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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中小学多措并举

筑牢学生安全屏障
本报讯 通讯员胡新华、刘騉报道：适逢开学际，

安全摆第一。赤壁市各中小学在开学季，多措并举，为
学生筑牢安全屏障。

赤马港学校、中伙中学进行了2017年春季学校食
品安全专项监督检查活动，保障在校师生的饮食安全
与身体健康；营里小学、蒲圻三小、蒲纺一小举行了“安
全教育第一课”的主题班会活动，进行了上下学路上的
安全、校园活动安全、饮食安全等方面的教育，敲响了
安全警钟；凤凰山学校进一步健全校车安全管理的各
项制度，增强驾驶员安全意识，为学生的安全出行保驾
护航。

今春起，我市中小学
学费免收书本费

本报讯 记者王莉、通讯员袁震报道：“上学期报
名交了75元，这学期就只需要25元了。”2月12日是
中小学生报名的日子，家住天洁国际城的赵女士给孩
子报名发现连课本费都免了，感慨教育惠民政策越来
越好。

日前，记者从教育部门了解到，从今年春季学期
开始，我国统一对城乡义务教育学生（含民办学校学
生）免除学杂费、免费提供教科书、补助家庭经济困难
寄宿生生活费。此前，在农村义务教育公办学校就读
的学生，享受“两免一补”政策，即免收学杂费、免费提
供教科书课本费、对家庭困难住宿学生补助住宿生活
费。

对于城市居民，享受城市居民最低保障政策家庭
的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收课本费。进城务工农民随
迁子女在城市公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就读的，其收费
与城市居民子女执行同一政策，不收借读费。

据悉，去年城市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仅仅免除学
杂费，其收费内容包括课本费和作业本费。新政策实
施后，将有四类学生受益，包括：城市初中、小学学生
及进城务工子女；寄宿制学生；在民办学校就读的学
生；特殊教育学生。

记者从市直学校了解到，对于家庭经济困难的学
生，学校都启动了贫困生资助工作，只要学生提交申
请，通过相关审核，都可免去作业本费，住宿生还可以
免费就餐，甚至还有校服资助。

我市提前部署
确保春季开学安全

本报讯 记者王莉、通讯员袁震报道：8日下午，
市交警二大队与市教育局联合部署市直学校安全工
作，确保学校春季开学安全、有序、顺利、平安。

市教育局基教科相关负责人表示：要切实加强安
全管理和安全教育工作，在开学前开展安全排查，消
除安全隐患，确保安全平稳开学；要进一步规范办学
行为，严禁老师组织有偿补课，杜决任何违背师德师
风行为的发生；要积极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
育，开展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活动和文明校园创建工
作；统筹安排新学期开学工作，确保学校开学工作顺
利有序，开学后，各学校要上好安全第一课。

针对安全工作，校安全工作办公室负责人提出：
要明确各岗位安全职责，责任到人，层层落实；要抓好
课堂安全教育和家长教育；要抓好饮食安全、消防安
全、校车安全等重点工作。

丰富多彩的科技教育活动，带来
了喜人的科教活动成果。

2016年，学校参加了省科协举行
的多项竞赛活动，并取得了比较好的
成绩。参加机器人比赛，获得一等奖
1名，二等奖1名；参加七巧科技竞
赛，获得三等奖3名；参加科技创新大
赛获市级一等奖1名，三等奖1名，区
级一等奖3名。

参加32届科技创新大赛无线电
制作比赛，获二等奖3名，小发明获市
级一等奖3名，二等奖2名。

因此，学校先后评为咸安区科普
示范学校、咸宁市科普示范学校。

“这些看得见的成绩让人欣喜，
而那些看不见的成绩更让人欣喜。”

陆世安所说的“看不见的成绩”是在
科技教育活动中，给学生们所带来的
改变。

学校有个叫皮健宇的学生，好
动、学习不专心。去年，他参加了无
线电制作兴趣小组。此后，像变了一
个人似的，能够专心专注地学习，而
且一坐就是一两个小时。

陆世安称，无线电制作需要足够
的耐心和 细心，还要有条理性。皮健
宇正是在这样的要求下，慢慢改变
的。

学生的潜能和创造力也在活动
中被激活。杨轩懿是一个兴趣爱好
十分广泛的学生。他参加了机器人、
七巧板等多个兴趣小组。每次活动

中，他都能在老师讲解的基础上，加
上自己的创意。有一次，老师讲解了
避障机器人的搭建步骤后，他很快
搭建好，还为机器人装上了避障警
示灯等。

“每一个学生都有变化，
每个学生都有无限
潜能。”陆世安称，
正因为如此，学校
将进一步加大投
入，增添相应器
材，建设规模
较大的创客
教室，让更多
学生参与其
中。

▲3 科教成果很喜人

二号桥小学:搭建科技教育立交桥
记者 马丽 通讯员 陈人兢

当日，走进二号桥小学科技活动教室，记者
看到，桌面上摆满了学生们搭建好的机器人和
七巧板等作品……

“学生在这里研究、创作、分享、提升，把各
种创意转变为现实。”学校校长施志鹏拿起一个
绿色的小猫钥匙挂件介绍，这就是学生自己构
图后，再用3D打印机打印出来的。

施志鹏介绍，学校之所以选择发展科技教
育，是因为科技教育日趋重要。同时，也是为了
让孩子们升入初中后能更好地发展自己的兴趣
爱好。因此学校克服各项困难，逐步发展科技
教育。

发展科技教育需要一定资金保证，“而学校
规模较小，原有的资金力量只够维持学校正常
运营。”尽管如此，学校还是毫不吝啬地加大投
入。先后购买了机器人零部件、3D打印机、无人
飞机等设备，并专门腾出一间教室，供师生使
用。

设备解决了，摆在施志鹏面前的是另一个
难题，专业师资哪来？施志鹏将这个任务交给
了校工会主席陆世安。陆世安曾是学校数学和
自然科学老师，对科技活动有浓郁兴趣，平时也
研究一些科技产品。

学校还拨出专款，让陆世安和另外三名科
技辅导老师购买相关书籍、VCD学习资料等，还
多次派他们到武汉、上海等地培训、学习。

另外，还聘请多名全国全省全市知名度颇
高的科技老前辈来校，为师生们做报告、开讲
座，使师生多方面多层次地了解、认识当前科技
领域发生的巨大变化。

据介绍，近年来，该校在科技教育活动方面
的投入达十多万元。今年，学校想通过向外筹
集资金，改善硬件条件，提升软件质量，更进一
步促进学校科技教育发展。

陆世安介绍，每周三下午是徐晓
兴趣小组活动时间。学生们在科技
活动教室里，拼装机器人、七巧板，学
习动漫、游戏制作，操作无人机……
丰富多彩的活动中，科技素质和创造
力不断提升。

学校还推荐科普课外读物目录，
让学生课后和假期阅读，之后再召开

“读科普书体会交流”专题班会，推荐
优秀读书积极分子，全校进行总结，
并对在活动中表现突出的班级、个人

进行表彰奖励。通过学习交流，让学
生更热爱科学、学习科学、钻研科学，
进一步提高科学素养。

学校还通过校会、升旗仪式、班
会、团队活动等进行教育，开展形式
多样的科技、环保教育与实践活动。
如：组织少先队环保小卫士；评选科
技环保小明星、科技环保值周生；开
展绿化角创建；利用植物净化室内环
境、进行环保知识竞赛等。

学校利用广播、墙报、橱窗、主题

班队会等宣传手段对学生宣传科普
知识、科技信息。如学校广播站定期
向学生播送科技信息、科普故事。

每年下半年，学校会举办科技活
动月，开展形式生动、青少年乐于参
与、内容丰富的科普活动。

“丰富多彩的科技活动，激发了
学生爱科学、用科学的兴趣，培养了
学生各种技能和创新意识，充分发挥
了学生的潜能，提高了学生的动手操
作能力。”陆世安称。

科技活动很丰富▲2
科教投入不吝啬▲1

20152015 年年 99
月月，，温泉二号桥小学响应上级号召温泉二号桥小学响应上级号召，，在在

学校开展科技创新教育活动学校开展科技创新教育活动，，陆续成立无线电制陆续成立无线电制
作作、、游戏编程游戏编程、、机器人机器人、、航天航模等兴趣小组航天航模等兴趣小组。。
20162016年年，，该校参加全市科技创新大赛该校参加全市科技创新大赛、、湖北省科协机器湖北省科协机器

人及七巧板科技竞赛人及七巧板科技竞赛、、湖北省电教馆机器人比赛湖北省电教馆机器人比赛，，获得多项一等获得多项一等
奖和二等奖奖和二等奖；；

同年同年，，该校被评为市科普示范学校该校被评为市科普示范学校、、咸安区科普示范学校咸安区科普示范学校
…………

一所普通小学的科技教育一所普通小学的科技教育，，是如何在两年间获得如是如何在两年间获得如
此成绩的此成绩的？？1313日日，，带着这个问题带着这个问题，，记者走记者走

访了二号桥小学访了二号桥小学。。

教育 热点

“空气墨水”：把雾霾变成艺术

雾霾一言不合就大举袭城，能不能把污染空气的雾霾元凶
变为有用的东西甚至充满艺术灵感的美好事物呢？

此前有发明家用PM2.5颗粒打造出钻石戒指；这次麻省理
工学院的一群“学霸”脑洞一开，开发了用空气污染物制作的

“空气墨水”（AIR-INK）和马克笔。让书写、绘画这样的创意行
为也能为环境保护献上一份力，是不是很棒？

“空气墨水”由污染空气的颗粒物质制成，也就是日常生活

中我们看到的从汽车排气管、烟囱、发电机等各处排出的未燃
碳烟灰。

生产“空气墨水”总共需要三步。第一步是收集烟灰。廉
价的碳素黑墨水通过有意燃烧化石燃料生产，而“空气墨水”则
与之不同，后者使用了专利装置KAALINK来获取已经排放在
空气中的烟灰。KAALINK可以装在汽车和发电机排气管上，
以便获取外排的污染物。只需45分钟，KAALINK就可以收集
能制成1液盎司墨水的污染物原料，足够制作一只“空气墨水”
马克笔。

第二步，收集起来的烟灰会经过一系列专利工艺处理，以
去除其中的重金属和致癌物，最终生成精炼的富碳色素。

最后，生产出来的碳被用于制作不同类型的墨水和颜料。
目前“空气墨水”系列产品共分为两类，一类是马克笔，有

四种规格可供选择，另一类是150毫升的丝网印刷墨水。该团
队称，所有产品都严格采用工业级标准制作，具有较高的安全
性，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们在6个月的使用过程中未发生任何问
题。同时，产品也支持替换芯、质量可靠且防水。

其中，2毫米的圆头马克笔可用于对笔触精细度要求较高
的画作，由相当于40分钟尾气排放量的污染物制成；15毫米、
30毫米、50毫米的尖头马克笔可用于绘制曲线；丝网印刷墨水
顾名思义，主要用于丝网印刷。

“空气墨水”项目最初起源于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一
次实验。当时的目的是为了用蜡烛烟灰开发手持印刷机的油墨，
研发团队认为环保人士和艺术家会欢迎这样的绿色产品。

2014年，研发团队在饱受空气污染侵害的印度城市德里和
班加罗尔进行了两次技术迭代，将创意想法深化，并制作了样
品，也看到了该项目产生全球影响力的潜力。

随后，研发团队开始从汽车引擎还有其他渠道收集空气污
染物，并将其制作成墨水。

2016年6月，来自世界各地的一大批环保人士和艺术家参
与到了这一项目中来，大大提高了项目的知名度。

目前，该项目正在美国众筹网站Kickstarter进行众筹，为
未来改进KAALINK装置、提高产量做准备。如果众筹项目成
功，团队还会继续研发基于脱模油的绘画颜料、布彩颜料、户外
颜料等，让更多的人在创造自己喜好的作品时也为地球降低碳
排放量。 （本报综合）

▲用空气污染物制成的“空气墨水”。

▲用“空气墨水”绘制的头盔、鞋子、手提袋等。

崇阳县教育局

从严从快查处违规违纪行为
本报讯 通讯员廖金义报道：日前，崇阳县教育

局从严从快查处两名违规参与宴请的党员干部。
接崇阳县纪委2017年第1期通报，教育系统有两

名党员干部违规参与了他人违规操办的寿宴。该局
纪检监察室迅速介入调查，经查实，违规参与宴请的
两所学校负责人邓某和周某分别赠送礼金400元。邓
某和周某身为学校校长，在局党委多次重申相关纪律
要求后，仍置若罔闻、顶风而上，接受非亲友的宴请，
严重违反了相关规定，损害了学校和教师形象。为教
育本人，告诫他人，该局党委责令邓某和周某写出书
面检讨，对两人进行纪律约谈并予以通报批评。

每日科学网13日消息称，国际天文学家团
队发布了迄今最大的一项系外行星观测结果。
团队利用径向速度法检测到超过100个潜在的
系外行星，包括一颗非常近的、距离地球仅8.1
光年左右的行星。相关论文发表在最近一期
《天文学期刊》上。

径向速度法是目前发现和确认行星的最成
功且最有效的技术之一。径向速度法找寻的线
索，是恒星母星相对地球发生远近运动时，行星
及其卫星受其影响所产生的微小波动。变化虽
然小，但使用现代的光谱仪已可以检测出低至1
米/秒的速度变化。一般来讲，这种方法的成功
与否与行星的远近无关，但由于需要高精度的
高信噪比，因此通常适用于搜罗我们地球附近
那些距离不超过160光年的星体。

此次向公众发布的数据，是为期20年的行
星狩猎行动的一部分。团队除了使用径向速度
法这一理论武器，同时还利用了位于夏威夷的
凯 克 天 文 台 高 分 辨 率 阶 梯 光 栅 光 谱 仪
（HIRES），其已成为相关领域的主力工具。科
学家们整合了超过1600颗行星以及接近61000
次独立测量的数据，获得迄今为止最好的一次
系外行星搜寻结果。

该报告执行了非常严格的标准，最终发现
了超过100个新的系外行星“候选者”。其中令
人瞩目的是一颗行星GJ 411b，围绕恒星GJ
411旋转，这颗恒星距离我们太阳非常近，质量
约为太阳的40％。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研究人
员史蒂夫·沃格特表示，这项新贡献将从根本上
改变人们看待宇宙和地球自身的方式。团队希
望打破传统，将HIRES数据与现有观测结合在
一起，以继续追踪潜在的行星信号。

系外行星家族再添
百余“候选者”

最近一颗距地球仅8.1光年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