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近日，美国SpaceX通过举办
超级高铁舱设计大赛，选出了30支队伍来设计“超级高铁”
的车厢原型。墨尔本皇家理工学院的VicHyper团队也在
其中，他们这次的原型设计侧重制动和加速。

埃伦·马斯克于2013年提出了“超级高铁”的概念，按
照马斯克的设计，“超级高铁”的载客运行速度高达每小时
760英里（约1220千米），从洛杉矶到旧金山仅需30分钟;
在一条悬浮的真空管道内运行，因而不受天气和地震的影
响。客舱形似“胶囊”，依靠磁力提高速度，单程票价为20
美元（约合人民币138元）。

“超级高铁”原型曝光
速度高达每小时1220千米

交给学生一把金钥匙
——走进咸宁市实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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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优秀教师风采展⑾

履职尽责 办好人民满意教育

“教书育人不是谋生的职业，而是毕
生追求的事业。”这是阮长城老师的从教
准则。25年以来，他一直秉承“学高为
师，德高为范”的理念，深耕山区，情系讲
台，心怀学生，坚持育人教书，为人师表，
以自己的辛勤和执着，在平凡的岗位上
书写着不平凡的事。

爱岗敬业

自任教第一天起，阮长城就要求自
己以饱满的热情对待每个学生和每节
课，认真做好每项工作。

在任政教员期间，不管是严寒还是
酷暑，他坚持每天早上在学生起床铃响
之前到校，到每个寝室催促学生起床，晚
上等到高三所有学生休息之后才回家，
三百多个日夜，从未间断。

担任班主任和负责学校德育工作
后，他更是不遗余力利用课余时间，深入
学生当中去，倾听学生心声，关心学生生
活。不仅如此，他还建立学校后进生档
案，定期找他们谈话，及时了解他们的思
想动向，指出他们的不良行为。几年下
来，学校打架斗殴的很少了，校园更加卫
生了，校风得到了净化，校园的管理水平
上了一个台阶。

培养新人方面，他根据学校安排，一
直坚持“老带新”工作。在平时教学工作
中，他经常深入课堂听课、评课，热心指

导年轻教师的教学，并及时当面指出每
堂课的优缺点，与他们共同探讨教学技
艺，相互学习，相互提高。

潜心教学

在语文教学上，阮长城一直追求“大
语文观”，即把学习语文和学习生活结合
起来，语文的教学不再是单纯的知识传
授，更多的是语文素养的培养。有了这
样的教学思想，因此，在他担任备课组
长期间，他要求高一语文老师从培养高
一新生书写习惯入手，每周安排一节书
写课，并请有书法功底的老师作专题讲
座，学期结束后，组织全体学生进行书写
比赛，并把优秀作品组成专刊在全校展
示。

向课堂要效率，这是他上课的目
标。教学中他总是因“课”制宜、活学活
用；课堂上始终注意开阔学生的视野，激
发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提高学生自学
能力，培养学生高尚的审美情趣，紧扣时
代脉搏，把语文课上得有声有色。

在搞好常规教学的同时，他倾心教
改教研，积极参加国家、省、市、县及学校
组织的各项教学教研活动。在国家级课
题“创新写作教学与试验”中，他是课题
组重要成员，代表湖北参加作文录像课
比赛，多次获奖而且取得了不少科研成
果，2006年结题；在湖北省普通高中课程

改革重大研究项目“新课程学科课堂有
效教学研究”语文课题组之子课题“表达
与交流有效教学研究”研究工作，成绩显
著，2013年结题。

爱生育人

在教书育人过程中，教学仅仅是一
个方面，而育人才是第一要务。教师榜
样作用是无穷的，他时刻注意自己的教
师形象，以身育人。

从 2002年下半年至今，他先后担任
班主任工作和学校德育工作。在担任
班主任工作期间，为使学生全面发展，
提高个人自我锻造能力，为其终身发
展奠定基础，他学习教育大家、优秀班
主任的治班之道，从先进教育理念中
汲取精华并形成自己的管理风格。管
理班级，他坚持“严爱相济”的指导思
想，实行了“班主任助理制”、“班长轮
流制”、“班级日常行为评价及档案管
理制”等行之有效的方法，使每一个学
生都成为班级的主人，在管理的过程
中学会自我管理，让学生各方面的能

力得到锻炼和提高。
从 2006 年开始，他在学校承担了

德育工作。针对学生普遍存在的问题
和校园的现状，他立足实际，从思想上
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让他们崇尚真善美，明辨是非善恶；在
全校倡导对学生进行明理、净心、善行
的道德教育，爱校、爱家、爱生命的情操
教育，以及成人、成才、成就事业的生存
教育。

天道酬勤，阮长城不懈的努力，取得
了丰厚的回报。多次被评为“校优秀班
主任”、“校十佳教师”、“校师德标兵”“通
山县优秀班主任”、“通山县德育先进工
作者”、“通山县优秀教师”、“通山县教学
常规先进个人”“咸宁市骨干教师”、“通
山县名师”、国家级课题“优秀试验教师”
和“优秀辅导教师”。另外，他参与编写
的校本教材《九宫山》获国级一等奖；他
执行主编的校本教材《自我教育读本》在
湖北省第一届中小学校本教材评选中获
一等奖，学校被评为“先进德育学校”、

“先进读书学校”等。

德艺双修育桃李
——记通山一中教师阮长城

11月26日上午，“凌烟阁”杯第二届
全市中小学师生经典诵读大赛决赛在
时舞·印象咸宁圆满落幕。来自全市各
县市区近千名师生参加比赛。经过紧
张激烈地角逐，市实验小学选送节目

《追寻英雄的足迹》《国歌颂》双双夺得
教师组、小学生组节目唯一的一等奖。
与其说这是一次为传承和弘扬中华文
化而进行的经典诵读活动，不如说是一
次承载学校厚重文化底蕴的一次经典
写照。

一、实力的一次大展示。参加本次
经典诵读活动的是来自全市6个县市区
和市直实验小学、实验中学的参赛队
伍，代表了全市中小学教育的最高水

平。市实验小学30位中青年教师完美
地发挥了自身实力，展现了我校教师的
优良素质。从身着教师庄重的校服上
场到激情飞扬、叹为观止的表演，无一
不给评委和观众留下美的享受。

二、智慧的一次大碰撞。成功的作
品背后往往有一批为此艰辛付出的团
队，更是团队智慧的大碰撞。是的，学
校在接到通知的第一时间，就专门组建
了核心智囊团，对诵读人员的筛选、诵
读内容的创作、节目形式的定位、舞台
设计的效果均进行精细策划，在节目编
排上，老师们集思广益，仔细推敲揣摩
朗诵技巧，反复提出修改建议，使得领
颂为主向领颂引领、集体齐颂相合的诵

读有了质的大飞跃。仅两个节目的台
词、背景音乐、LED 制作就经过多达 10
余次的迭代和修改，并全部由学校教师
分工完成。诸多努力和投入保证了诵
读节目质量，为优异成绩的取得打下了
良好基础。

三、情感的一次大升华。情感的投
入是诵读成功的关键。参赛师生以高
度的责任心和集体荣誉感投入训练，学
生抓紧课余时间排练，老师则利用晚上
下班时间排练。有的老师接到任务的
时候正在外地出差，有的老师甚至在国
外学习，也有的老师身体不适，需要住
院治疗。但是这些老师接到任务后丝
毫没有怠慢，利用一切方式方法为节目
筹备提供帮助。有的老师，因为不能抽
空带孩子，就直接将小孩带到排练教
室，让孩子也接受艺术的熏陶。有的则
是全家总动员，一人参加，全家相随。
一位教师因特殊原因中途退出时还依

依不舍地说：“明年有这样的机会我一
定再参加”。

四、文化的一次再积淀。学校文化
是一所学校的精神生命和灵魂，是学校
办学理念、办学目标、学校精神、制度规
范和行为方式的综合体现。表面看来，
本次比赛从选拔赛到决赛，每场都是实
力的竞争，实际展示给大家的更是学校
文化的一次再积淀。也许，所有参赛师
生都有过比赛前的紧张、焦虑，但大家
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让努力
有个结果，让自己有一份收获。比赛使
我们更自信地站在舞台上，更自信地面
对未来的困难和挑战。因为有了这份
自信，才成就了今天的咸宁实小精神，
才成就了今天的学校文化。

我相信，这次活动将是所有参与的
师生人生中一次非常重要的经历，也必
将带着这份经历去追寻更加灿烂更加
美好的明天！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通讯员刘芳、
袁永军报道：近日，记者从湖北科技学院
获悉，教育部思政司下文公布了“第三批
全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示范中心
建设计划”名单，该院位列其中。

2014 年，湖北科技学院心理健康
教育研究中心被省教育厅纳入“湖北
省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示范中心”建设

单位。该中心以提高大学生心理健康
水平为核心，重点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心理咨询、危机干预和心理健康研究
工作，并根据大学生的心理特点，针对
性地讲授心理健康知识，增强大学生
心理调节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优化
大学生的心理素质，预防和缓解心理
问题；帮助大学生处理好自我管理、学

业、人际交往、交友恋爱、求职择业、人
格发展、情绪调节等方面的困惑，提高
心理健康水平，促进德、智、体、美全面
发展。

据该校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入选
“全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示范中
心”建设单位，将进一步带动该校大学生
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协同创新，辐射推

动区域和全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加
强交流、提高质量、提升水平，下一步，该
院将严格对照《全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
与咨询示范中心建设标准》，拟定长期规
划和短期目标，力争建成理论与实践有
机结合、工作与成果水平领先、示范与辐
射效应显著的高水平心理健康教育与咨
询中心。

湖北科技学院入选

“全国心理教育示范”建设单位

本报讯 通
讯员张敏星、金
静、黎金萍报道：赤
壁市审计局在对公
共空间健身项目跟
踪审计中，注重查
看隐蔽部位情况，
确 保 工 施 工 工
序、工程质量达
到要求，减少财
政资金损失。

赤壁审计局跟进公共空间项目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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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徐琼芳、
张敏星、袁丁报道：今年以来，
赤壁市审计局在对该市农业局
的审计过程中，重点关注农村
能源沼气工程清洁能源建设项
目，2015年该局在茶庵岭镇温
泉村成功创建了咸宁市首个小
型沼气亮点工程。该工程依托
沼气专业合作社，给新农村集
中供气，通过沼气物联网监控
平台，数字化管理，智能 IC卡

流量计费，市场化经营，自负盈
亏，打破了传统小沼与养殖场
的“捆绑”。该局深入农村能源
沼气工程建设项目现场，并对
承接工程安装的专业合作社账
务进行了审计，确保沼气清洁
能源项目资金发挥应有的效
益，并对相关辅助工程等提出
合理化建议，效益效果实施明
显，得到了该局及老百姓的一
致好评。

赤壁审计关注农村沼气能源建设
本报讯 记者刘子川、通

讯员罗阳春、任小君、丁彤报
道：今年，嘉鱼县税务部门总结
了第一阶段国地税合作工作情
况，提出了第二阶段国地税合
作相关项目的初步意向。

据了解，去年以来，嘉鱼县
国税局和地税局以提高征管质
量和纳税服务水平为目标，逐
步实现了税收管理信息资源共
享，降低了税收管理成本，提高

了税收征管效能，减轻了纳税
人负担，真正实现了多方共赢。

今年，双方最终在“联合
进行基础数据采集”、“联合进
行户籍清理”等27条合作事项
上达成了一致，明确了具体启动
时间和责任单位，联合成立了国
地税合作办公室，确定了双方科
室联系人，并要求联合编发会议
纪要，统一对合作事项进行了
备案督办。

本报讯 记者刘子川、通
讯员罗阳春、任小君、丁彤报
道：日前，嘉鱼县地税局召开局
务会议，全面总结元至十一月
份工作情况，安排部署年前工
作任务，并对今后的工作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

嘉鱼县地税局全面梳理各
项工作，查漏补缺，抓紧时间，
提高效率，苦干加巧干，以百米

冲刺的速度，圆满完成全年各
项工作任务。该局狠抓作风和
纪律，认真准备，完善各种资
料，顺利完成市局和县委、县政
府等单位的年终检查考核，并
号召干部职工以党的十八届六
中全会提出的新理念、新部署、
新要求为指引，努力完成2016
年度各项工作任务，科学谋划好
2017年税收工作。

嘉鱼县推进国地税合作

嘉鱼地税确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今年，咸宁市地税局稽查局将“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当做重点任务来抓，做到“三个到位”。

抓早抓细，确保篇目“学”到位。2月份，
该局制定了具体的学习任务清单，具体做到“七
个一”。即：干部每天学习一段党章党规和系列
讲话；支部一周组织一次集中学习；每半月组织
一次学习交流；每月举行一次专题讲座；一月举
行一次“主题党日+”活动；一季组织一次知识
测试；半年开展一次检查督查。

从严从实，确保问题“查”到位。年初，该
局认真开展了“六查”活动。即：查党性方面
的问题、查“两个责任”不落实的原因、查班子
不团结的根源、查执法不到位的实例、查工作
作风不实的表现、查廉洁自律不好的问题。

聚心聚力，确保事业“创”到位。该局通
过班子成员以身作则，党员干部率先垂范，层
层带动，促进履职尽责，保证稽查工作任务圆
满完成。 （李克彬 余志雄）

市地税局稽查局三个到位抓实“两学一做”

今年以来，通城县地税局通过“文化+”
引领全局工作，打造出独具特色的“五崇”地
税文化，纳税服务水平得到明显提升。

以文为桥，聚人心促和谐。该局先后组
织党员志愿者到五里镇福利院慰问孤寡老
人；联合县教育局开展“清风地税惠校园”巡
回活动，为贫困学生捐资助学；实施关爱工
程，“一对一”扶助3个联系村6名困难家庭
独生子女，为他们送上浓浓关怀。

以文为脉，铸精神促发展。围绕“崇善、
崇法、崇廉、崇文、崇实”的地税文化，该局将
文化建设与“便民办税春风行动”有机融合，

一系列便民措施相继落地：出台办税服务厅
税务人员、税收管理员和稽查人员行为规
范，让一线执法人员行为有了遵循依据；组
建税收志愿服务团队，为纳税人提供全方
位、多层次、个性化的纳税服务，量身定制助
力企业做大做强；全面推进办税服务厅标准
化建设，实现“一窗式”服务管理和“一站式”
办结服务；推行“全省通办”，完善互联网、手
机APP、电子税务局等多元办税服务，构建
起“窗口办税、网上办税、自助办税”的智能
服务网络，打通了纳税服务“最后一公里”。

（通讯员 张洞石）

“五崇”文化聚人心

经典诵读承载学校文化经典
咸宁市实验小学 刘安平

6600万年前巨大陨星撞击地球
导致7成物种灭绝

据国外媒体报道，在大约6600万年前，一颗巨大的陨
星撞击地球，撞击地点大致位于今天墨西哥湾近旁区域。
那次撞击威力巨大，导致全球陆地上近3/4的物种灭绝，其
中也包括恐龙。

而现在，通过对那次撞击事件留下的撞击坑——希克
苏鲁伯撞击坑的研究，科学家们发现当时这场撞击比我们原
先想象的威力更大，撞击体几乎穿透了整个地壳。科学家
称，那次撞击事件导致地球表面上下震动，让地球的岩石表
面像液体一样上下波动。这一发现将帮助科学家们了解撞
击事件如何改变行星表面，并为生命创设全新的生存环境。

（本报综合）

地球上最早“农夫”
斐济神秘蚂蚁300万年前懂种植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人类农业耕种的历史可追溯
至1.2万年前，而科学家仅在过去50年才意识到人类并非
地球唯一钻研农业耕作的物种。目前，最新一项研究表明，
一种生活在斐济不起眼的蚂蚁物种是地球上最早的“农
夫”，它们的农业耕作历史可追溯至300万年前。

这种植物是附生植物，意味着它们生长在其它植物
上。斐济一种凹头臭蚁从完全成熟的植物上搬运种子，运
输至邻近的树木上。它们将种子插入软树皮，使种子尽可
能地生长，一旦它们挑选了理想的种植地点，蚂蚁将监控植
物生长过程，保护它们避免被饥饿的掠食者吞食。植物在
蚂蚁的监控下逐渐长生，根茎底部形成一种中空结构，一旦
植物生长得足够大，中空结构可为蚂蚁提供庇护地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