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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脑袋大或为基因突变
相比其他灵长类动物，人类的脑袋相对较大。

德国科学家最近发现，这可能源于远古时代人类的
一次基因突变。

人类在进化过程中脑袋变大，得以储存更多信
息，但也加大了分娩风险。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分
子细胞生物学和遗传学研究所科学家去年锁定一
种基因，发现它与人类大脑新皮质这个区域的不断
扩大有关。这种基因大约出现在500万至600万年
前，当时人类已经进化为不同于黑猩猩等灵长类动
物的新物种。

科学家最近又发现，一次称之为点突变的微小
变化改变了这种基因的功能，开启了人类大脑新皮
质的扩张进程。这显著增加了这一区域脑细胞的
数量，为人类大脑变大铺路。

“人类某个特定基因的点突变让相关干细胞得
以扩张，让脑袋变得更大，”研究所科学家威兰·赫
特纳告诉英国广播公司。相关研究结果发表在最
新出版的美国《科学进展》杂志。

在600万年前至 200万年前，人类祖先开始
直立行走并能使用简单工具，与此同时，脑容量
开始增大。到了80万年前，人类祖先的脑袋进
一步变大，令他们得以适应变化的环境。不过，
围绕早期人类如何进化出大脑袋，仍有很多未解
之谜。

只需贴张“纳米膜”

普通眼镜也能夜视
战争电影里常见的夜视镜看起来很酷，但又略

显笨重。科研人员在纳米晶体研究中的一项新成
果，有望在未来让普通眼镜只需“贴膜”，就可轻松

“变身”夜视镜。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在美国《纳

米通讯》月刊上报告说，他们对光的传播特性特别
是纳米尺度上光与其他物体的相互作用进行了深
入研究，并据此开发出一种具有高透光性的纳米半
导体材料，其中的纳米晶体大小仅相当于头发丝粗
细的约五百分之一。

研究人员利用这种材料超轻薄、高透光的特
点，将其制成一种薄膜贴在普通眼镜上，使之具备
夜视功能。

参与这项研究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德拉
戈米尔·内舍夫介绍说，除了制作超轻、便捷的夜视
镜，由于这种纳米晶体可以传输高强光和设计复杂
光束，未来还有望用于制作全息影像，以及用于钞
票防伪技术、医学成像等。

(本报综合）

12日，在温泉中学流动科技馆里，胸前
挂着“中国流动科技展咸宁市巡展温泉中
学站讲解员”的几名学生正在为前来参观
的人讲解每个科技仪器的原理。

这些小小讲解员的解说逻辑严密、生
动形象，频频引起参观者的赞许。这些刚
上初中的孩子，是在初三物理老师魏琴的
指导鼓励下，提前掌握了高年级的知识点，
并通过实践，将这些科技转化成实际的生
活应用。

魏琴是该校无线电兴趣小组和机器
人小组的指导老师，连续几届带领学生
参加全省的无线电大赛，并取得出色成
绩。

今年秋季刚开学的时候，教初三
物理的魏琴就来到初一年级组“招兵
买马”：“初三年级学习压力比较大，要
培养孩子的兴趣，只有从初一抓起。”

一个20人的无线电兴趣小组很
快拉起来了。看着这群兴致盎然的孩
子，魏琴心里非常欣慰。当下，很多家
长都有这样的误解：除了学习，不要搞
其他虚头巴脑的兴趣，而这些孩子凭
着兴趣，自愿而来，确实让魏琴看到了
希望。

学生郑成南的变化让魏琴印象深
刻。据郑成南妈妈反映：以前他的专

注力不够，听讲不认真，成绩也不理想。自
从进入无线电兴趣小组后，对科技感兴趣
的他像是变了一个人。

展示室里，自制门铃、音响、小夜灯、温
度传感器，甚至连无线话筒、对讲机，都是
出自这些刚上初一的学生之手。“就连这个
流动科技馆的讲解工作，也是这几个孩子
利用课余时间，自己搜索科技知识并反复
练习才达到这样的程度的。”魏琴说，初中
生搞科技，对他们的学习有好处。无线电
制作锻炼了他们自学的能力，通过动手来
把理论转化成实践，既生动又难忘，是实践
出真知。

在温泉中学七年级，有一个被同学
称之为“机器人小王子”的学生，这个学
生四年级开始接触无线电，五年级开始
接触机器人，六年级取得了全省机器人
大赛的冠军。他就是该校七年级学生陈
文彬。

陈文彬接触科技，是源于小学四年
级的科学课。那个时候，老师想在班上
找几个有兴趣的同学，组成科技小组。
陈文彬自告奋勇，报名参加。

一开始，陈文彬接触到的是显微镜
和无线电焊接方面的知识，显微镜能让
人看到微观世界的神奇，无线电焊接更
是奇妙，通过把几个元器件进行焊接组

合，变能幻化成对生活中有用的小
物品。

那段时间，除了看老师演示，陈
文彬还经常跟爸爸一起在网上搜专
业的视频来学习。后来，陈文彬的
家里经常出现一些他自己亲手焊接
的小玩意，小夜灯、小门铃等。爸爸
妈妈看在眼里，觉得同意他参加无
线电小组是对的，但是看着儿子被
焊接烫伤的手，他们又心疼不已。

五年级，陈文彬接触到了机器
人编程；六年级的时候，他就拿到了

全省机器人大赛一等奖。
在比赛场地里，陈文彬告诉记者，根

据赛道不同，还有转弯角度的度数，计算
也不同，要把这些数据口算出来，再把赛
道值输入电脑编程，这样才能完成机器
人大赛的准备，机器人就能比赛了。

说起未来的梦想，陈文彬直言：
“我想创造出自己的机器人，能代替高
危工作者工作的机器人。”原来，陈文
彬的爸爸是国家电网的一名电工，因
为工作性质，陈文彬平时听爸爸讲他
们在建电塔时不免会发生一些意外，
陈文彬就想早点创造出能代替爸爸工
作的机器人来。

全省机器人大赛冠军陈文彬：

人称“机器人小王子”
图/文 记者 王莉

无线电小组指导老师魏琴：

让学生向梦想出发
图/文 记者 王莉

本报讯 记者王莉报道：为培养学生
的创造精神和实践能力，推进学校的科学
普及活动与科技创新活动的开展，12日，温
泉中学首届科技节拉开帷幕。

据介绍，主题为“体验、创新、成长”的科
技节前后持续5天，活动既安排了学生动手
的项目，如制作火箭和飞机模型等；又有亲
身体验的活动，如3D打印展示活动、机器人

制作创新活动、参观流动科技馆、看科幻电
影、纸飞机制作表演、科学小制作、科普知识
竞赛等。

在该校操场上，当51枚由该校学生亲
手制作的火箭一起飞向空中，该校8年级
学生熊高旭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说：“科
技节让我们能够真正地接近科学、走进科
学，我要努力提高自己的科学素养、创新精

神和实践能力，争取在下一届科技节上展
示自己的科技创作。”

该校教科处主任冯文辉介绍，校园科
技文化节的开展，对引领校园文化，弘扬科
学精神，增强创新意识，强化技能培养，提
高学生综合素质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
既是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一次集中检阅，
也是充分展示学校素质成果、营造高雅校

园文化氛围，发掘艺术新秀的重要途径，更
是学校师生精神面貌、信念追求、和谐发展
的美好再现。在此次活动中，全校41个班
共2400余名学生参加。

弘扬创新精神 提高综合素质

温泉中学举办首届科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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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偿献血倡议书

亲爱的咸宁市民：
您可知道，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的实施、医疗
条件大为改善，加上交通事故频发、肿
瘤发病率上升，人口老龄化等因素导
致就诊人次大增，无偿献血增速赶不
上临床用血量的增速，采供失衡矛盾
突出。我市每年需要3万多人次献

血，也就是每天需要100人次献血才
能满足临床需要，这么大的用血量只
有通过公民无偿献血才能保证。为
此，我们倡议：广大市民，积极的“捐献
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
命”。

科学献血有益健康。最新科学
实验表明，坚持定期适量献血不但对
身体无害，而且有益于身心健康。献
血可以降低血液黏稠度，减少心脑血
管系统疾病的发病率；献血能促进血
液新陈代请谢，增加年轻血细胞比
例，使人头脑清醒，更具活力；减少肿
瘤病的发生率。无偿献血者用自己
的热血与爱心扶起他人生命的希望，
促进人们精神境界的升华。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无偿献

血，健康储蓄。无偿献血量600毫升
以下，本人免费享用两倍量的医疗用
血。无偿献血量600毫升以上，本人
免费享用三倍量的医疗用血。无偿献
血量1000毫升以上，本人免费享用无
限量的医疗用血。无偿献血者的配
偶、父母、子女可免费享用等量的医疗
用血，市中心血站负责报销血费。

您可知道，现在临床用血量大，街
头献血量不足，血液库存紧张。市民
朋友们，为了病榻前病患渴望的眼神，
为了手术台前医生焦急的期盼，让我
们人人都献出一点“血”，用涓涓细流
汇成不息的生命长河，使人道、互助、
无私、奉献的民族精神闪光！
献血热线：8256078；8265998
咸宁市献血委员会办公室

胎动变化是孕妇了解胎儿安危的
客观指标，通过胎动计数可初步判断
胎儿在宫内的安危。但是很多准妈妈
们并不清楚胎动计数的正确方法。下
面我们来向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如何
自计胎动。

正常情况下，妊娠20周左右孕妇
便感觉到有胎动，20周后胎动次数逐
渐增多，到28～32周时达高峰，32周
后又逐渐减少，过期妊娠(孕42周后)
胎动次数减少更为明显。胎动变化规
律具有“生物钟”的现象，在一天之内
胎动次数有变化，上午8～12时胎动

均匀，以后逐渐减少，下午2～3时减
至最少，晚上 8～11 时又增加至最
多。当宫内缺氧或应用镇静药时，胎
动次数减少或消失。

胎动计数的方法是：从怀孕7个
月(孕28周)至临产为止，由孕妇自己
数胎动的次数。每日早、中、晚各记胎
动次数1次，每次记1小时。将早、
中、晚3次记录的胎动次数相加，再乘
以4，就等于12小时的胎动次数。

胎动次数在12小时内一般为30
次，这说明胎儿在子宫内的情况良
好。如果次数为20次或12小时内的
胎动次数比原来减少50%，说明胎儿
在宫内有缺氧的现象，应立即就诊，不
能等待胎动消失才到医院检查。胎动
消失说明胎儿在子宫内严重缺氧，很
快就会死亡，应立即到医院就诊。

辨别异常胎动：如果12小时胎动
少于20次，则为异常；少于10次，则
表明胎儿有危险，在子宫内有缺氧现
象。如果在一段时间内胎动超过正常

次数，胎动频繁，或无间歇地躁动，也
是宫内缺氧的表现。胎动次数明显减
少直至停止，是胎儿在宫内重度窒息
的信号。异常胎动是因病理情况和功
能障碍，如脐带绕颈较紧、胎盘功能障
碍，或孕妇不正常用药及外界的不良
刺激等，导致胎儿在子宫内缺氧。当
胎儿的生命受到威胁时，胎儿便出现
异常的胎动，不仅表现在次数上，而且
还体现在性质上，如强列的、持续不停
的推扭样的胎动或踢动，甚或是微弱
的胎动，这些都是不祥之兆。异常胎
动，应及时就诊。

孕晚期准妈妈自计胎动简单、方
便、经济、有效，是判断胎儿宫内安危
的一种重要监测方法。一旦出现异
常，应及时到医院就诊，以保障母婴安
全。

（叶青）

咸宁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
咨询电话：0715-8150489

关注妇幼健康 关爱妇女儿童

咸宁市妇幼保健院咸宁市妇幼保健院咸宁市妇幼保健院咸宁市妇幼保健院咸宁市妇幼保健院咸宁市妇幼保健院咸宁市妇幼保健院咸宁市妇幼保健院咸宁市妇幼保健院咸宁市妇幼保健院咸宁市妇幼保健院咸宁市妇幼保健院咸宁市妇幼保健院咸宁市妇幼保健院咸宁市妇幼保健院咸宁市妇幼保健院咸宁市妇幼保健院咸宁市妇幼保健院咸宁市妇幼保健院咸宁市妇幼保健院咸宁市妇幼保健院咸宁市妇幼保健院咸宁市妇幼保健院咸宁市妇幼保健院咸宁市妇幼保健院咸宁市妇幼保健院咸宁市妇幼保健院咸宁市妇幼保健院咸宁市妇幼保健院咸宁市妇幼保健院咸宁市妇幼保健院咸宁市妇幼保健院咸宁市妇幼保健院咸宁市妇幼保健院咸宁市妇幼保健院咸宁市妇幼保健院咸宁市妇幼保健院咸宁市妇幼保健院咸宁市妇幼保健院咸宁市妇幼保健院咸宁市妇幼保健院咸宁市妇幼保健院咸宁市妇幼保健院咸宁市妇幼保健院咸宁市妇幼保健院咸宁市妇幼保健院咸宁市妇幼保健院咸宁市妇幼保健院咸宁市妇幼保健院咸宁市妇幼保健院咸宁市妇幼保健院咸宁市妇幼保健院咸宁市妇幼保健院咸宁市妇幼保健院咸宁市妇幼保健院咸宁市妇幼保健院咸宁市妇幼保健院咸宁市妇幼保健院咸宁市妇幼保健院咸宁市妇幼保健院咸宁市妇幼保健院咸宁市妇幼保健院
咸宁市妇女儿童医院咸宁市妇女儿童医院咸宁市妇女儿童医院咸宁市妇女儿童医院咸宁市妇女儿童医院咸宁市妇女儿童医院咸宁市妇女儿童医院咸宁市妇女儿童医院咸宁市妇女儿童医院咸宁市妇女儿童医院咸宁市妇女儿童医院咸宁市妇女儿童医院咸宁市妇女儿童医院咸宁市妇女儿童医院咸宁市妇女儿童医院咸宁市妇女儿童医院咸宁市妇女儿童医院咸宁市妇女儿童医院咸宁市妇女儿童医院咸宁市妇女儿童医院咸宁市妇女儿童医院咸宁市妇女儿童医院咸宁市妇女儿童医院咸宁市妇女儿童医院咸宁市妇女儿童医院咸宁市妇女儿童医院咸宁市妇女儿童医院咸宁市妇女儿童医院咸宁市妇女儿童医院咸宁市妇女儿童医院咸宁市妇女儿童医院咸宁市妇女儿童医院咸宁市妇女儿童医院咸宁市妇女儿童医院咸宁市妇女儿童医院咸宁市妇女儿童医院咸宁市妇女儿童医院咸宁市妇女儿童医院咸宁市妇女儿童医院咸宁市妇女儿童医院咸宁市妇女儿童医院咸宁市妇女儿童医院咸宁市妇女儿童医院咸宁市妇女儿童医院咸宁市妇女儿童医院咸宁市妇女儿童医院咸宁市妇女儿童医院咸宁市妇女儿童医院咸宁市妇女儿童医院咸宁市妇女儿童医院咸宁市妇女儿童医院咸宁市妇女儿童医院咸宁市妇女儿童医院咸宁市妇女儿童医院咸宁市妇女儿童医院咸宁市妇女儿童医院咸宁市妇女儿童医院咸宁市妇女儿童医院咸宁市妇女儿童医院咸宁市妇女儿童医院咸宁市妇女儿童医院咸宁市妇女儿童医院

咸宁市银泉大道咸宁市银泉大道743743号号 电话电话：：07150715－－81077938107793

准妈妈如何自计胎动

本报讯 通讯员 胡亮霞、黄齐
智报道：为了弘扬中华民族敬老、爱
老、尊老的传统美德，12月8日下午，
通城县地税局税源管理六分局党员
干部走进麦市镇福利院开展“暖冬行
动”志愿服务活动，给困难老人们送
去温暖和欢乐。

该分局党员干部们带着暖手
袋、保暖毯、热水袋、水果等生活用
品，为老人们送去冬日的问候和浓
浓的关爱。他们帮孤寡老人打扫卫

生，陪老人聊天，详细询问老人们的
身体状况，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让
老人们在冬日里，感受党的温暖关
怀，用真诚的行动换来了老人们幸
福的笑容。

今年来，通城县地税局税源管理
六分局党支部结合“主题党日+”活
动，积极打造“崇善”文化，经常性地
开展敬老慰困活动，用实际行动践行

“两学一做”，推动分局精神文明建设
开创新局面。

“暖冬行动”暖人心

本报讯 通讯员李娇报道：“过
去，在国税交完增值税，还要跑地税
交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等，如果遇上
办税高峰，半天也跑不下来。现在，
国税地税联合办税，10分钟搞定，省
心又省力!”昨日，在通城国税地税联
合办税厅，从业25年的会计黄艳娥
为国地税“一窗式”服务拍手称好。

今年以来，通城县地方税务局携
手国税部门深化合作，在县政务中心
联合办税服务厅设置6个联合办税
窗口，互派人员进驻办理涉税事宜。

据统计，截至今年11月底，地税局实
现“一窗式”联合办税以来，共办理国
地税相关业务4768笔，其中代开增
值税普通发票185份，受理二手房交
易 122 件，代征增值税 1028971.8
元。

通城县地税局将进一步深化国
地税联合办税，实现服务一个标准，
征管一个流程，执法一把尺子，真正
做到了“进一家门，办两家事”，最大
限度便利纳税人，让纳税人节约办税
时间，降低办税成本。

“联合办税”显成效 赤壁地税：两抓两硬促落实
为抓实党建及党风廉政建设，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近日，赤壁

市地税局就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及重点工作落实情况进行逐项销号，各分
局、各科室分析工作未落实的原因并提出改进措施和时限，进一步增强
班子成员及各单位负责人“一岗双责”意识，做到“两手抓”、“两手硬”，确
保各项工作统筹推进。

同时，该局要求各分局、各科室围绕当前重点工作，明确工作方向，
狠抓工作落实，要将“两个责任”落实摆在最重要的位置，从上到下要驰
而不息抓好党建和党风廉政建设，扎实有效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和
《条例》学习，不遗余力组织收入，求真务实抓税收征管，创新思维搞好纳
税服务，善始善终抓好年终工作收尾，将压实“两个责任”贯彻到全年工
作的始终。在工作中要做到真抓实干、能抓会干。 （吴学军）

交房公告
尊敬的天洁国际城业主：

天洁国际城·巴黎城17#、18#、19#、20#、21#、22#、24#、25#、26#、
27#、28#、29#楼共12栋多层6+1楼房现已达到交房标准，交房时间从
2016年12月30日起分批次交房，请您持交房通知书、购房合同、票据等
相关资料到天洁国际城·巴黎城“咸宁天洁物业有限公司”办理交房手
续。为了您交房顺利，请您仔细阅读《交房通知书》、《交房须知》，不明之
处请致电查询：

营销部：0715—8208888、8209666
物业公司：0715-8151588

天洁集团湖北置业有限公司
咸宁天洁物业有限公司
2016年12月16日

通城县国家税收研究会遗失社会团
体法人登记证书，登记证号：014，法人代
表：葛旭明，特声明作废。

嘉鱼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遗失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鱼县支行预算
单位专用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正、副本，
核准号：Z5363000003801，特声明作废。

赤壁市银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遗
失两份湖北省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书，证
号分别为：鄂赤房开字（2015）014号、鄂
赤房开字（2013）032号，特声明作废。

嘉鱼县红四方养殖专业合作社遗失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
422322NA000118X，特声明作废。

咸安区光明渔苗基地遗失湖北省国
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网络版）4份，发
票 代 码 ：142121313002，发 票 号 码 ：
00238631-00238634，特声明作废。

刘吉平遗失就业失业登记证，编号：
4212022012000170，特声明作废。

崇阳县恒博织布厂遗失税务登记证
正本，证号：421223770798223，特声明
作废。

吴雄飞遗失道路运输驾驶员从业资
格证，原证编号：420000926713，特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注销公告
咸宁市金中源电业有

限 公 司 （ 注 册 号 ：
91421200576960717X）
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
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请债权人于本公告见报之
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咸宁市金中源电业有

限公司
2016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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