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16日，市邮政分公司邮区中心局陈
少林局长欣慰的告诉记者说，以前完成一车
邮件的卸载、分发要经过卸载、分拣、上车三
个环节，需要的人多，速度慢，劳动强度还很
大。而今，新上了流水化作业设备，不仅降低
了劳动强度，更减少了中间环节，提升了邮件
的处理速度！

今年“双十一”当天，仅天猫淘宝一家网
购平台6分58秒成交量就达到100亿元，当
日累计交易额超1207亿元，再次创下历史新
高。电商网购量如此之大，带来了快递包裹
量的飙升。市邮政公司未雨绸缪、秣马厉兵
将我市广大淘宝者的宝贝快速、准确送达，彰
显了大公司的责任和担当。

新设备关键时刻显身手
10月17日，该公司中心局流水化作业设

备正式上线。一条环形传输带，六条伸缩机
分向六个县（市、区）邮车，半自动的流水化作
业设备，实实在在的减少了人工搬运作业量，
效率提高一倍有余，加快了邮件处理速度。

“今年的包裹量比去年翻了一番，如果没
有这套流水化设备，就算不睡觉也没办法做到
当天的邮件当天分发投递。这套设备不仅我们
受益，客户更是受益，你说谁网购不希望快点收

货呢？”正在流水线前分发包裹的班组长说道。
听负责人介绍，为了能在“双十一”期间

提升邮件处理速度，给客户更好的收寄、投递
体验，咸宁邮政公司还为邮件中转环节配备
PDA扫描枪，为收寄人员配备蓝牙打印机。

村邮站助力最后一公里
“今年我网购了很多东西，顺丰、邮政、圆

通、中通都有发货，本以为社会物流会更快一
些，没想到第一个收到的包裹竟是邮政的，而
且是投递员晚上下班后送过来的，让我很惊
讶，邮政的投递真是越来越好了。”11月13
日，网购达人张小姐笑呵呵的对记者说。“以
前网购都会选择一些社会物流，觉得他们快
些，可是在‘双十一’这个考验各物流公司能
力的时候，脱颖而出的却是邮政，让人意外，
却也欣慰，以后用物流就选邮政！”和张小姐
一样，在这场物流练兵中，不少网购达人为邮

政的营投能力竖起大拇指。
今年的“双十一”，被吐槽最多的点仍然是

物流配送的问题。为了应对高峰期，该公司提
前招兵买马，补充人员，从社会上招聘一批临
时工投入旺季生产。同时，充分利用在小区、
学校内布放的智能包裹柜，以分流投递压力。

全市863个村邮站充分发挥其便民服
务、金融、代购、寄递等功能，发展成为邮件自
提点。村邮站充分发挥其点多面广功能强的
优势，将投递触角延伸至最后一公里。

“这次‘双十一’来临之前，邮政就召集我
们这些掌柜开了会，自从加入邮掌柜，邮政帮
我们增加了收入，我们也愿意跟邮政一起迎
战‘双十一’！”赤壁安心超市周掌柜说。

邮政快递彰显主力军本色
11月14日13时，两辆12吨已做好防雨

措施的厢式货车从邮政公司出发，驶向武汉

邮政邮区中心局。随着包裹进口、出口高峰
叠加期的到来，武汉中心局邮件处理中心随
时存在“爆仓”危险，为分担武汉中心局邮件
量高峰压力，避免“爆仓”危险，确保网运生产
平稳运行，不积压进口邮件，咸宁邮政分公司
紧急联系社会物流车辆前往武汉邮区中心局
进行取件。

“昨天中午去的车辆，一辆车凌晨一点多
顺利返程，另一辆今天清晨才返程，这样不仅
能够帮助武汉中心局分流、减压，更重要的是
能够确保客户包裹不积压，以最快的速度送
到客户手上。”咸宁邮政分公司监督检查与安
全保障部李勇经理对记者说。

据统计，11月11日-15日，全市邮政进
口快递包裹量26274件，经过转运、投递人员

“白+黑”的工作运转，快递包裹当日妥投率
达96.58%。咸宁邮政以高速度、高质量、强
服务彰显主力军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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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热点

10时，比赛现场，小运动员们英姿飒
爽，奋力拼搏；比赛场外人头攒动，热闹非
凡，啦啦队使出了浑身解数为自己班的运
动员呐喊助威，一浪高过一浪。

“作为该校美育、体育教育的重要载
体，美育节、体育节是促进广大学生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重要教育活动，旨在培
养学生一到两项艺术、体育爱好。”该校相
关负责人向阳红介绍，一年两次的节会不
仅展现了学生多才多艺、全面发展的良好
形象，提升了学生的艺术素养，也提升了
学校文化软实力。

向阳红说，一直以来，学校都非常重
视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重视学生全面发
展，不仅在外语、科技等方面取得的成果
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赞誉，在文艺、体育方
面更是取得了明显成效。

在硬件上，该校建立了一栋美术楼、
足球场等，专门用于学生艺术学习、开展
体育运动上；在软件上，该校连续三年，投
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坚持举办体育节，学
校51年的办学历史中，连续44年举办田
径运动会。体育项目也早已融入到体育
课教学中。例如，每次体育课由三个班级
的三名体育老师同时上课，学生们可以根
据自己的兴趣随意选择运动内容。

一年一度的美育节、体育节，是对该
校体育教学工作和艺术教育开展的一次
大检阅，也是展示该校师生精神面貌和综
合素质的一个窗口。

体育节当天一早，该校体卫艺处陈
明锋老师就开始从家里往学校赶，因为
要布置会场、准备道具，还要监管活动现
场的安全，他顾不上吃早餐，一直忙到上
午的活动结束。

“学校的孩子个个都才华横溢，信心
满满，他们在追逐梦想、庆祝自己的节
日。”陈明锋介绍，学校的大多数学生都
有一技之长，有的从小能说会道，能唱会
跳，能弹会奏，有的则特别喜欢运动。学
校自四年前开始连续开展美育节、体育
节活动，更是让这些孩子有了一个展现
自我，锻炼自我的好机会。

记者了解到，每一年的美育节，该校
初一、初二的学生们都会提前两个多月
开始准备。“生态”、“文学”、“艺术”等各
种元素齐上阵，声乐舞蹈、绘画摄影、插

花书法、乐器表演等，一场比一场精彩。
而为了最大限度挖掘孩子参与体育

活动的潜能，该校每一年都会举办体育
节，这一赛事已连续举行了44年。近几
年，虽然取消投掷类项目，但跑步、球类
的运动有增无减。在运动会上，为了鼓
励大多数学生参与，30×50米迎面接力
赛一直保留着。

正在看比赛的该校一名刚退休的老
师介绍，艺术教育、体育教育是素质教育
的重要方面，体育运动不仅可以增强人
们的体质，也有助于培养勇敢顽强的性
格、超越自我的品质和迎接挑战的意志，
有助于培养竞争意识和团结协作精神，
艺术展现对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弘扬集体
主义、爱国主义精神，丰富学生生活，起
到了关键作用。

丰富校园生活 重视素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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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优秀教师风采展⑨

履职尽责 办好人民满意教育

■科技资讯

源于对教师职业的无限热爱，源于对
崇高理想的勇敢追求，从2001年参加工
作至今，胡辉祥一直担任班主任工作。

15年间，他锐意改革，勇于创新，积
极投身学校改革创新，不断探索新的教育
方式、方法，刻苦钻研业务，在教育教研中
成绩可圈可点，开拓多条德育路径：

实行开放式——让学生在社会接触
中增长知识

开展各种各样的德育活动：去敬老
院、走博物馆、寒暑假特色菜单式作业等
等，尤为特别的是监狱之行系列活动。咸
宁实验外国语学校距离咸宁市监狱大约
4公里，来回8公里，胡辉祥陪伴孩子一起
步行，当天上午必须急行军回校，一周内
完成写感受、展示、评比、演讲、表彰等。

“监狱之行”系列活动对正处在叛逆期的
青少年来说，有着极其重要的警示作用，
让孩子们知法，守法，也是一剂良药，让学
生在青春的岔路口分清是非，走向正道，
弘扬正能量。

贯穿渗透式——让学生在课堂上领
悟人生道理

实例有很多，记得在教授《我的五

样》时，胡辉祥也想着要伙伴们在感恩上
有收获、在人生的认识上有所领悟。他
首先请同学们拿出一张白纸，写下自己
最喜爱的五样；然后一样一样地删去并
要求说出删除理由，最后白纸上只留下
一样。以情感感染情感，用体验激发共
鸣，让触动转为行动。当时课堂上很多
流着眼泪说删除的理由。汪某每删除一
样就会趴在课桌上哭泣老半天；李姓学
生站起来泣不成声，面对“祖国和父母”
无法取舍…

倡导自理式——让学生在自我管理
中培养习惯

胡辉祥把学生的习惯分成10个习惯
养成21天行动目标，29个习惯养成21天
行动分目标。全部做成表格每天对照分
目标给当天的自己打分并写上改进措施
和惩戒措施。事实证明21天可以养成良
好习惯，工整的作业文面和干净的教室地
面就是最直接的反馈。

坚持引导式——让学生在正面疏导
中转变成长

胡辉祥所带的班每个学期都会开展
“走近家长 走进学生”谈心工作。记载

表非常详细，有谈话时间、时长，地点，谈
话原因，采取措施，监护人意见，学生心
声，学生签字，跟踪一个月后表现等等。
经过月余反复的谈心，学生的整体状态和
面貌有了令人欣慰的改变。不止一个科
任老师对胡辉祥说：“胡老师，你带的班学
生特别乖，非常有礼貌有爱心。”学生德育
就是正面疏导反复抓抓反复！

形成合力式——让学生在家校沟通
中收获快乐

胡辉祥承担咸宁实验外国语学校分
层走班教学形式改革课题，2015年3月3
日（正月十三）他就召开了分层走班专题
家长会。家长会不是告状会更不是批斗
大会。按照问题导向，站在家长的层面解
释了他们所关心的一些问题。效果非常
好，家长在敬佩学校勇气的同时也被教师
的付出感动着，积极配合，统一行动。分

层的收获已经非常明晰。
胡辉祥深深的懂得，良好的师德体现

在对学生的关爱，对事业的奉献，更体现
在教师的专业化发展。为此，他从毕业至
今从未间断过自我学习、自我充电、自我
加压，并珍惜每一个得来不易的学习机
会。胡辉祥作为咸宁市唯一代表站上“武
汉城市圈首届班主任论坛”发言，标题就
是《春风化雨润心田》。参编著作2部，其
中《生命教育》（七年级）由人民教育出版
社出版，在全国9个省市发行。《唐宋好诗
词365首》2015年1月长江传媒出版，已
全国发行。积极参加国培计划初中语文
研修班、中小学生心理培训班等各级各类
培训，参加各项教学活动，获得了“优秀学
员”称号，并在研修班做主题报告。他还
不断加强理论学习，并在各种教育教学论
文比赛中获奖。

用创新开拓德育路径
——记咸宁实验外国语学校教师胡辉祥

素质教育展风采
——温泉中学美育节体育节扫描

文/图 记者 朱亚平

11日，温泉中学第四届体育节暨第四十
四届田径运动会在该校如火如荼地进行
着。学生们扬起自信的笑脸各展风采，创意
的亮相、精彩的比赛、飒爽的英姿，校园里呈
现出了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

当天上午8时，温泉中学的体育节开
幕式舞台上，师生们载歌载舞，渲染着这
一节日气氛；台下学生们身着班里统一
的服装，手拿气球，喊着口号。

舞蹈《我的祖国》、《说唱脸谱》，独唱
《给心放个假》文艺节目获得了众多观众的
喝彩声，让现场2000多名师生欢呼雀跃。

据悉，这些精心编排的节目是该校
上半年美育节评选出来的佼佼者。说起
该校的美育节，这是该校一年一度的盛
事，至今已举办了四届，每一届都成功展
现了学生特长，培养了一批批艺术特长
生。

“同学们都很有才，有的会跳街舞，
有的会跳远很不错。”该校九（7）班的余家
黎介绍说，学校的美育节、体育节活动给
同学们提供了展现自我的舞台。

七（7）班的方子恒今年也准备了艺

术表演节目，虽然他的独奏节目没有被
选上，但他并不灰心，下半年，他又积极
参加了体育节的200米跑比赛。他告诉
记者，美育节是他们一展所思、所学、所
长的舞台，而体育节则是每位在校学生
都积极参与，并且也是最喜欢的活动。

“参加这样的活动，让我自信心爆棚。”
9时，文艺表演后，激烈的体育赛事拉

开战幕。100米的赛道上，已有不少学生正
跃跃欲试等着起跑令响起。小运动员们奋
力拼搏，啦啦队员呐喊声助威声此起彼伏。

据了解，该校今年的美育节、体育节
形式多样。文艺表演方面包括舞蹈、表
演、独唱等，体育赛事方面包括迎面接
力，短跑、长跑，跳高、跳长绳，广播操等
项目。学校的目的很明确，让学生愉快
学习、健康成长，使校园里素质教育蔚然
成风。

展现学生个性

俄海岸出现神秘雪球堆

据《西伯利亚时报》报道，近日，在俄罗斯鄂毕湾的海
岸上，出现了一大批神秘的雪球。

这些雪球大小不一，有的和网球一般大，有的则大如
排球，看起来就像有人故意为之。不过，这些雪球却是完
全天然的。看到无数雪球像白色炮弹在海滩上扎堆的景
象，当地居民都表示从未见过，最初以为是有人在半夜堆
雪人，或者是哪来的雪球展览。

当地居民瓦列里·阿库洛夫说：“这些雪球大约都是在十几
天前出现的。即使是老人们，也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景象。”

洞狮冰雪中保存超3万年

一项新研究显示，俄罗斯西伯利亚的永久冻土层保
存了两只很小的洞狮幼崽，距今已经有超过3万年的历
史。这两只洞狮幼崽死亡的时候只有一周大，很可能是
被兽穴的大规模塌陷所掩埋，不过它们所有的身体部位
都保持完整。

这两只洞狮幼崽被称为“Uyan”和“Dina”。由于刚出
生的洞狮还没有任何可鉴别的性特征，因此还不清楚它们
是雄性还是雌性。

洞狮又称欧洲洞狮，被认为是现代狮子的祖先，是一
个已经灭绝的物种，之前科学家只能通过化石和史前图画
来了解它们。

宇宙深处“眼睛”回望地球

欧洲南方天文台（ESO）近日发布了一张充满神秘色
彩的图片，星云构成了奇特的图案，仿佛宇宙深处有一双

“回望”着人类的眼睛。
这张图片是利用由阿塔卡马大型毫米波/亚毫米波阵

列（ALMA）望远镜与哈勃空间望远镜的数据复合而成的，
显示了宇宙中非常罕见的一种景观。

事实上，这是一对相互作用的星系，形成了仿佛是双眼的
结构。这种类型的星系碰撞并不罕见，但人类很少能观测到。

ESO称，这可能是由于它们存在的时间很短，类似这
样的结构往往仅持续几千万年，在宇宙的漫长时光中，只能
算是眨眼而过。 （本报综合）

渔民深海捕获巨型“白龙王”
近日，有网友爆料称，有舟山渔船在深海中捕获一条

巨大的“白龙王”，从图片上看它体形很长，比大腿还要
粗。不少网友看到这张图片后感慨，自己还真没亲眼见过
这么大的“带鱼”。

“白龙王”又叫皇带鱼、地震鱼，是世界上最长的硬骨
鱼，普遍有3米长，但最长的可达15米，最重的可达270多
斤。因为这种鱼很长，但又很少会浮出水面，一直在水底
游动，所以经常被误认为海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