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奥运大战正式拉开序幕，各选手激
战正酣。对伟大的运动员来说，成功与
失败往往只有一线之隔——1/100秒、终
点线处细如发丝的差距。为此，美国队
在备战2016年里约热内卢奥运会时祭出
了一件“秘密武器”，它便是高科技装备。

在游泳项目中，动作与力量同等重
要。视频分析技术能够帮助职业运动员
了解游泳技术动作的细节，因而成为不
可或缺的训练装备。

奥运会三金得主内森·艾德里安表示：
“以前，我们只能靠教练目视改正泳姿和划
水、打水等技术动作。现在，我会在身上捆
绑LED传感器，利用软件进行分析。这种
装备便于携带，可以放进手提箱。”

这种装在身上的LED传感器能捕获
艾德里安的每一个动作，细致到脚趾的
角度，再借助宝马研发的视频分析软件
将数据转化成2D渲染图。借助这些图
像，艾德里安能够研究泳姿和技术动作
的微小细节，纠正细微的不协调之处，从
而为比赛赢得宝贵的几秒钟。

■教育短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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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小说中的奥运会长啥样
眼下里约奥运会正如火如荼地进行

着，本来被外界一致看低的巴西人却用
一场如梦似幻的奥运圣火点火仪式征服
了大家。各家媒体纷纷称其惊艳亮相，
犹如科幻大片。其实，奥运与科幻之间
还是挺有渊源的。在现实层面里，奥运
冠军、中国女排队员赵蕊蕊摇身一变，从
科幻爱好者成为科幻作家便是一例，而
在虚构层面里，描写奥运会的科幻小说
更是不少。

中国科幻作家韩松与同事张丹合
作，在1999年出版过一本科幻小说《在未
来世界的日子里》，书中描写了一场21世
纪里在里约热内卢举办的奥林匹克运动
会。韩松自称，“这可能是中国人笔下唯
一的一部关于巴西奥运会的科幻小
说”。在小说里，当时炙手可热的健力宝
公司是奥运会的最大赞助商，而中国男
队夺得了奥运会的足球冠军，一圆中国
人的足球梦。两位作者描写了他们想象
中的巴西风光，包括美丽的亚马逊河，以

及世界级大都市里约热内卢的未来面貌
——未来的里约热内卢是用一根根粗大
钢铁管子连接成的“蛛网”，网上结着一
个个金属圆球，众多飞行器在圆球周围
盘旋。

另一位中国科幻大家刘慈欣创作过
一篇科幻中篇小说《光荣与梦想》，在作
家的构想中，国际社会为了在全球消除
战争，期望战争能以另一种较为无害、尊
重生命的方式进行，从而推出“和平视
窗”计划，将奥运会选择为战争的替代
物。因为战争而受到长期封锁和制裁的
西亚共和国成了第一个实验品。西亚共
和国的运动员们克服种种困难，奋勇拼
搏，女主人公辛妮为了实现光荣和梦想
累死在马拉松赛场上。而在故事的最末
尾，西亚共和国仍然陷入了战火之中，生
灵涂炭。

其实，欧美的科幻小说家们早已写
过类似的作品。1984年，艾萨克·阿西
莫夫与马丁·H·格林博格等人合作，编

辑出版了《科幻奥林匹克》（The Sci-
ence Fictional Olympics）一书，收入
不同科幻作者创作的16篇小说。当时
的一些科幻作品中也被打上了“美苏争
霸”的时代烙印，譬如描写美国和苏联
为了在奥运会赛场上一较高下，对运动
员动用基因改造技术。另一篇作品中
则将美苏间的奥运会争霸直接变成了
一场迷你战争，双方各出100人，直到
一方全被歼灭光才能结束——这一幕
不禁会让人联想起《饥饿游戏》。这本
书中还收录了阿瑟·C·克拉克的名作
《太阳帆船》，描写了一场太空中的太阳
帆船竞赛，假如未来的奥运会真的变成
那样，倒也不错。

那么，未来的奥运会到底会是什么
样呢？美国《赫芬顿邮报》网站最近刊出
的一篇文章里，就邀请了几位当今的科
幻作家对未来奥运会进行预测。生于
1983年的女作家玛德琳比较悲观，她预
测未来的冬季奥运会将由于气候剧变而

变成室内举行的赛事，因为在未来，冬季
或许会变成记忆。刚刚在2016年出版了
处女作《运行时间》（Runtime）的女作家
S·B·季维亚则认为奥运会的前景不会灿
烂，除非VR等新技术能让观众真真切切
地投入赛事之中。

女作家斯泰茜·伯格则预测未来的
奥运会将变成一场优异基因之间的较
量：“运动员会利用每一项可用的技术来
获得优势，譬如穿戴式的监测器、低压
舱、提升运动表现的药物。而到2092年
时，第50届奥运会开幕，出场的运动员全
都拥有完美的基因：人类基因重组技术
使得人工制造出完美运动员成为可能，
他们有着更强健的心脏和肺脏、更具爆
发力的肌肉。拥有最优质基因序列的运
动员将得到大公司赞助，有钱的粉丝们
则争相抢购这些基因序列，将其植入到
自己后代的胚胎中。再也没有先天缺陷
和疾病，所有与之相关的基因在胚胎中
就被剔除。”

里约奥运的高科技“神器”

市首届运动会

青少年棋类比赛拉开战幕
本报讯 记者刘子川、通讯员王婷婷报道：8月3日，我

市第一届运动会青少年棋类比赛在嘉鱼县拉开战幕。来自
全市的70名小棋手在围棋和中国象棋两个项目中展开激
烈角逐。

据了解，比赛项目为中国象棋个人赛和围棋个人赛，竞
赛分别分为10岁及以下组、11-13岁组，14-18岁组3个
组别。象棋比赛采用2012年中国象棋规则；围棋比赛采用
2012年中国围棋规则，比赛共分为6局，各小组采用积分
循环赛，电脑编排赛事。

本次棋类比赛，将对单项团体总分前6名、各组别录前8
名参赛运动员予以奖励，还将评选出优秀裁判员、优秀指导
老师（教练员）、优秀运动员。

赤壁市教育系统

开展第八期“主题党日+”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刘騉报道：8月1日，赤壁市教育系统

各党支部开展第八期“主题党日+”活动，局党组成员参加
了各自所在支部的党日活动。

活动中，各党支部党员遵照“六事联动”规程，缴纳了党
费，诵读了党章，学习了习总书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
周年大会讲话精神，开展了向先进典型徐建军、祝克中同志
学习的讨论，观看了清廉家风教育短片《水滴石穿》，对所在
部门重大事项进行了民主讨论，并将其结果与上半年党费
收缴情况一并进行了公开公示。

全体党员纷纷表示，要向身边先进模范人物徐建军、祝
克中学习，立足岗位讲奉献，要廉洁从教从政，筑牢拒腐防
变防线，让教育改革成果惠及最广大群众，为赤壁教育贡献
力量。

爱是成长的源泉
咸宁市实验小学 王 蓓

我们班有76个宝贝，76个宝贝就有76张可爱的笑脸，
他们就像是我的孩子一样，我很享受这样的生活，陪着他
们一起成长。

在一群的孩子里面，有一个叫小云的孩子，她的家境
很贫寒，衣服虽然破旧，但是很干净，她有一双会说话的眼
睛，见人总是一脸的笑容。而且她性格很好，在班上和同
学和睦相处，班上的事情抢着去做，成绩也很好，上课认真
听讲，每个老师都很喜欢这个孩子，我常常在思考，这样好
的孩子，家长在家里是怎么培养出来的。

有一次小云生病了，我打电话通知了家长来学校接她
回家，她的爸爸来了一把抱着她，小云的头靠在爸爸的肩
上，一脸很幸福的样子。看得出来爸爸很爱她，直到学校
要求我们老师去家访，我第一想到的就是一定要走进小云
的家庭。

她们家住在学校后面的八一巷中，弯弯曲曲的小路走
到了尽头，我眼前的是一栋很破旧的两层楼，她的家长很
热情的在门口等我，一进门我很吃惊，家里还有个比她大3
岁的姐姐，小云的手里还抱着一个小弟弟，三个孩子在一
起玩得很开心，我在她的家里感觉到的是温馨，很愉快的
一下午就这样的过去了，在我走的时候，小云的母亲一直
要送送我，她告诉我，其实他们是一个重组家庭，姐姐是爸
爸带过来的，小云是妈妈带过来的，弟弟是后来生的，他们
一家虽然穷，但很快乐。我真的是没有想到，如果不是她
妈妈说，我真的看不出来，小云能够有这样的父亲，真的是
她的幸福。

家庭是孩子成长的第一环境，父母对孩子的健康成长
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不管是单亲父母还是继父
母，同样在法律和道义上承担着这样的责任。对孩子来
说，不能跟着自己的亲生父母生活，已经是一种缺憾，不能
因为父母离异或重新建立家庭，再给孩子带来新的缺憾。
只有以情换情，以心换心。最终孩子会从心里把你当作父
母，当做自己最亲近的人。这样，新建或单亲家庭才能和
睦，才能稳定，才会有一个健康而充满希望的孩子。

做为我们老师应采取的对策关爱为先,以爱心滋润孤
冷的心田。在学校中,老师(尤其是班主任)是学生最亲近的
人。老师应该主动经常地找他们谈心,不仅谈学习,也要谈
他们家里的实际情况，告诉他们生活的知识、学习的窍门,
这种似无心实是有心的关爱很有效。同时还要组织和动
员同学们主动地去关心和帮助他们。

爱，是成长的源泉。希望每个孩子都有一个温馨的成
长环境。

铁人三项 虚拟技术
“征服”真实赛道

格温·约根森的秘密训练装备不
是她那价值1万美元的公路自行车，而
是虚拟现实眼镜。这位铁人三项选手

美国女子国家足球队曾捧走3 座世
界杯奖杯和4 枚奥运金牌。这一次，她们
将借助GPS 追踪设备在比赛中获得更大
优势。随着硬件小型化以及传感器性能
的提升，GPS追踪设备能够对球场上每名
队员的速度、侧向运动和冲撞进行追踪。
根据这些数据，教练能够为每名队员量身

游泳 LED传感器
捕捉高速运动

本报讯 通讯员王涛报道：为
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关于推进新型
城镇化，加快发展绿色建筑，推行
绿色建材评价标识制度，促进建材
工业转型升级等工作要求，近日，
湖北省住建厅联合省经信委制定
了《湖北省绿色建材评价标识实施
细则（试行）》、《湖北省预拌混凝土
绿色生产评价标识实施细则（试
行）》。市住建委积极开展了宣传
工作，要求各地认真抓好贯彻落
实。

据了解，绿色建材是指在全生
命周期内可减少对天然资源消耗
和减轻对生态环境影响，具有“节
能、减排、安全、便利和可循环”特
征的建材产品。绿色建材评价标
识等级由低至高分为一星级、二星
级和三星级。评价标识包括证书
和标志，具有可追溯性，同时采用
全国统一编号，统一在全国绿色建
材评价标识管理信息平台发布，在

全省和全国通用。
据介绍，预拌混凝土搅拌站

（楼）评价标识遵循管理部门倡导、
企业自愿申请、评价标准统一的原
则，等级由低至高分为一星级、二
星级和三星级。评价标识工作的
技术依据需符合《预拌混凝土绿色
生产及管理技术规程》JGJ/T328。

发展绿色建材，促进建材企业
转型升级，是咸宁市“十三五”建筑
节能与绿色建筑发展的重要工作
方向。要选准发展方向、建立绿色
体系、抓好检测监管，形成合力，积
极推动建材行业的发展进步。

我省绿色建材有了评价标识
一星级最低 三星级最高

咸宁市墙体材料革新与建筑节能办公室协办
地址：咸宁大道168号市住建委七楼 电话：8255137

建筑节能
圆低碳居家梦想

足球GPS追踪设备
量化每一次移动

现年30岁，曾两夺世界冠军。她说：“我
利用可视化技术，备战比赛。”这个夏天，
约根森借助虚拟现实技术“征服”遍布车
辙的里约科帕卡巴纳赛道。她说：“里约
的自行车赛道很有挑战性。除了高高的
山坡，赛道上还有非常考验技术的高度落
差。这是影响比赛成绩的一个重要因
素。”

借助于三星研制的Gear VR虚拟现
实眼镜，约根森可以对里约的自行车赛道
进行360度无死角观察，熟知赛道的方方
面面以及每一个转角。

虚拟现实训练的目的并不仅仅是
让选手熟悉赛道，它能让选手获得近乎
肌肉记忆的赛道信息，包括哪些路段具
有挑战性，进而帮助选手有针对性地制
定比赛策略。约根森说：“我的自行车学
习曲线仍然很陡。这款虚拟现实装备增
强了我的信心，帮助我在最大程度上做
好备战，应对比赛当天可能发生的任何
情况。”

制定训练和康复计划，以在最大程度上
提高她们的表现。

美国队采用的追踪系统由运动传
感器公司Catapult研发。与其他追踪
系统相比，它拥有更快的处理速度，能
够测量此前被认为无法量化的事物，例
如运动员之间的冲撞强度等。美国队
体能与运动科学教练道恩·斯科特表
示：“在足球比赛中，球员每秒改变方
向的次数可达到3次或4次。新系统
允许我们获取每一次移动的数据并进
行量化。”

这款GPS 追踪设备的尺寸只有手
掌大小，可以装进一个缝在球员运动
文胸上的小袋子里面。袋子位于肩胛
骨之间，允许追踪设备接收到更强的
卫星信号。系统的精确度提高了，它
可以在训练或比赛中获取所有11名球
员的详细记录。有了它，前锋可以知道
自己的跑动距离和速度，后卫可以知道
自己被摆脱的次数以及触地力度。

（本报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