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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电水泥铺路不积雪
冬天下雪给人们出行带来不便。美国内布拉

斯加大学林肯分校土木工程专家克里斯·图安设计
了一种有导电性能的水泥，雪落在用这种水泥铺就
的路面上能自动融化。

这种水泥与普通水泥不同之处在于它的五分
之一材料是由金属薄片和碳颗粒组成的导电材
料。图安说，所有道路都用导电水泥铺的成本很
高，但导电水泥除雪成本比用化学药剂低得多，所
以，他建议在一些关键路面，如桥面或机场使用这
种水泥。内布拉斯加州首府林肯以南24公里的一
座桥的桥面铺了52块导电水泥板，使用10多年以
来融雪效果显著。美国联邦航空局最近在测试导
电水泥的性能，如果认为技术可行，考虑将其用于
铺机场“大门区”附近地面，因为那里是行李车、食
品车、垃圾车、燃料车等众多车辆集散的地方。图
安说：“他们说，如果我们能加热那种地面，就会少
很多与天气相关的晚点情况。”

人一紧张会左转
英国研究人员发现，焦虑的感觉会让人易于左

转，因为这时人的右脑很活跃。
英国肯特大学心理学院博士马里奥·韦克首次

把人脑两个半球的活跃度与人行走轨迹中的侧向
移动联系起来。在一个实验中，测试者被要求蒙上
眼睛、朝着房内先前看过的目标径直走过去。结果
显示，比较焦虑的人易于往左边走。

英国广播公司援引这一研究报道，这表明人类
大脑的两个半球与不同的动机系统相关联，这一研
究或有助于治疗单侧性空间忽略症。

捕蝇草也会数数
捕蝇草也会数数，而且靠这个本事“吃饭”，这

是德国维尔茨堡大学研究人员的发现。
生物学家赖纳·黑德里希领导的研究小组模拟

昆虫对捕蝇草的触碰，观察捕蝇草的反应。他们发
现，触碰一下就能被捕蝇草感应，使其进入“准备”
捕食状态，这时候捕蝇草还不能确定触碰是否意味
着猎物落网。触碰两下后，捕蝇草开始“收网”，更
多触碰使捕蝇草分泌一种激素，五下后，它开始分
泌消化酶和用于吸收营养的物质。黑德里希说：

“触碰次数的多少（向植物）传递关于挣扎猎物的大
小和所含营养含量的信息，使捕蝇草能平衡（捕食
的）成本与收益。”

研究人员还发现，几次触碰会刺激捕蝇草分泌
出吸收钠的物质。他们不清楚钠对捕蝇草有什么
用处，推测钠能帮助捕蝇草维持细胞的水平衡。研
究人员正在着手给捕蝇草的基因组排序，希望发现
更多与这种食肉植物的感应系统和所分泌化学物
质相关的线索，以及捕蝇草特性的进化过程。研究
报告发表于美国《当代生物学》半月刊。

为何手机不扛冻？
你有没有觉得手机到冬天耗电快？有时候，电

量显示还剩不少电，可是寒风里刚开机没多久就
“奄奄一息”了。

专家解释，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大部分手机
用的是锂离子电池，内部由一个正极、一个负极以
及在正负极之间的电解液组成。负极通过化学反
应析出锂离子，锂离子运动到正极的过程中产生电
流。在低温环境下，锂电池的化学反应速度放缓，
因此放电电流变小，电量下降。女性遇到这种现象
的情况更多，因为她们习惯把手机放在包里，而男
性通常把手机放在有一定保温作用的衣服口袋或
裤兜里。

英国手机专家罗布·克尔建议，要想让手机顺
利过冬，把它放在衣服内侧口袋，或者配个厚实些
的手机袋。

（本报综合）

都说“00后”一代是“新技术一
代”，我市不少中小学校的寒假作业
也充分结合了“00后”一代的社交特
点，布置了形式不同的新媒体应用等
寒假作业，寒假作业不再仅仅只依赖
纸和笔了。

在咸宁实验外国语学校的小学
部寒假菜单必修作业中，有一项作业
非常凸显新时代味道：参加“中国红
领巾”微信公众号举行的“红领巾开
学第一弹——捕捉新年的声音”有奖
征集活动。

对此，家长饶岸勇表示：如今新
媒体发展迅速，孩子作为社会的一份

子，能参与其中，了解新媒体的发展，
也算得上是跟上时代的脚步了。对
于学校的这道作业，儿子已经跟他交
流了几次，他们盘算着怎么样出彩出
新，赢得新年好彩头。

不仅如此，对于新技术的应用，
也成了寒假的选修内容：

有的选修作业则是要求学生在春
节期间，在班级群里发一段拜年视频；
春节，合家团圆，让学生学会用相机拍
一张全家福，以及记录小区的春联，将
自己做家务的片段拍成视频……

“近年来，国家教育部、省教育厅
关于减轻中小学课业负担提出了要

求，要求学校科学合理地布置寒暑假
作业。这样的个性化寒假作业，结合
学生生活实际，让学生自主选择，
掌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咸宁实验
外国语老师张丽娜表示，这
种变化也符合《国
家中长期教育改革
和发展规划纲要》
的精神，即倡导培
养青少年的实践
能 力 和 创 新 精
神，让他们在实
践中增长见识，
发展能力。

不再纸上谈兵，寒假作业悄然变脸
记者 王莉

16日上午，做完当天的寒假作业，家住璟湖
世纪城的李芸芸拿出一张卡纸和一盒画笔，要
开始她的寒假选修作业——给家人制作一张新
年祝福贺卡。

“爸爸，到了春节就是鸡年吗？那我要不要
在贺卡上画一只可爱的小鸡呢？”……伴随着父
女俩的对话，一种温馨的氛围油然而生。

李芸芸是咸宁实验外国语学校二年级学
生，12日，拿到这份“咸宁外校小学部菜单式寒
假作业”时，她惊喜地蹦了起来：“跟一年级一
样，今年过年肯定又很有趣。”

记者从这份菜单式寒假作业中看到，除开
制定寒假作息计划表、每天读课外书、完成寒假
作业之外，在选修作业中，充满着浓浓的年味：

在班级群里发一段拜年视频、给家人制作
一张新年祝福贺卡、制作“如何安全燃放烟花爆
竹”小报、用相机记录收集十副小区里的春联、
自编或和家人一起写一副对联等都是选修作业
里的内容。

很多家长看到寒假作业菜单，纷纷表示：相
比以前的寒假“题海战术”，如今的特色寒假作
业显得年味十足。

家长李远志说，如今过年，越来越多的人感
觉年味儿淡了，寒假刚好贯穿整个春节，让孩子
们在过寒假的时候，还能与我国的传统节日结
合起来，让孩子们不忘传统、传承国粹，的确能
丰富孩子假期生活。

他建议：对孩子来说，年味里包含的传统文
化和亲情维系不能丢失。家长们要从自己做
起，春节和孩子一起重拾老年俗，将美好的传统
延续下去。

15日，对于就读市实验小学三年
级的甘晓瑞来说，是一个难忘的日
子：这一天，她和班上30多个同学一
道，前往咸安区桂花镇桂花福利院，
进行此次寒假的一项选修实践作业
——去福利院做义工。

家长李娟说，甘晓瑞是家里的独
生女，平时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从来
都是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我希望
她能做一个有爱心、尊敬长辈的好孩
子，所以，有去福利院做义工的机会，
我第一个给她报了名，我觉得去福利
院做义工很有意义。”李娟说。

15号当天，甘晓瑞和班上的同学
一道，在福利院里积极地扫地、倒垃
圾、给老人们发水果，做事很主动，受
到很多义工的称赞。

不仅如此，恰逢腊月，这群孩子
们还在福利院，给福利院的爷爷奶奶
包饺子、贴对联，甚至还临时组织了
一场小小的演出，有才艺的孩子纷纷
献艺，福利院里一片欢声笑语。

市民陈女士也带着8岁多的儿子
参加义工活动，完成了孩子的特色寒
假作业。“虽然活动时间很短，让孩子
了解福利院，学会关爱老人，对孩子

来说是一次很有意义的体验。”陈女
士表示，虽然家长很辛苦，但为了孩
子的成长，很乐意参加这些有意义的
活动。

更有家长表示：孩子从福利院回
来后，对于家里的家务，或者对待家
里的老人的态度，都有很大的转变，
懂事多了。

记者从其他学校还了解到：还有
些学校布置的人文选修作业是学做
一道具有家乡特色的菜肴，为父母做
家务，自学叠被子等，家长普遍反响
很好。

寻找年味感受传统节日▲1
▲2 感恩教育感知人文关怀

▲3 切合时代玩转新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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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热点

科技资讯

15日早上8点，咸宁市实验小学304
中队的38位可爱的孩子，在老师、家长和
咸宁义工协会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聚集在市
体育馆的大门口，这天，他们将去往咸安区
桂花镇社会福利院看望孤寡老人。

18辆义工车辆组成车队，一路打开双
闪，驱车前行。山里比外面显得要清冷一
些，来到福利院门口，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才
洒向这个小院。福利院负责人介绍，老人
们听说今天有一群孩子要来看望他们，一
早就已经守候在院子里。

孩子们的到来顿时让院子里热闹起

来。唱歌，跳舞，打拳，诗朗诵……丰富多
彩节目，让老人们连连叫好。

“爷爷，您嗑点瓜子”“奶奶，您吃点花
生”孩子们用自己的小手把带来的零食捧
到一个个老人手里。老人们欣赏着孩子们
自编自演的节目，脸上挂着开心的笑容。

与此同时，义工家长们有的在忙着给
老人们打扫房间，张贴对联，有的在厨房里
忙着包饺子。新贴上的对联增添了喜庆，
一筐筐的饺子包裹着满满的爱心。

时近中午，孩子们在义工家长的帮助
下，将热气腾腾的饺子端到爷爷奶奶的手

里。行动不便的老人，由义工家长们将饺
子一点一点地喂到老人嘴里，用行动教会
孩子爱。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孩子们在享受今
天的幸福生活的同时，要能牢记老一辈的
无私奉献，常怀感恩之心，培养孝心，爱心
和责任心。”市实验小学带队老师郑芳说，
此次福利院之行，主要是希望用行动让孩
子的小手牵起家长大手，老人们的大手，传
递温情，感受正能量。

“感恩的心，感谢有你……”活动接近
尾声，38个孩子和所有义工家长走到院子
中央的舞台，唱起这熟悉的旋律。孩子们
排着队，两人一组将准备好毛巾，袜子和糕
点一一双手递到爷爷奶奶的手中。在少先
队队旗下，孩子们右手举过头顶，关爱老
人，感恩社会的种子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
里播下。

福利院的小手牵大手
文/图 记者 甘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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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 血 专 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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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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