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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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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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通山县人民政府批准，通山县国土资源局定于2016年7月22日至2016年 8月22日，在湖北省咸宁市国土
资源网上交易系统公开挂牌出让通山县P(2016)027号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湖北省通山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通土网挂 [2016]027号

二、竞买人资格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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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可申请参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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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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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挂
牌不设底价，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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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要求足额缴纳竞买保证金
的申请人，都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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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山县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须知》等文
件，有意竞买人可登陆咸宁市国土资源网
上 交 易 系 统 http://219.139.108.3/
GTJY_HBXN/#查询。申请人可于2016
年 7月 22日至2016年 8月19日在网上
浏览或下载本次网上挂牌出让文件，并按
上述文件规定的操作参加竞买。

六、挂牌交易时间和地点
本次网上挂牌交纳竞买保证金截止

时间为：2016年8月19日16时。
网上报价时间为：2016年8月11日上

午8时到2016年8月22日上午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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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通山县土地交易中心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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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山县土地交易中心业务咨询电话：
0715——2363491
联系人：焦先生
网上技术服务及咨询电话：
0715—8126510 联 系人：刘女士
数字证书办理及咨询电话：
18871534022 联系人：李女士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通山县支行
开户单位：通山县非税收入汇缴结算

户
账号：17-710201040007291
支付系统行号：103536671029

湖北省通山县国土资源局
2016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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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中，由于人们对精神疾病
患者的早期异常表现缺乏认识，以至于
患病者常常遭受误解，失去最佳治疗时
机，甚至导致恶性事件发生，给社会、家
庭及患者本人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如果我们留心观察，往往可以发现
病人早期出现的一些变化，这些变化主
要表现在性格、言谈和举止方面。

1、性格改变 一向温和沉静的人，
突然变得蛮不讲理，为一点微不足道的
小事就发脾气。原本亲切的家庭成员
关系，逐渐变得不和谐，甚或不能和睦
相处。疑心重重，认为周围的人都跟他
过不去。见到有人讲话，就怀疑在议论
自己，甚至别人咳嗽也以为是针对自
己。

2、情绪改变 对亲人和朋友变得
淡漠，疏远不理。既不关心别人，也不
理会别人对他的关心。一向精打细算
的人，变得花钱大手大脚，前后比较，若
判两人。无缘无故的紧张、焦虑、害怕，
或无故发笑。

3、言谈改变 一个平时性格内向
的人，突然变得话多，喜形于色，说大
话，好与人争执。或沉默少语，同他讲
话爱理不理，好象之间有一层隔膜，存
在交流障碍。或讲话内容很乱，说一些
稀奇古怪的事情，让人摸不着头绪。

4、举止改变 一反往日热情乐观
的神情而好孤僻独处，动作迟疑，面无
表情。或呆立、呆坐、呆视，独处不爱交
往，或对空叫骂，喃喃自语。或做些莫
名其妙的动作，令人费解。

5、其它改变 类神经衰弱状态，如
头痛、失眠、多梦易醒，做事丢三落四，
注意力不集中，倦怠乏力。虽有诸多不
适，但无痛苦体验，且不主动就医。

家人只要细心观察，就会发现某些
迹象。如果一个人较长时间出现以上
情况，而又无合情合理的解释，应及时
找精神科医生检查，及早治疗。

（王天龙）
咸宁市精神卫生中心
咸宁市精神病亲友协会

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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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及早识别精神异常
受法院委托，咸宁市产权交易中心联合湖北华

星拍卖有限公司定于2016年8月11日下午3时
30分在咸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标室依法按现
状对如下标的进行第二次公开拍卖，现公告如下：

一、标的物基本情况：
嘉鱼县鱼岳镇通湖路7-8幢2层房地产，建

面 950.32㎡，土地面积为 156.41㎡，参考价：
348.5万元。

二、展示时间及地点：自公告之日起在标的
物所在地展示。

三、竞买登记手续办理：竞买人须于2016年
8月10日17时前将保证金20万元汇至咸宁市产
权交易中心指定账户（户名：咸宁市产权交易中心；
开户行：湖北咸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淦河
支行；账号：82010000000165731）以到账为准，
并持银行进账单和有效证件到湖北华星拍卖有
限公司办理报名及竞买登记手续。

四、特别说明：
1、拍卖成交后，由嘉鱼县人民法院负责按现

状交付标的物；
2、请被执行人、申请人以及相关当事人见本

公告后，在拍卖会当日到场参加拍卖会，不另行
通知；

3、公告可见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http://
www.rmfysszc.gov.cn/）。

五、联系方式
（一）咸宁市产权交易中心
联系人：陈女士
联系电话：0715-8126201
13986619871
地址：咸宁市政务服务中心三楼D区306室
（二）湖北华星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女士
联系电话：15872779441
地址：咸宁市银泉大道567号劲风-财智领

域A座16楼
（三）委托法院监督电话：
0715-8158658、0715-8158682
高院监督电话：027-87220133

湖北华星拍卖有限公司
咸宁市产权交易中心
2016年7月22日

司法拍卖公告

地幔熔岩“液滴”如何形成

在地球深处，科学家发现了两个大型的液滴状结构，每
个的厚度都比珠穆朗玛峰高100倍。这些大小与大陆相当
的“液滴”位于地核之上，距离地表约2900公里。研究者认
为它们是由与地幔其他部分不同的物质所组成的。

研究者称，这些奇特的大型结构或许能揭示地球形成的
过程，并帮助解释驱动火山喷发甚至板块构造运动的机制。
来自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科学家将他们的发现发表在
近期的《自然—地球科学》杂志上。

这两个“液滴”正好分处地球两端，一个在太平洋下方，
另一个则在大西洋之下。它们通常被称为“热化学异常
体”。长期以来，科学家一直认为热化学异常体是由地幔物
质构成，但温度高于平均值。这是热地幔岩石缓慢搅动、上
升导致的结果。

不过，研究者现在提出，地幔中的热化学异常体可能具
有独特的化学性质。新研究显示，这些“液滴”中含有被板块
构造向下挤压的物质，甚至可能是由地球在45亿年前形成时
的残余物质所组成。

随着该领域研究的深入，研究团队预测，这些“液滴”的
神秘起源将很快被揭开。

红头发因何易患皮肤癌

一个国际团队7月12日在《自然·通讯》期刊发表报告
说，他们发现一种与红发、雀斑等身体特征相关的基因变异
会增加相关人群患皮肤癌的风险。

英国韦尔科姆基金会下属桑格研究所和利兹大学等机
构研究人员报告说，全球人口中有1％到2％的人天生红发，
而在英国这一比例达到 6％。分析显示，这与一个名为
MC1R的基因出现变异有关，如果来自父母的两个基因拷贝
都有变异，就会影响体内黑色素的生成，最终导致头发颜色
呈现红色，同时还会出现雀斑等特征。

由于黑色素异常可能导致黑色素瘤这种皮肤癌，研究人
员还分析了超过400名来自不同地区黑色素瘤患者的基因数
据。结果发现，MC1R基因变异会增加携带者患黑色素瘤的
风险，与没有这种基因变异的人相比，携带该基因变异的人
出现相关肿瘤突变的风险要高出42％。

报告作者之一、桑格研究所学者戴维·亚当斯说，此前就
有观点认为，天生红发的人更容易患皮肤癌，新研究证实了
红发与皮肤癌都与特定基因变异有关。

开车下坡车往上溜为哪般

辽宁省葫芦岛市缸窑岭镇六家窝棚村五道梁子屯附近有座
山，高约400余米，半山腰上有一段“怪坡”。这段坡路长约75
米，宽约3米多，坡度约七八度，当汽车在低处挂空挡时，居然好
像着了魔似的，似乎有股力量将其往回拉，莫名往高处爬升。

辽宁省第十一地质大队工程师初步分析，出现“怪坡”现
象大体有两种原因：一是所处路段地下有磁场；二是视觉差所
致。他说：“地下有磁场，也就是带有强磁力的矿石，位置处于
坡顶。当遇到有铁质成分的汽车时，在有效距离内，将会产生

‘吸’的效果，吸力大于车辆往下滑行的力，就会出现车往上走
的现象。而视觉差就是某路段实际是下坡，但选择的参照物
不同，就造成了上坡的感觉，看起来车辆是往上坡行进，实际
上走的是下坡。” （本报综合）

大学里神秘的
“小众专业”

这个专业的毕业生都有一项
特殊技能。比如，一杯自酿的葡萄
酒。

张延是甘肃农业大学葡萄与
葡萄酒工程专业大三的学生，也是
学校葡萄酒学社的社长。他说，他
们专业基本上是一月一次酒会的
节奏——这确实让人“羡慕嫉妒
恨”。

葡
萄
与
葡
萄
酒
工
程

这个专业和英语听力可没什
么关系。这是一门与生物科学、
电声学与语言学、医学等学科交
叉的复合型学科。浙江中医药大
学官网介绍，此专业近三年平均
就业率达98.6%。

听
力
学

大学里还有一些你不知道的
“小众”专业，不但开设院校屈指
可数，有的光听名字还让人满头
雾水。

听起来炫酷的“科幻文学”，其
全称应该是这样的——北京师范大
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所儿
童文学专业科幻方向。全国仅此一
家，绝无分店。

科
幻
文
学

虽然提起“茶”，国人都不会陌
生；但正儿八经地研究“茶”，确实还
算“冷门”。茶学系属于农业与生物
技术学院。理科生叶盛珺常常这么
强调：“我们是有实验技能的理科
生。”

茶
学
系

听力学，和英语听力可没什么关
系。这是一门与生物科学、电声学与
语言学、医学等学科交叉的复合型学
科，全称叫“听力与言语康复学”。在
浙江中医药大学，它开设在医学技术
学院下，创办于2001年。

据该校官方网站介绍，此专业近
三年平均就业率达98.6%。

吴伟（化名）2010年进入浙江中
医药大学听力学专业。结缘听力学，
纯属偶然，他是分数不够被调剂来
的。结果进校后吴伟发现，全班大概
三分之二的同学都和他一样，是“被
动”地成了听力学的学生。不过，对
吴伟来说，这次调剂，让他意外“挖到
了宝”。

听力学的核心课程有基础听力
学、临床听力学、助听器学和言语治
疗学等。吴伟最为推荐的是临床听
力学，因为老师会拿出真实案例和学
生一起讨论，算是对自己掌握的理论
知识的一次实战检验。“根据患者的
临床表现，我们要探讨需要做哪些检
查帮助诊断，可能是什么疾病，如何
干预治疗。”吴伟强调，这是最难的一

门专业课，也是他临床工作后最为受
用的一门课。

现在，吴伟已经在杭州某三甲医
院耳鼻喉科工作。成为听力师，能选
择的去向还不少：可以在医院耳鼻喉
科给患者做听力检查，医生根据听力
师的检查结果进行诊断；可以到助听
类医疗器械公司做销售、市场、培训
等；也可以去听力中心做助听器的销
售、调试。当然，去聋校为孩子们调
试助听器、人工耳蜗，给他们进行科
学的言语训练，或者进入残联，都是
不错的选择。

“我们这级就业率是100%。”吴
伟说，他们有一半学生进入了全国各
地三甲医院耳鼻喉科，也有不少人进
入助听产品公司或者听力中心。

尽管当初入校时，过半学生都没
把听力学专业作为第一选择，但离校
时，“只有极少数几个离开了这个行
业”。 （本报综合）

又一届北大古生物学专业的学生毕业了。同样的，今年的“毕业合影”上，
还是只有一个人。

和毕业生一起成为网红的，就是那个“六代单传”的高冷跨学科专业——
古生物学。自2008年设立以来，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古生物学专业一共就毕业
了六名学生。

其实，除了被刷屏的古生物学，不少专业同样堪称“小众”，自带神秘光环，
有的光听名字还让人满头雾水。

而亲自就读过的学生，才能告诉你它不为外人熟知的美丽。

科幻文学专业，全国目前仅此一家，绝
无分店。

而且，该专业开设十几年，每年硕士生
少则一人，多也就两三人。2015年开始，科
幻文学专业首招博士。

摘得这个“第一身份”的博士生姜振宇
曾经在知乎上回答问题“读很冷门的专业
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他说，读科幻的默
默看着你们这些有师兄有同学的。

姜振宇是我国第一个科幻文学博士
生。他表示，对“科幻博士”的称呼，他是拒
绝的。科幻文学其实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
一个分支，他的研究方向为科幻文学，这跟
研究李白、杜甫的文学博士没区别。

听起来炫酷的“科幻文学”，其全称应
该是这样的——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
现当代文学研究所儿童文学专业科幻方
向。该专业方向教师吴岩在接受采访时多
次表示，科幻文学方向并不以教学生写科

幻作品为主要目标，更多是做理论研究。
不管你是不是科幻迷，如果想要就读

这一方向，必须先掌握文学理论、文学史等
基本知识，迈过考研第一道槛，才有机会在
吴岩老师面前侃侃而谈你的“星际穿越”或
者“火星救援”。

读科幻文学，不是为了成为科幻作
家。陈宏广已经从北京师范大学科幻文学
方向毕业四年，目前他是一名语文教师。
他记得，以前每次上课，总有有科幻迷前来
蹭课。吴岩老师会带着学生们一起看科幻
电影，讨论气氛总是热烈又生动。当年，陈
宏广研究的是晚清科幻，听起来也是学术
气息满满。

“科幻文学学术训练让我眼界更为宽
广、思维更加严密。”陈宏广说。而该专业
毕业生、青年科幻作家飞氘这么说过——
这可能是目前为止中国唯一有官方名号的
科幻研究者养殖根据地。

科幻文学
全国仅此一家绝无分店

在浙江大学茶学系呆了四年，叶盛珺
学会了品茶和泡茶。当然，这远不是茶学
专业的全部。

茶学系属于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叶
盛珺是理科生。虽然提起“茶”，国人都不
会陌生；但正儿八经地研究“茶”，确实还算

“冷门”。叶盛珺说自己学“茶学”，别人最
常给出的反应是——“你肯定会茶艺吧，泡
杯茶来喝喝？”

“我们是有实验技能的理科生。”叶盛珺常
这么强调。她在实验室研发过茶色素香肠，做
过酶活实验，也在实验室通过宵熬过夜。

当然，实验室只是茶学专业学生的主
战场之一，茶园和茶叶企业也是他们的必
去之地。

大三，全专业的学生去余杭潘板实习
了两次，一次学习茶叶栽培，一次学习茶叶
加工。如今回忆起来，叶盛珺仍然觉得画
面生动：在太阳底下修剪茶树；怀揣着好奇
和同学一起爬山勘探地形；第一次尝试将

手深入高温的铁锅炒茶……
秀得了茶艺，做得了实验，具备自然科

学和人文社会知识的茶学毕业生们，会去
哪里呢？叶盛珺坦言，从专业角度来说，硕
博士毕业的师兄师姐可以从事研发工作，
比如针对茶饮料、茶化妆品等做文章。至
于本科毕业生——“严格意义上来说，我们
班做了对口工作的，只有一个人。”

专业三十人，二十九个人逃离“茶学”，
并不是因为不喜欢，而是因为有更多选
择。叶盛珺本科现在也是浙大传媒与国际
文化学院的研究生。“为什么转行？因为大
家都有能力转行。另外，本科毕业生既不
能去大公司做研发，也不愿意去那些小型
茶企。现在茶叶品牌化太差，有吸引力的
大单位不多。”

尽管没在茶学这条路上走下去，但叶
盛珺说，她一点也不后悔学了“茶学”。实
验室的训练让人更有逻辑，而比起其他农
科专业，“茶学”又多了份人文气息。

茶学系
“我们是有实验技能的理科生”

这个专业的毕业生都有一项特殊技
能。比如，一杯自酿的葡萄酒。

张延是甘肃农业大学葡萄与葡萄酒工程专
业大三的学生，也是学校葡萄酒学社的社长。

他说，他们专业基本上是一月一次酒会
的节奏——这确实让人“羡慕嫉妒恨”。

张延最喜欢的专业课就是葡萄酒品
鉴。学生们在学校的品酒室内，从一款酒的
产地、酿造原料、颜色、口感等多个角度对它

品头论足。“每个产区的酒，都有它的独特味
道。”比如说，波尔多葡萄酒就给张延一种

“神秘、厚重”的感觉。
甘肃农业大学自带葡萄园和酒窖，葡萄

园里有二十多种酿造葡萄，大多是赤霞珠、
黑比诺、霞多丽、雷司令、贵人香、蛇龙珠。
葡萄和葡萄酒工程专业的学生都会酿造属
于自己的葡萄酒。而且，提起自酿酒，张延
可是信心满满——“我们的酒当然好喝啦！”

葡萄与葡萄酒工程
每月一次酒会让人“羡慕嫉妒恨”

毕业后的学生，有的去了葡萄酒
栽培基地，有的进了酒厂从事酿造工
作，还有的成为了具有专业知识的葡

萄酒销售。张延自己也做了葡萄酒
代理的兼职。对葡萄酒专业，他认可
度颇高——“这里有无限精彩”。

听力学
和英语听力没啥关系的就业“金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