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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资讯

火星沙丘为何排成摩斯密码

——市教育局防汛突击队抗洪抢险纪略
在今年的抗洪抢险中，市教育局有
一支特殊的防汛突击队，他们放弃休假，
坚守岗位，投身到抗洪抢险一线，成为一
道亮丽的风景。
6 月 28 日 8 时 30 分，市气象灾害应
急指挥部启动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
响应。市教育局领导班子再次紧急会
商，研判当前雨情，进一步安排部署应对
强降雨防范工作，
确保学校师生安全。
7 月 3 日晚，局长李旭东参加市防指
紧急会议后，连夜部署抗灾保教工作。7
月 4 日上午召开紧急会议。加派双岗，强
化值班。出差在外的，赶回来了；休年休
假的，停休了，准备旅游的，不去了……
从领导到群众，全部到岗，一个不缺。防
汛突击队成立了，按部队班建制组队，由

局领导汪金月任班长。
汪金月已 54 岁，有严重的肩周炎，二
话没说，毅然接受了任务。局机关 12 位
同志组建了市直机关防汛抢险突击营 3
连 2 排 5 班。突击队员服装、救生衣、干
粮、饮用水全部准备好，装备齐全，完成
集训，
随时集结待命。
7 月 4 日拂晓，市教育局内涝。局办
公楼地下室因倒灌淹水，设在地下室的
机关食堂淹水。局防汛突击队与机关其
他干部一道及时组织抢搬物资设备，全
力救灾，
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程度。
7 月 4 日 15 时，市防指将防汛应急响
应由四级提升为三级。局防汛突击队员
们克服不能正常休息、不能照顾家庭等困
难，
人人将抗洪保教作为头等大事。局机

关全体人员不讲任何条件，排到谁值班，
谁就放下一切，
准点上岗值守。值班室就
是他们临时的家，
24 小时一刻不离人。
7 月 5 日，市教育局驻村干部深入到
通城县大坪乡大坪村和栗坪村开展防汛
救灾工作。他们与村干部一道，对村里
每一个角落再次进行安全隐患排查。上
午 10 时，大坪村东冲水库开始溢洪。他
们立即与镇村干部一起对溢洪港进行巡
查。大坪村十组林板坡港出现塌方险
情，为防止港口受阻造成洪水淹没良田，
他们紧急调动挖掘机对塌方港口进行了
清理，确保了村民安全，为大坪村和栗坪
村共转移安置 10 户 45 人。
7 月 6 日，接到市直机关防汛抢险突
击营紧急通知，汪金月带领局突击队赶

赴灾情严重的咸安区，为居民运送饮用
水，为抗洪抢险人员提供后勤保障。由
于塌方造成主水管破裂，市城区多日供
不上水。有的同志家里几天几夜没来
水。他们顾不上家小，一直坚持在岗位
上。把所有的委屈和不理解全部扛在身
上。迷彩服、高筒雨靴，一身准军人装
备，哪里有险情，就出现在哪里；何时有
命令，就能三分钟之内在办公楼门口集
结。咸宁教育人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时刻准备着，咸宁教育人牢记入党
誓词，
积极践行
“主题党日+”
要求，
展示共
产党员心系群众、无私无畏、勇敢顽强的
优良作风，
以顽强拼搏、连续作战、勇当先
锋的抗洪精神，接受履职尽责督促检查，
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
（骆名录 刘安平）

为暑假作业定制快乐菜单
记者

A 老师量身定制

B 学生积极投入
“阿姨，请问您的豆角怎么卖呀？”23 日，该校 201 班
的学生丁竺在温泉集贸市场向卖菜老板询问价格。接
着，她来到肉类区和鱼类区，挑选肉和鱼。一个小时后，
她提着自己精心挑选的食材，高兴地回家去。
王智超是 205 班的学生，去年他曾体验了一次卖菜
商贩的生活，深感挣钱不容易。今年暑假，他又一次走进
集贸市场，只是这次换了一个角色，当家庭小小采购员。
问价、选材、付钱，
熟门熟路，
乐此不疲。
这两位同学在完成“小鬼当家”——为全家购买一天
食材的作业。这项作业属于体验生活系列。据了解，从
拿到暑假作业后，这两位学生就每天嚷着要做作业，先尝
试了洗碗、拖地、洗衣服等家务活，
又要求买菜做饭。
“积极性很高。”王智超妈妈说，在这样的生活体验
中，孩子们感受很深，
成长很快，
理解了父母兼顾上班和做

宇宙起源于“爆炸”还是“反弹”

马丽

细心的市民发现，自暑假开始，温泉街头、大小
超市、桥边等地方，就活跃着一些七八岁小朋友的

27 日，在咸宁实验外国语学校初小部主任陈霞的办
公桌上，
记者看到了他们制定的菜单式暑假作业。
作业包括《给孩子们的一封信》和《咸宁外校初小部
菜单式暑假作业》。作业要求孩子们学习一些安全自护
知识和意外正确应对方法。
菜单式作业分为必修作业和选修作业。必修作业每
天都要完成，包括练字、练习口算、做数学趣味题、写日记
等。选修作业共四个篇章，分为亲情篇、学习篇、体验片、
实践篇。
“每个篇章里有五项作业，学生们要选择其中的三项
作业去完成。”陈霞介绍，给亲人做一个菜，给父母写一封
感恩信，上街义卖，参观博物馆，陪父母看一场电影……
这些都是作业。
作业做完后要做好自我评价和家长评价。开学后，
还将举行暑假作业展、暑假作业交流会，让学生们一起分
享暑假生活中的点滴快乐。
陈霞介绍，菜单式作业已经进行了四个学期，相比传
统的只做书面作业，这种实践与体验的作业更受学生和
家长的欢迎。
为何要给学生定制菜单式作业呢？在教书育人中，
陈霞十分注重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她查阅了国内外一些
学校的相关作业，觉得菜单式作业是个不错的操作方
法。经过摸索，她设计出了较符合本校学生实情的菜单
式暑假作业。
“每天，班级群里都很热闹，家长们纷纷上传孩子完
成作业的照片。”陈霞表示，这四个学期的每个假期的每
一天里，她都蹲守在电脑前欣赏家长们上传的照片，分享
学生们的快乐。

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近日公布了一张神秘的火
星暗色沙丘照片，这些形状奇怪的沙丘看起来就像摩斯密
码。这张照片是由火星勘测轨道飞行器搭载的 HiRISE 高
分辨相机在今年 2 月拍摄的。
科学家认为，这一现象是风力作用和该地区沙量有限
造成的。这些沙丘所处的圆形凹地可能是一个年代久远，
并且未被填满的陨石坑，里面用于沙丘形成的沙子数量有
限。在两个方向合适角度的风力作用下，沙丘形成了线
形，而较小的“点”则出现于线形沙丘形成中受到干扰的位
置。为了研究沙丘形成过程，科学家正利用“高分辨率成
像科学设备”对该区域进行进一步拍摄。

身影，他们卖书、买菜、观察桥梁……他们是谁？在
做什么呢？打听得知，他们是咸宁实验外国语学校
初小部的学生，他们正在完成暑假作业。27 日，记
者到咸宁实验外国语学校进行了采访。

家务的辛苦，明白自己要主动承担起作为家庭一员的
责任。
23 日上午九点，105 班十几名学生，在家委会的统一
安排下，在沃尔玛广场，向过往行人推销杂志。他们各显
神通，有的舌灿莲花地推销，有的用萌萌笑容去推销，有
的
“买一送一”……
“这么小的孩子就出来卖杂志，真不错，冲着这份精
神我也要支持支持！”
市民余先生说。
到中午 11 点多的时候，70 份杂志卖完了。学生冯琪
喻的妈妈说：
“ 不要求孩子们卖出多少份，关键在体验过
程，从而得到锻炼。
”

c

家长全力支持

“菜单式作业有创意，能激发孩子的兴趣，锻炼孩子
的能力。
”27 日，
201 班学生陈子言的妈妈说。
前几天，陈子言帮妈妈择菜，刚开始他觉得新奇好
玩，
“ 斗志昂扬”，没一会，胳膊就酸了，指甲也变绿了，可
是还有不少没有择。
“原来择菜这么辛苦，我的每一顿饭，
都是妈妈辛勤劳动换来的，以后一定要珍惜妈妈的劳动
成果。”陈子言感触很深。择完菜，他画了一组漫画，将自
己的择菜过程和感受画了出来。
有一次，陈子言在妈妈的帮助下烤鸡腿。事后，他也
创作了一组漫画。漫画内容极富想象力：
“ 您好主人，本
烤箱随时为您服务！”
“ 烤箱啊烤箱，请赐我鸡腿吧！”
“收
到指令，开始执行！”20 分钟过后……
“哈哈，这味道让我
垂涎三尺啊！”
陈子言妈妈说，体验中，陈子言不仅提升了动手能
力，想象空间也被打开。上周末，陈子言父母带他到刘家
桥完成寻桥的作业。看着小桥流水，陈子言说他想起了
“小桥流水人家”的诗句。
在桥上，他看到一只鸭子在水里游，一只鹅在栈道上
走。任凭别人怎么赶，鹅都不愿意到水里去。看着这一
切，陈子言对妈妈说：
“妈妈，我觉得那只鸭子在嘲笑那只
鹅。”
“为什么？”
“嘲笑鹅不会游泳。但鹅肯定不是不会游
泳。它的羽毛那么洁白美丽，它怕浑浊的河水弄脏了它
的羽毛。
”
“多么美的童话故事，如果总是待在家中，死读书死
做题，不亲近自然，他就不会脑洞大开，不会有这样的创
作。”陈子言妈妈说，可见，这份菜单式作业真正把素质教
育落到了实处。这个作业完全释放了孩子爱玩的天性，
而且玩得有意思、有思想。
”
“我是菜单式作业的铁粉，希望这项作业能一直坚持
下去。
”陈子言妈妈的话得到其他学生家长的赞同。

教育热点

根据一项最新研究，宇宙在诞生过程中可能经历过反
复的膨胀和收缩，宇宙从一种状态切换为另一种状态，却
始终没有发生彻底的塌缩。
这一最新的理论被称为
“大反弹”
理论，
该理论其实已经
经历了很长时间的讨论，
但最近科学家们发展出一种模型，
能
够证明为何这一理论的确是具备现实可能性的，
从而允许一
个新的宇宙从先前的收缩状态过渡为膨胀状态并不断成长。
根据这一模型，
研究人员猜测我们所在的这个宇宙很有
可能是从前一个收缩的宇宙中诞生的。这就意味着宇宙可能
并非从一个物理学定律全部失效的
“点”
上经由大爆炸而来。
随着研究工作的继续深入，科学家们正期待着能够运
用这一模型解释宇宙中其他很多元素的起源问题，比如星
系是如何诞生的。对此，科学家指出：
“我们的模型能够给
出关于大爆炸理论的可能解释方案，这也开启了对于宇宙
形成全新解释的大门。
”

乌龟为什么会有壳

乌龟为什么有壳？很多人会说这是“缩头乌龟”最稳
妥的自我保护手段。然而一个国际古生物学研究团队最
新报告说，乌龟有壳是适应环境的表现，不过不是为了保
护，而是为了向地下挖洞。
古生物学界认为，在 2.8 亿年前生活在南非的正南龟
可能是现代乌龟的祖先。化石的分析和现代乌龟龟壳的生
长过程显示，
龟壳是从龟的肋骨逐渐增宽后进化而来的。
研究人员在最新一期美国《当代生物学》上报告说，他
们在南非卡罗盆地发现了数块正南龟化石，其中一块化石
保存完好，有一只正南龟的完整骨骼和
“手脚”
。
研究人员分析化石后认为，在距今约 2.5 亿年前发生
了二叠纪至三叠纪灭绝事件，正南龟在这场大规模物种灭
绝事件中幸存下来。它们可能为了躲避当时南非地区的
严酷自然环境而努力向地下挖洞，为了保证前肢的挖掘动
作足够有力，正南龟的身体需要一个稳定的支撑，最终导
致其肋骨不断增宽、进化为龟壳。
(本报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