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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易伟娟报
道：日前，市委督查组一行四人
来到通城县大坪乡坪山教学点
督查省级教育改革试点项目。

农村学校依托信息技术开
足开好课程试点项目是该县四
个省级改革试点项目之一。计
划在南门小学建立主讲教室，
同时在相对偏远的17个教学点
建立听课教室，通过网络信息
技术实施“联校网教”，建立城
乡教育共同体，解决农村偏远
学校师资力量不足，不能按要
求开齐开足课程的难题。

督查组详细询问了改革试

点的实施情况及工程进度，对
通城县教育局仪器电教站前期
所做的工作予以充分肯定，并
提出了相关建议。督查组建议
在改革实施过程中要注意寻找
缺陷、解决问题、总结经验，争
取在改革中取得良好的成绩，
为后期推广“联校网教”“通城
模式”打下坚实基础。

据了解。截止11月30日，
该县已完成14个教学点的硬件
安装，即将进行主讲教室的安
装及17个点的同步调试，预计
将在12月份完成安装调试并投
入试运行。

市委督查组督查通城县教育改革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通讯
员黄霞报道：11月24日晚，由咸
宁职业技术学院心理健康教育
中心举办的以“一点一滴助身边
人，向上向善筑中国梦”为主题
的第八届校园心理剧大赛决赛
在该校科学会堂举行。

本次大赛历经初赛、复赛
和决赛三个阶段，历时两个月，
共有11个院（部）参与。当天晚
上的决赛有6个剧目，分别围绕
人际交往、亲情友情、学习压力、
情感挫折等角度展开。该校师
生用生动的表演展现内心的冲
突与矛盾，用剧情中的酸甜苦辣

展示生活的多姿多彩。最终职
院话剧社剧目《爱心接力》摘得
本次大赛桂冠。

“心理剧大赛是心理健康
教育工作的一个重要载体，同
学们通过参与此次活动找到了
解开心理困惑的方法，正确接
纳自己的伤痛，正确理解心理
咨询，学会了助人自助，拥有了
健康心灵。”咸宁职院党委书记
王继成介绍，此次心理剧大赛
目的是让该校师生更加关注自
己的心灵世界，让奋发向上的
正能量在我们的心中生根、开
花、结果。

咸宁职院

举办第八届校园心理剧大赛

业内人士认为，被植入了高科
技的隐形眼镜佩戴起来舒不舒服的
问题“应该不会是问题。”罗伊·赫塞
尔认为，隐形眼镜真正的发展潜力，
也是大公司热烈追求的目标，仍在
于把它作为一个显示器。这种显示
器能够追踪人眼球的运动，将图像
叠加在人的常规视觉上，提供一种
比Google Glass还要真切的、毫无
破绽的体验。

随着增强现实和隐形眼镜技术
日渐成熟，一旦实现内置摄像头和
屏幕，隐形眼镜将成为AR的“终极
平台”，远比当前基于护目镜的技术
更全能、更具沉浸感。

想象一下，假如将来“智能隐形
眼镜”技术得以普及，它将为人们的
生活起居提供极大的便利：你可以
通过佩戴隐形眼镜“眨眨眼”就打开
所有远程控制的设备，如手机、电
脑、汽车、空调等任何一件的私有物
品。

也有不少人担心，越是高科技
的产品，被黑客入侵的几率就越大，
无法想象贴近眼球的产品被黑客入
侵后会产生怎样严重的后果。

或者，在烛光晚餐的桌前，你以
为那是“眼波流转”，没准是在“调整
焦距、传输数据”以便快速判断你的

“前世今生”。
有媒体报道，美国军方早就有

意开发具有夜视功能的隐形眼镜，
配备特种部队使用。这种构想得到
了材料科学家的大力支持，这种技
术搭载“神奇材料”石墨烯来捕捉进
入红外光谱的光，将传统上尺寸很
大的探测器集成到小小的隐形眼镜
上。尽管目前这种技术提供的光放
大量还相当低，但未来应用潜力巨
大。 （本报综合）

多少秘密藏于双眼

科技 察观
◢

智能隐形眼镜智能隐形眼镜

何时何时““升级升级””你双眼你双眼

在电影《碟中谍4：幽灵协议》
中，最令人惊艳的一项高科技可能
要数特工特雷弗所佩戴的那款智能
隐形眼镜，特雷弗凭借它“眨眼间”
便巧妙地拍下了多份文件。因为它
的“出现”，过去谍战、枪战、警匪、科
幻、悬疑等大片中“偷拍机密文件”
的场景再也不会是让人心惊肉跳的

“桥段”。
听起来很酷。然而，11 月 21

日，据外媒报道，谷歌与诺华制药公
司合作开发的具有开创性的智能隐
形眼镜“进度稳定”，但由于后者营
业额下滑、高层变动等原因，已放弃

2016年开始临床测试自动对焦眼
镜的目标。

对于共同研发的“智能隐形眼
镜”项目，诺华药业发言人表示，“使
用这些镜片进行人体临床试验为时
尚早。整个流程将非常有技术难
度。两家公司都在共同研究，并将在
适当的时候公布最新进展。”

一时间，关于“谷歌智能隐形眼
镜黄了”的消息传遍网络。但记者
就此咨询了国内相关企业的负责
人，大多对智能隐形眼镜抱有乐观
态度，认为“从技术层面讲，只是时
间问题”。

其实，“谷歌智能眼镜黄了”的
消息并不能支撑“因技术难度过大
而放弃”的论断。处方眼镜在线零
售商EyeBuyDirect创始人和CEO
罗伊·赫塞尔（Roy Hessel）日前撰
文称，功能完备的隐形眼镜显示器
已经存在了很多年。事实上，2009
年就出现了隐形眼镜显示器，它能
够支持和控制64像素的可见阵列，
能够在人眼里小于一分钱硬币的面
积安全地运行和显示。

当前，多个国家的研究人员都
在争相捧这个技术“圣杯”。难怪有
人说，如果想预见未来，请走进专利
办公室吧！

2016 年，国际巨头公司如谷
歌、索尼、三星等都纷纷公布过提交
的“隐形眼镜”研发专利，尽管这些
创意和想法目前还停留在“PPT”阶
段，但正如罗伊·赫塞尔所说，得益
于材料学的进步，隐形眼镜的创新

即将迎来大爆发。随着科技巨头投
入重金开发新型隐形眼镜技术，智
能隐形眼镜的黄金时期即将到来。

新华社曾在今年8月报道，美国
华盛顿大学研究人员设计出可以实
时监控血糖的隐形眼镜，它通过检
测糖尿病患者的泪液来监控血糖，
一旦发现血糖降低，就会向智能手
机发送提醒消息。

薄薄的隐形眼镜是如何实现与
手机通信的呢？美国华盛顿大学负
责研究的电子工程师维克拉姆·伊
耶介绍说，它利用的是反向散射技
术，即让设备发射出去的电磁波碰
到目标后反射，同时携带回目标信
息。“智能隐形眼镜”本身不产生无
线网络信号，而是利用附近电子设
备的蓝牙装置。据了解，研究人员
还研制了一种能直接与手机通信的
可植入式神经记录仪，用来帮助治
疗帕金森病等。

这个1.55毫米厚的镜片寄托了
太多脑洞大开的“狂想”。正如很多

“智能产品”最终要跨越的不是“纯
技术”藩篱一样，智能隐形眼镜一旦
问世甚至普及，将会掀起难以预测
的社会伦理层面的巨大波澜。因此
说，以人类健康作为突破口研发智
能隐性眼镜技术，已经是科技巨头
们最温和的手段了。

尽管谷歌的智能隐形眼镜项目
搁浅，但是它并不是唯一深耕于此
的“探路人”。北京柏云健康科技创
始人欧阳俊这些年没少往国外跑，
作为致力于依靠大数据和互联网平
台创新糖尿病精准护理服务模式的
高科技企业，他们一直很关注国内
外在相关领域的研发成果。在欧阳
俊看来，“用泪液测血糖的智能隐形
眼镜的问世和推广应该只是时间问
题，目前该技术在准确度和稳定性

上有待加强。”
例如，泪液中的葡萄糖含量确

实是和血糖浓度紧密相关的，只是
目前并没有非常明确、定性的一一
对应的关系。想要得到准确的实时
血糖检测结果，致力于研发的科技
巨头还需要进一步和医疗机构进行
联合研究，也就是说跨行业的合作
必不可少。

另一方面，放入眼睛的“隐形镜
片”对材料的要求非常高，更何况还
要植入芯片，“如果让整个芯片电路
全部和眼球接触，制造难度会降低
一些，但对于原材料的要求就会大
大提高，实验成本也相应增加。而
如果仅仅保留检测血糖的传感器模
块和眼球接触，剩下所有部分全部
夹在隐性眼镜中间，那制造层面又
会存在新难题。”北京某电子信息研
究院所的研发人员告诉记者。

1.55毫米厚的实验场

本报讯 记者王莉报道：
日前，记者从市教育局获悉，
历时半年之久的“万名教师访
万家”活动已按要求圆满完
成。

据悉，今年5月20日，市教
育局向全市中小学和幼儿园下
发关于开展“万名教师访万家”
活动的通知，一场“万名教师访
万家”活动在全市全面展开。
活动旨在及时了解学生学习、
生活和思想状况，广泛征集家
长对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工作
的意见与建议，进一步密切家
校联系。

全市各中小学校、幼儿园
教师家访以实地走访为主要形
式，以班级为单位，班主任及其
他科任教师全员参加，覆盖全
部学生家庭。因特殊原因不能
实地家访的则利用书信家访、
电话家访、短信家访、网络家访
等辅助形式进行。

到目前为止，该活动已按
要求圆满完成，参加家访教师
共 20809 名，占教师总数的
95.1%，受家访的学生 384784
名，占学生总数的98.7%，实地
家访率达79.2%，征集家长意见
和建议18987条。

全市教育系统圆满完成

万名教师访万家活动

“谷歌们”没有放弃

在此之前，据钛媒体报道，韩国
科技研究院对外表示，他们研发出
的智能隐形眼镜上装有分析眼泪成
分的传感器和“纳米发电机”，眨眼
时会产生微小的电力，可以驱动隐

形眼镜对佩戴者是否有糖尿病及其
发展程度进行分析。研究院表示

“我们在传感器准确度方面领先于
谷歌”。该研究组预测，智能隐形眼
镜在五年之后能够实现商业化。

本报讯 记者王莉报道：
11月25日—26日，由市委宣传
部、市教育局等联合主办的全
市第二届师生经典诵读比赛圆
满落幕。

此次诵读比赛以“共筑中
国梦抒发爱国情”为主题，旨在
引导广大市民诵读中华经典、热
爱伟大祖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梦和“深入实施绿色崛起
战略，统筹推进小康、创新、绿
色、开放、幸福咸宁建设，打造中
国中部“绿心”和国际生态城市”
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来自全

市6个县市区及市直的36支代
表、近千人参与了比赛。

此次比赛是2016年双读系
列活动的重要内容，全市所有中
小学师生参与了经典诵读活动，
让师生市民在中华经典诵读活
动中感悟中华民族精忠爱国、团
结奋进、和谐友善、包容宽厚、自
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

最终，嘉鱼南嘉中学《少年
中国说》获中学组一等奖；市实
验小学《国歌颂》获小学组一等
奖；市实验小学《追寻英雄的足
迹》获得教师组一等奖。

我市第二届经典诵读大赛落幕

鄂南高中党委成功举行换届选举
本报讯 记者汪俊东、通讯员陈哲报道：11月30日，

鄂南高中党委换届选举大会在报告厅举行，大会成功选举
出鄂南高中新的领导班子和纪律检查委员会。

本次大会全面回顾、总结了鄂南高中自上一次党员大
会以来的工作，办学经验、办学特色、办学成果主要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成功实现了异地新建，化解了新建债务，圆
满解决了学校遗留问题，高考不断取得新突破，校园文化
建设迈上新台阶，办学质量和办学品位不断提升，较好地

服务了咸宁基础教育和地方经济发展，提升了咸宁的竞争
软实力和城市品位。他对下一阶段的工作进行了展望：加
强和改进学校党的建设，适应依法依规办学的新常态，加
强和改进招生工作，寻求教育教学质量的新突破口，全力
打造荆楚一流名校。

这是鄂高发展史上的一次盛会，也是一次振奋人心、
继往开来的盛会，它为鄂南高中打造荆楚一流名校进行了
一次思想和政治上的总动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