全
沉浸在欢乐中。“周五上午一下课，孩子们
兴奋了。午觉都不睡，跑到器材室拿器
材。”校长葛甫龙说，看到孩子们兴奋的神
情，他很欣喜。

这充满活力的场景，让通城县教育局
相关科室负责人王汉明十分感叹：“这是孩
子们的快乐大本营，农村的孩子们终于能
够享受城里孩子的待遇了。”

王汉明说，他甚至觉得，关刀中心小学
的社团活动比城里一些学校的兴趣班办得
更好，更能激发学生的兴趣爱好。

B 活动丰富，孩子们乐在其中

“一个小小的少年宫，带来的教育效应
令人惊喜。”葛甫龙说。

四年级的卢沁蕾是一个瘦小的女生，
以前成绩一般，也不活跃，很不起眼。自从
加入少年宫演讲社团后，她的演讲天赋引
起了辅导老师的注意，也给予了她更多的
关注和关心。

在通城县第十届爱国主义读书活动演
讲及才艺比赛活动中，她荣获第一名。她
的自信心提升了，学习成绩也明显提升，在
这学期的期中考试中，她考了全班第一名。

在老师们的记忆中，六年级的学生郑
佳成绩不好。但现在每次都能考前几名。
他说，加入美术社团后，他的美术天赋让他

不再自卑，学习起来也更有劲了。
五年级的郑依康加入美术社团后，发

现自己对美术十分感兴趣。回家后，他请求
父母给他报了个周末美术辅导班。而此前，
他每个周末都是在网吧度过。

近百幅作品获得国家、省、市级荣誉；
去年，电子琴合唱团40名学生代表通城县
参加全市“天籁之声”少儿合唱电视大赛，
获得全市一等奖；聂高潮编写的《童心诵
徳》童谣获省级二等奖……这些成绩都出
乎全校师生的意外。

据介绍，在全县14所中心小学调考综
合排名中，关刀中心小学以前从未获第一，
去年以来，连续三个学期都是全县第一。

C 成果显著，孩子们信心提升

蟑螂咬力5倍于人类
蟑螂虽小，却很能咬。英国研究人员发现，蟑

螂下颚能够产生比自身重力大50多倍的磨碎力，从
这个角度说，“小强”的咬力是人类的5倍。

剑桥大学动物学系生物学家托马斯·魏曼带领
研究团队对普通昆虫的咬力进行测量。他们以美
洲蟑螂为研究对象，分析了这一品种蟑螂的大约
300次咬嚼行为，发现蟑螂只有在需要咬木头等硬
物时才会动用下颚中的某种慢缩肌纤维，进而提供
进行反复、耗力运动时所必需的力量。魏曼说，蟑
螂在咬一些软的物体时，由快缩肌纤维提供咬力，
而慢缩肌纤维负责持续时间更长、力度更大的任
务；在持续抓咬或咀嚼时，这种肌肉纤维使下颚产
生最大为0.5牛顿的力，是蟑螂自身重力的50多
倍。

他说，昆虫在许多生态系统中扮演至关重要的
角色，研究结果或许能对“生物进化启发工程”提供
帮助。比如，小小的蟑螂能够如此“高效”和“高
能”，或许能够启发工程人员研究微型发动机或微
探针。

记者手记

红歌赛背后的感动
○付步雄

2013年，通城县关刀镇中心小学被确定为全市首

批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试点学校之一，由此，为乡村孩

子们打开了一个五彩斑斓的全新世界——

美术书法室里，孩子们画着童真童趣；音乐舞蹈

室里，孩子们或歌或舞；手工制作室里，孩子们巧手绣

制；操场上，孩子们打球跳绳……农村孩子的童年与

城市孩子一样精彩。

若水无痕 花开有声
咸宁市实验小学50周年献礼

1965-2015

湖 北 省 合 轩 商 贸 有 限 公 司（注 册 号 ：
422300000031572）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
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人于本公告见报之
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湖北省合轩商贸有限公司

2015年11月27日

湖北五湖医疗器械有限
公司遗失对外贸易经营者备
案 登 记 表 ，编 号 为
01059003，特声明作废。

湖北五湖医疗器械有限
公司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海
关报关单位注册登记证书，
编号为 4211961149，特声
明作废。

湖北省通山县闯王镇汪
延兵遗失个体工商户税务登

记证正、副本，纳税人识别
号：422326197311105558，
特声明作废。

咸宁金岛澳门豆捞海鲜
大酒店遗失湖北省地方税务
局网络发票一张，发票代码：
242001500020，发票号码：
01936412，特声明作废。

温州晋大建筑安装工程
有限公司观音洞二期项目部
遗失中国银行通山支行临时
账户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L5366000019801，特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解除劳动合同公告
袁奇宏，男，47岁，已于2015年11月22日起与国

网湖北省电力公司通山县供电公司解除劳动合同。
特此公告。

国网湖北省电力公司通山县供电公司
2015年11月25日

自3月以来，中国邮储银行咸
宁分行积极组织开展服务网格化建
设，选点建站成效显著。截至10月
31日，全市共建立普惠金融服务网
格化工作站27个，共建立网格居民
档案381份、信贷档案126份。全市
共有148位网格化客户申请贷款，
成功发放贷款金额1341万元，金融
服务网格客户审贷获得率85%。

领导重视，成立专班。该行成
立金融服务网格化工作领导小组，
由市分行行长任组长，分管行长任
副组长，各一级部门负责人为成

员。同时各支行参照成立金融服务
网格化工作领导小组，迅速开展金
融服务网格化培训，将金融服务工
作落到实处。在各个金融服务网格
化站点，选取具备基层服务经验的
客户经理挂点服务制，加强基层站
点的服务能力。

选点挂牌，迅速建站。按照网
格化工作要求，各支行在选点建站
方面，主要是在“双基双赢”合作站
范围内，优先选择行业资源丰富，信
用建设较好的村为试点工作站。统
一悬挂“普惠金融服务网格工作站”

招牌。在站点建成后，大力开展宣
传推广工作。

以点带面，做好服务。一方面
在网格化工作试点村，大力推广我
行信贷新产品，比如“邮储助农贷”、

“邮储扶贫贷”等，执行优惠政策，加
强与政府合作，引入保证金担保，有
效解决网格内客户融资难、融资贵
的问题。另一方面以网格化工作站
试点村为中心，发动周边村镇资源，
尽快推动实施网格化金融服务，全
面提升邮储银行金融服务网格化工
作效率。 （三农金融部 丁红玲）

邮储银行服务网格化建设成效显著 本土企业 敬请惠顾

喜玛拉雅光电科技
专
营

LED灯具
LED太阳能路灯

电话：400 189 4599

王洁（原市环境监测站职工）于2011年3月缴
纳了市煊桂园小区首批购房款后，经多次催缴后
期房款，但均未按期缴纳，根据缴款约定已取消其
购房资格。因无法联系，请王洁见本声明后，即日
起15天内携首付款收据，迅速到市煊桂园小区项
目部办理相关手续。收据号为：湖北省行政事业
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2010）NO：0271468 。

如逾期未办理，本收据自动作废，后果自负。
特此声明！
联系人: 李先生 13972850997

咸宁市安居工程开发有限公司
2015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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