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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山县镇南中学

学校安全10年零事故
本报讯 通讯员张远杰、谢武兵、朱必钦报道：通

山县通羊镇镇南中学“五措施”抓安全，10年零事故，
确保了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

该校1400余名学生，24个班，地处老城区人口稠
密地段，校园前门是交通大道，校园后门是大桥河堤，
地处事故易发地段。为了确保学生人身、财产安全，该
校把安全工作当重中之重的大事来抓，采取五条有效
措施，从健全领导、明确责任、饮食安全、购置安全设
备、广泛宣传5个方面，加大安全监管，强化安全措施，
提高防患意识，实现10年安全零事故。

通城沙堆中心完小

“爱心妈妈”与留守儿童爱心互动
本报讯 通讯员卢妮丽报道：近日，十多名“爱心

妈妈”与通城沙堆中心完小的留守儿童进行了一场爱
心互动对接。

在当天的活动中，拨河、三脚走等游戏生动活泼、
妙趣横生，一对一真情倾诉与爱抚，温情浓浓。“爱心妈
妈”留下了她们的礼物和电话，并承诺时时关爱着这群留
守儿童。

关注留守儿童，传递温暖爱心，已然成为社会生活
的新风尚。为了让少年儿童的身心健康成长，传递社
会正能量，倡导文明和谐的氛围，该校负责人希望此项
活动将广泛持续下去。

崇阳县教育局

全面推行“教育诊断”
本报讯 通讯员廖金义报道：近日，从崇阳县教育

工作大会上获悉，该县2017年教育工作目标为“深化
教育改革，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全面提升教育软实
力”，简称“一深两提”。

该县教育局今年将实施“教育诊断”疗法，促进”一
深两提”工作目标顺利实现。所谓“教育诊断”疗法，就
是将中医“望、闻、问、切”四诊法引入教育行业，教育督
导室加强挂牌督导，教研室成立学科教研组对全县学
校进行把脉会诊：一望，看学校环境建设、制度建设、文
化氛围；二闻，听学校有没有朗朗书声、有没有学生的
欢声笑语；三问，找学生座谈、找教师座谈，对存在差距
的学科深入查找根源；四切，单位负责人每月至少花一
周时间深入学校或教研组，对师生教学把脉，教研员与
学科带头人深入薄弱学校对薄弱学科联合“会诊”，随
机抽取师生样本进行“抽血化验”或作CT检查，要求
全县统一教学进度，以多种方式（抽查区片、抽查学校、
抽查班级）随时随机抽查学科教学效果，随时到学校推
门听课，听课后再查教师备课与作业批改等常规教学
情况。对“教育诊断”中发现的问题及时通报，限期整
改。

此外，该县通过引进中医“四诊法”实施“教育诊
断”，以问题为导向，强化晨读与阅读、强化小学科教
学，引导教师树立教育质量核心观和大质量观，凝心聚
力，撸起袖子加油干，全面推进“一深两提”工作。

咸安区外国语实验小学

微课教学进课堂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报道：本学期开始，咸安区外

国语实验小学开展了新颖的教学方式：点点学校微信
公众号，便能突破时间空间限制，让学生家长及学校共
享微课教学。

“以前学校通知都是打印成纸质版，孩子放学带给
家长，可能还会造成沟通误会。”三年级学生母伟杰的
妈妈表示，新型微课使用便捷，随时能准确接受学校讯
息，了解孩子的学习状况。

目前，该校老师参加了微课录制和信息共享平台
使用的培训，并将微课软件迅速应用到课堂上。据悉，
咸安区外国语实验小学积极将该设备在学校推广，全
体教师和部分学生利用先进的教学资源，以录制微课
的形式开展教学动态共享。

微课教学时间短、内容少、资源结构情景化的特点
给教学重难点的突破构建了理想的平台。形式的新
颖、内容的精炼以及操作的便捷，让师生们常用、爱
用。“下一步，我们将在全区试行推广该教学模式。”咸
安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沃森医生来了！

人工智能学会治癌症，10秒开出处方

你能够想象吗，到医院看病，给你诊断病情
的医生，是一个机器人？这一天已经来了！机器
人医生沃森本月第一次在中国患者面前亮相。
它虽然年仅2岁，却已经是一位拥有更强大脑的
癌症专家！

机器人医生沃森第一次在中国“出诊”，是在今年的2
月4日，世界癌症日。在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为癌症患者
举行的义诊现场，它是5位资深人类主任医生的机器人助
手，这些人类医生分别来自肿瘤科、普外科、心胸外科、妇
科等科室。

一位胃癌局部晚期患者坐到肿瘤科主任吴尘轩面前，
递上自己的各种检查单据。有着多年肿瘤临床经验的吴
尘轩一边思考，一边把病理数据“讲述”给电脑里的助手沃
森，包括治疗史、分期特征、转移位点、危重病情况等。沃
森医生“思考”了不到10秒钟，在电脑屏幕上开出了一张
详细的西医诊疗方案分析单。

这不到10秒的时间里，沃森都干了些什么呢？在患
者看不见的网络时空里，它在庞大的数据库里翻了超过
300份全球最权威的医学杂志、200余种教科书，以及
1500多万页资料中的关键信息。在返回中国这位患者身
边之前，它顺便把自己的诊疗方案部分内容翻译成了中
文。

“通过化疗将肿瘤缩小后再进行手术。”吴尘轩点了点
头，指着电脑屏幕上的分析单上闪烁着绿色的条目说，“这
是沃森提供给医生参考的最佳诊疗方案，跟我的判断完全
一致。”

不同的是，吴尘轩依据的是自己多年临床诊断的经
验，而沃森依据的却是目前全球范围内对相关病例的大数
据分析。与此同时，沃森还列出了详细的用药、治疗建议、
参考文献全文等。也就是说，对于这个患者的具体情况，
包括用哪几种药、效果如何、风险有多高，沃森都会进行精
准评估，“这大大增强了患者，甚至医生的信心。”

那天的短短2个小时里，在沃森医生的协助下，20多
名患有胃癌、肺癌、直肠癌、结肠癌、乳腺癌和宫颈癌的患
者获得了诊疗方案。与人类医生相比，沃森的反应之快令
人惊叹，“大大提高了诊疗效率。”吴尘轩说，沃森的分析单
中还同时标示出了橙色和红色的部分，分别代表谨慎使用
和不推荐使用，“甚至能比人类医生考虑得更全面，把风险
降到最低。”

事实上，这个没有生命的人工智能医生，每天“思考”
的都是如何拯救千千万万生命的事情。它的“最强大脑”
实际上是一个比普通人工智能更强大的认知计算平台，由
IBM公司开发，并与美国癌症治疗领域的权威医院——纪
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共同“训练”出来，是目前国际上
癌症治疗领域最先进的机器人。

2016年，IBM公司与杭州认知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共
同宣布，计划在中国医院引入并使用沃森肿瘤解决方案。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是北方第一个签约成立“沃森联合会
诊中心”的医院，也是第一家尝试把沃森医生应用到癌症
患者实际诊断中的医院。

沃森医生的到来，恰逢其时。
在中国，癌症是疾病死因之首。数
据显示，仅2015年，中国就有近430
万新发癌症病例和281.4万例死亡
病例。“我国作为癌症高发国，在肿
瘤治疗领域，仍与发达国家存在着
不小的差距。”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
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美国所有
癌症的5年生存率为66%，而中国
所 有 癌 症 的 5 年 生 存 率 仅 为
30.9%。”

造成这种明显差距的最主要
的因素之一，是我国目前在肿瘤规
范诊疗方面水平参差不齐。有一
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同一个患者，
可能在不同的医院得到不同的诊
断结果；甚至在同一个医院的不同
大夫，给出的诊疗方案也不尽相
同。出现这样的情况，也是因为肿
瘤专业知识更新快、涵盖面广、诊疗

复杂程度高。与其他临床学科相
比，肿瘤专科医生需要更加及时地
跟进和获取大量的循证医学证据，
以支持肿瘤患者的个性化治疗方
案。

而这一点要求肿瘤专科医生要
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通过阅读海
量文献，追踪学习国际上最先进的
肿瘤治疗经验。据统计，2015年全
世界在肿瘤治疗研究等领域共计发
表文献44万篇，而最为勤奋的肿瘤
专科医生全年的文献阅读量也不过
1000余篇。如此规模巨大的数据
量差距，单靠人力已经无法处理，而
沃森医生的认知计算功能，能够让
肿瘤的诊疗更加标准化和规范化，

“特别是年轻医生在沃森的帮助下，
能够快速成长。”

有了沃森医生的协助，人类医
生的诊疗能力有望得到巨大提升。

在多数情况下，疑难危重症表现为
全身性疾病。在常规的治疗模式
下，患者通常一次只能得到一个科
室的专家建议。而病情相对复杂的
患者必须得到更加综合全面的评
估，往往需要辗转多个科室或多家
医院，不得不经历重复检查和多次
诊断。

随着沃森医生落户天津市第三
中心医院，该院随之成立了多学科
综合诊疗中心（MDT），在沃森医生
的协助下，来自外科、内科、病理科、
影像科等相关学科的具有丰富临床
经验的专家，形成相对固定的专家
组，针对复杂病例进行集中讨论，以
便为患者做出全面综合的有效评
估，更有利于患者节约经济成本和
时间成本，通过及时获得具有针对
性的个体化诊疗方案，争取最优化
的治疗效果。

B 它的认知计算功能，让肿瘤诊疗更加标准化和规范化

目前，在美国通过执业医师资
格评定考试的沃森医生，在中国可
以支持肺癌、乳腺癌、直肠癌、结肠
癌、胃癌和宫颈癌6种癌症的辅助
治疗。与此同时，沃森医生每天也
在不断地思考和学习，不断拓展自
己的“眼界”。

当然，沃森也面临在中国本土
化的问题。在学会了中文之后，沃
森医生每天都在学习中国医院和患
者的实际情况。“毕竟沃森的数据依
据的是国际上最先进的诊疗方案，

那么有可能他推荐的最佳方案并不
一定最适合中国病人。”杭州认知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市场部负责人坦
承，有可能会出现最佳方案中的诊
疗费用过高，或者推荐的药品在中
国买不到等情况，“这个时候，沃森
会针对患者个体化的具体需求，给
出一个最适合的精准治疗方案。”他
表示，将来也会让沃森将“学”到的
中国病患的病理信息与诊疗方案加
入沃森建议治疗方案中，造福全球
病患，让更多人受益。

事实上，中国的医生也在学习
如何使用好沃森这个强大的助手。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一位医生说，
目前把沃森尝试用在癌症晚期病患
的术后方案效果比较好，“因为这个

时期病人的病理数据非常全，易于
判断。”未来，人类医生会带着沃森
更好地参与到癌症患者的全程诊断
和治疗中去。

随着技术的不断突破，沃森医
生的“大脑”将愈发强大，会不会有
一天，真的替代了医生？天津市第
三中心医院信息中心主任胡晓旻认
为，最好的技术都是人类发明的并
为人类服务的，沃森医生是一个强
大的助手。但作出最终决定的，还
是人类医生。

C 机器人会替代人类医生吗？

国内线路：
省内散客线路（3月份）：

1，石牛寨赏花踏青一日游 价格：248元/人（每周
六发班）

2，石燕湖、靖港古镇两日游 价格：388元/人（每周
六发班）

北京散客线路（3月份）：
1，品质纯玩（每天发班）

双卧5日游 价格：1580元/人（住宿标准：快捷酒店）
双卧6日游 价格：1670元/人（住宿标准：快捷酒店）

2，五星尊享（每周二、周五发班）
双卧6日游 价格：2260元/人（住宿标准：五星标准）
单高5日游 价格：2490元/人（住宿标准：五星标准）

云南散客线路（3月份）:
1，昆（石林）大（三塔双廊）丽（大索）双飞6日游（五星

住宿） 价格：1570元/人（散客天天发）
2，丽江，大理双飞5日游（纯玩不进店）（武汉直飞丽

江，雪山大索道） 价格：2770元 /人（散客天天发）

华东散客线路（3月份）:
1，w-07华东八市+瘦西湖、总统府、鼋头渚、留园、上

海大观园、周庄+乌镇+南浔三水乡双动7日游 价格：
1780元/人（散客每周二周五,3月10日首发）

2，D-06总统府、灵山胜境、留园、乌镇西塘南浔三水
乡纯玩五日游 价格：1580元/人(散客天天发）

桂林散客线路（3月份散客）：
1, 约惠桂林 高铁四日游 价格：1199元/人

（散客天天发班）
2，星星之旅 高铁四日游 价格：1499 元/人

（散客每周一、五发班）

国际线路：
韩国线路（3月份散客）：

1，首尔+济州岛5+1 价格：2480元/人 （散
客3月12.19号发班）

泰国线路（3月份散客）
1，尊品泰国 双飞6日游 价格：2999元/人

不含落地签（3月10.17号）
2，泰国曼谷芭提雅双飞6日游 价格：2899元/

人不含落地签（3月13.20号）
3, 舌尖上的泰国双飞6日游 价格：3280元/

人不含落地签（天天发班，欲购从速）

国际豪华游轮（济州、福冈5天4晚）（发团日期3.23日）
1、标准内舱房（入住2人）价格：2599元/人
2、标准海景房（入住2人）价格：2999元/人
3、标准阳台房（入住2人）价格：3599元/人

3，F-02中山陵、鼋头渚、蠡园、定园、南浔、乌
镇、迪斯尼小镇三水乡动车纯玩五日游 价格：849
元/人（散客每周三周六发班）

咸宁市鸿雁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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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南北行，鸿雁传真情！拒绝低价团只做品质游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17年3月15日上

午10时整在我公司拍卖厅对一批罚没设备

按现状进行公开拍卖，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标的物基本情况
开式搪瓷反应釜6台，离心机1台，冷水机

组1台，真空泵2台。该批生产设备均为已使用

过的陈旧设备。

二、参考价：3.1万元。

三、展示时间及地点：自公告之日起在标

的所在地公开展示，不另行组织踏勘。

四、竞买登记手续办理：凡符合国家法律、

法规规定的法人、自然人均可参加竞买，有意

竞买者应于2017年3 月14日下午17时前将

竞买保证金人民币壹万元汇至指定账户，并持

有效证件及竞买保证金收据到我公司办理竞

买登记手续，逾期不予办理。

五、保证金交纳账户
户 名：湖北华星拍卖有限公司

开户行：建设银行咸宁桂泉支行

账号：42001698650053000959

六、联系方式
湖北华星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女士

联系电话：15872779441

0715-8209633

联系地址：咸宁市银泉大道567号劲风大

厦A座16楼

湖北华星拍卖有限公司
2017年3 月3日

二手设备拍卖公告 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湖北园外园酒店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咸宁市环境卫生管理
局诉被申请执行人湖北园外园酒店有限公司征
收垃圾处理费一案，本院审查后，于2017年1月3
日作出（2017）鄂1202行审复25号行政裁定书，
裁定准予强制执行申请人作出的鄂咸环卫征字
（2015）第10742号《征收城区生活垃圾处理费决
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前来本院领取行政
裁定书，逾期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承 办 法 官 ：桂 萍（行 政 庭），电 话 ：

18907246655
地址：咸宁市咸安区文笔大道109号

咸宁市咸安区人民法院
2017年1月25日

何志威遗失通城县城区金泉路何志威专营店（联通代办）押金收据一张，收据号码：0316256，金额5000
元，特声明作废。

钱道胜遗失咸安区钱氏门业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22301600098233，特声明作废。
乐科遗失通山县盛世收藏店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22326600322913，特声明作废。
周军遗失皇庭水会工商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22301600146244，特声明作废。
咸宁市仙林工贸有限责任公司遗失地税税务登记证正本，证号：42120067979703-5，特声明作废。
咸宁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工会委员会遗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咸宁分行泉塘分理处存款账户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5360000298801，编号：5210-00551104，特声明作废。
咸宁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工会委员会遗失财务私章（姓名：翟东明）一枚，特声明作废。
黄世杨遗失叉车证，证书编号：422301198606163779，作业种类：场（厂）内机动车辆作业人员，项目：N2，

特声明作废。
樊宇遗失咸宁印象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税务登记证正、副本，证号：42120231657094X，特声明作废。
郑俊仔遗失温泉珏森无框阳台窗专卖店税务登记证副本，证号：422326198911100026，特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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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