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校篇：充实自己，合理规划人生定位

教育 热点

家长咨询：
家长张新荣：本月月头，儿子就已经

放寒假回家了。这一个多月的时间，他
怎么打发？

家长徐强：女儿马上面临大学毕业
了，最后一个寒假，能做些什么对她职业
生涯有意义的事情？

专家支招：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咸宁职业技

术学院边素珍建议：高校的学生可以根
据自身情况，过一个有意义的寒假。

针对大一大二学生，她表示：大多数
学生选择宅在家里放松娱乐或是外出游
玩。除此以外，还有很多同学在兼职或
者是勤工俭学赚点外快，这样不但能锻
炼自己还能为下学期赚点生活补助。不
过边素珍建议，寒假期间，大学生们不能
把放松变成放纵，应该利用假期多读一
些书，多陪陪父母，多做些家务。

大三的学生还可以根据自己的情
况，备战考研或者考驾照来充实自己。
大三学生的寒假安排可以很丰富很有规
划，很多学生打算在大三的时候考驾照，
这样就能在假期拿到驾照，掌握一门技
能。而对于考研的学生来说，很多大三
学生已经从寒假开始备战，很多学生打
算寒假在家里好好看看考研书籍。

对于大四毕业生来说，这是他们最
后一个寒假了。相比于学弟学妹们，对
于即将毕业的大四学生而言，这个“最后
的寒假”显得特别重要。除了要完成论
文、实习任务、面临找工作等，一些参加
了考研的毕业生还得根据自身考试的情
况，做好复试和工作的两手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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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推动学校教育教育工作，激
发学生读书热情，增长知识，积淀校园文
化，树立正气，营造清风屡屡满校园的书香
氛围，近期咸宁市实验小学开展了“沐浴书
香，灵慧成长，师生同读一本书”活动，通过
师生同读一本书，给学生以一种榜样的力
量，用教师的阅读兴趣激发学生的阅读兴
趣，引导学生走进书中，感悟语言与生活，
让阅读成为伴随学生终生学习的习惯。读
书活动共分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各年级确定阅读书目，各班
级选出必读书目。

第二阶段，老师组织学生读书，引导孩
子掌握好的读书方法，鼓励学生在读书时
认真地做好读书笔记，要求学生经常交流
读书心得。在活动中还有很多家长也参与
到读书活动中。

第三阶段:开展丰富多彩的读书活动
成果展示 。读书活动成果分三个层次进
行展示。首先，开展全校语文教师观摩读
书交流会。交流会上，刘洁老师组织的《男
生贾里》读书交流会，精彩的课本剧表演，
丰富的情感诵读，让人耳目一新。同学们
畅所欲言，气氛活跃，给整场交流会平添了

诸多新元素；刘亚莉老师组织的《城南旧
事》读书交流会，作品辩论赛、作品人物配
音、作品辩论赛等，给老师们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观摩会后，副校长李娟萍就“师生同
读一本书”活动实施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其次，以年级为单位，统一时间举办班
级读书会，课程管理处和教师代表深入班
级观摩活动。同学们谈到了开展活动以来

阅读的收获，并向大家推荐怎样选择好书，
选择适合自己阅读的好书；怎样合理利用
课余时间，有序读书；并介绍了自己在家庭
中是怎样带动父母阅读的实际行动。

最后，各班出主题黑板报、制作读书小
报、读书推荐卡等，集中展示了学生们在读
书活动中的收获，

“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能积累语
言，丰富知识，而且能陶冶情操，受益终
生。本次活动更进一步激发了学生读书热
情，让学生在活动中体验了读书的乐趣。
据悉，广大师生将进一步深入开展读书学
习活动，在与大师对话，与高尚为伍，与经
典为友，与博览同行的过程中，建立起读书
明理，读书求知，读书成才的新风尚，努力
营造缕缕书香满校园的阅读氛围。

缕缕书香飘校园
——记市实验小学“师生同读一本书”活动

咸宁市实验小学 张海伦

交给学生一把金钥匙
——走进咸宁市实验小学

科技资讯
寒假生活，这道作业怎么做？

记者 王莉

幼小篇：合理安排，劳逸结合培养习惯

家长咨询：
家长杨女士：女儿上小学二年级了，

自己在上班，根本没时间管孩子，我想让
孩子学着独立一点。以前放寒假，我总是
把她送去爷爷奶奶家，但是女儿整天在家
看电视。我没时间管，又不想让她整天看
电视。很无奈。

家长陈璐：儿子在学校的时候每周都
拿优，可是每次放假后他晚上不睡，早上
不起，还不想做作业了，非要等到临开学
才赶作业。这该咋办？

专家支招：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咸宁职业技术

学院边素珍表示，要给孩子自由发挥的空
间，让他们尽早学会自我管理，学会独
立。家长可在假期开始时，带孩子去买几
本好书，并和孩子一起制定一套“寒假日

程计划”，每天都有写寒假作业、读课外
书、午睡和写一篇日记这四项内容，可根
据孩子兴趣把看电视等娱乐活动写进计
划里。

假期孩子最好还是要有专人照看，帮
助他们制定假期计划，继续养成良好的习
惯，如果条件不允许，选择托管孩子的一
定要考虑安全。

咸宁实验外国语学校老师王文辉
建议，寒假要科学分配时间，有计划性
地安排每天的书面作业，再多做一些阳
光体育运动。此外假期里家长们在督
促孩子学习时还要有一定的技巧：变直
截了当的批评说教为鼓励，孩子们需要
鼓励，可能家长的一句话、一个肯定的
眼神和一点点奖励都会带给孩子无限
的动力。

家长咨询：
家长李芸：孩子读初三，寒假来临，

对于学生和老师来说，忙碌了一个学期，
理应给大脑放个假，但是学习的任务也
不能被彻底放松，面对即将到来的2017
年中考，寒假要是不好好抓抓害怕过完
春节剩下的时间就不够复习了！另外，
是否可以安排课外辅导班课程？

家长高志雄：上了五个多月的课孩
子应该是很累了，假期想让孩子们好好
休息休息，但是又不敢让孩子太放松。
这个假期孩子要怎么过还没有规划好，
希望听听老师们的一些建议。

专家支招：

温泉中学冯文辉建议：寒假对于中
学生来说就自主了很多，假期作业老师
们安排得相对比较轻松，主要是靠学生
自己的学习安排。而最主要的是初三、
高三的同学们在寒假过后不久就要面临
升学考试，如何利用假期时间合理补习
就成了这个时段的重中之重。假期短，
科学分配时间是关键。

孩子上了五个多月的课，没有必要
在假期给学生安排太多课本上的东西，
但应该让孩子们有动手、动笔、动脑的活
动。学生需要时间自我调节，这种一张
一弛的调节符合孩子的心理需要和情感
需要，有利于孩子能够积蓄能量进行下

本周起，学生将正式开启寒假生活。学生们该如何度过一个劳逸结

合、“温故而知新”的寒假呢？近日，这些话题引起大家热议。

中学篇：提升自己，让假期效益最大化

潜水神器数秒内下潜近百米
对于潜水爱好者来说，下潜速度快些再快些、

水下观测时间长些再长些就好了。这一梦想也许
很快就能变成现实。

荷兰一家公司推出一款名为“奥尔特加潜艇”的
个人潜艇，号称是“世界上最快、最安全、功能最齐全
的可潜小艇”。它可搭载两三名潜水员，借助两个电
动引擎，数秒内下潜94.5米。潜艇水下航速最快可
达每小时20.4千米。此外，潜艇还有250升的储存
空间，可用于携带后备氧气，大大延长潜水时间。

根据英国建筑和设计网络杂志“德津”的报道，
这家公司已经制造出两艘原型，实测结果显示，两
艘潜艇能像电动小船一样在水面上航行，既快又
稳。按下潜水按钮，潜艇开始下潜。由于潜艇顶部
敞开，因此潜水员必须在入水前穿戴好潜水装置。
潜至水体底部，潜艇轻松停泊，就像在路边停车一
样。公司说，这种个人潜艇适用于生物学家、水下
考古专家、特种部队和潜水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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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技术利用阳光

将二氧化碳转化成甲烷
日本昭和壳牌石油公司日前宣布发明一项新

技术，可利用太阳光在常温常压下将二氧化碳和水
转化成甲烷等资源。

据昭和壳牌石油公司介绍，该公司首次利用燃
料电池中使用的气体扩散电极和新研发的催化剂，
在常温常压条件下仅利用太阳光就直接将水和二氧
化碳转化为甲烷和乙烯。该公司认为，这一技术是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和新能源合成领域的重要进展。

二氧化碳被视为全球变暖的元凶，二氧化碳减
排和再利用一直是全球热点。由于二氧化碳化学
性质比较稳定，将其转化为碳氢化合物比较困难。
此前的大多数研究都是先将二氧化碳溶解于水再
转换合成，但二氧化碳在水中的溶解度较低，因此
转化难度较大。

昭和壳牌石油公司计划到2030年研发出高效
率利用二氧化碳制造碳氢化合物和乙醇等的新技
术，更好地进行二氧化碳再利用。 （本报综合）

女性为啥更擅长“一心多用”
先前有研究显示，与男性相比，女性更擅长“一

心多用”。这是为什么呢？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学
院神经语言学实验室研究人员借助磁共振成像技
术揭开了其中秘密。

他们招募了140名健康志愿者，志愿者年龄在
20至65岁之间，69名男性，71名女性。研究人员
让志愿者完成一系列任务和测试，比如根据形状和
数量给物品分类、连线测验、记忆力测试等，同时用
磁共振成像技术扫描他们的脑部活动。所有人在
完成任务时都需要调动脑部背外侧前额叶、顶下小
叶、下枕回这三个区域协同运转。而扫描结果显
示，与女性相比，男性在完成多任务时，除了背外侧
前额叶要消耗更多能量，大脑还要再调动运动区域
和脑岛。这个处理过程使得男性在从一个任务转
向另一个任务时速度慢于女性。这种差别在20至
45岁的实验对象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研究人员
称，这一结果表明“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打开’注意
力的‘开关’，也不需为此调动更多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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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传80个PM2.5微粒就可以堵住一个肺泡

雾霾真会“堵死”我们的肺吗
“雾霾是一级致癌物。人一个肺有3亿个肺泡，80个PM2.5微粒可以堵死一个肺泡，当我

们生活的环境中PM2.5达到1155微克/立方米，一年就可堵死3000万个肺泡，3年堵死三分之

一个肺。”近日，这段短短150秒的雾霾侵入人体全过程视频，看得人们惊心动魄。然而，雾霾

真的会堵死我们的肺吗？它又是怎么危害人体健康的呢？

雾霾会“堵肺”？
会引发呼吸道阻塞或炎症

虽然雾霾危害人体，呼吸系统“首当其
冲”。“但80个PM2.5微粒可以堵死一个肺
泡的说法不科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中
日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二部副主任医
师万钧表示，雾霾颗粒对于人体的伤害并
不是机械性地“堵死”肺泡，而是粘附于肺
泡及小气道表面，进而诱发炎症，最终影响
气体交换或继发其他病变。

万钧解释说，雾霾里的PM2.5颗粒的
确可以通过人体的鼻腔、咽喉下行到支气
管、细支气管，再进入肺泡，但是这并不意
味着这些颗粒就会“堵死”肺泡，因为人体
本身有防止肺部感染的自我保护机制。首
先气管和支气管上皮都具有粘液纤毛，纤
毛向喉部方向快速摆动，慢速回摆，可将粘
液向喉部运送。纤毛上面的粘液分两层，

内层为溶胶，随纤毛摆动而运动，外层为不
吸水的凝胶，具有防止内层液体蒸发的作
用，因而形成了对吸入异物和颗粒的屏障
作用，粘着在气道粘膜上的颗粒由粘液纤
毛运送至咽部后被吞咽或咳出。另外，在
肺部还广泛分布着巨噬细胞，它具有超强
的防御功能，能够清除进入肺泡的颗粒
——先将颗粒吞噬，再通过溶酶体酶将其
分解清除。

“所以，在短期内，我们体内的保护机
制可以帮助我们清除掉这些吸入的颗粒，
但是长期反复大量地吸入，我们的纤毛系
统就会遭到破坏，吞噬细胞的功能也会下
降，从而导致对颗粒的清除能力下降，进而
造成一些慢性损伤。”万钧也表示，这些损
伤包括气道的上皮细胞形成慢性炎症、支
气管腺体增生、杯状细胞在气道分泌过多
粘液等，最终导致呼吸障碍。

万钧指出，PM2.5浓度增加可以导致呼

吸系统疾病死亡率上升这是不争的事实，但
是，“80个PM2.5微粒堵死一个肺泡”的“精
确”计量，目前国内国外都没有明确的医学
文献支持。国外开展PM2.5研究比我们早，
但他们至今也没有拿出如此“具体”的
PM2.5致病数量值。“现在已经肯定的是，
浓度越高，对人体的危害越大，但由于这涉
及长期的、大规模人群实验，具体的量值和
对人体具体的伤害，还没有准确数据。”

雾霾易“伤心”？
细颗粒物可诱发心血管疾病

虽然说雾霾会“堵肺”有些言过其实，
但雾霾却是真真容易“伤心”。著名心血管
领域专家胡大一教授说：“当人们长期暴露
在雾霾环境下，相当于新增了一个心血管
疾病危险因素，如同给心脏‘埋下地雷’。
同时，在短期暴露下，它又可以使尚不严重
的心血管斑块突然破裂，产生血栓，诱发急

性心肌梗死，成为一道‘导火线’。”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数据证明，

阴霾天中的颗粒污染物不仅会引发心肌梗
死，还会造成心肌缺血或损伤。美国调查
了2.5万名有心脏病或心脏不太好的人，发
现PM2.5增加10微克/立方米后，病人病
死率会提高10%—27%。

此外，PM2.5还是引起高血压多发的
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北京大学医学部公
共卫生学院教授潘小川发表论文称，“我们
利用时间系统分析研究，对搜集的数据进
行分析发现，PM2.5每立方米浓度增加10
微克，医院高血压类的急诊病人就会增加
8%，心血管疾病也会增多。”

胡大一指出，除了直接作用于心血管
系统，由雾霾引发的焦虑抑郁情绪也值得
关注，这些负面情绪也可导致一系列连锁
性心血管疾病。

（本报综合）

一轮的学习。
学生也可以在寒假找出学习的薄

弱环节后，根据自己的实际水平和学习
需求，选择适合的“家教”或学科补习。

但应注意到，过多的假期补课会产生厌
学心理，并容易发生重复训练。好的课
外辅导班和家教，可以提高学习能力，
但是不要过分依赖家教或辅导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