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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资讯

本报讯 通讯员毛三列、刘泉水报
道：1月10日上午，“湖北省农业转基
因生物知识科普及管理法规宣传进校
园”活动讲座在湖北新产业技师学院
举行，该校261名师生代表参与。

据了解，该活动由湖北省农业
厅主办，市农业局、湖北新产业技师
学院承办，其目的就是为了普及转
基因生物技术基础知识，引导公众
科学认识、理性对待转基因技术及
产品。

知识讲座专题为《培养科学精神

理性认识和利用农业转基因技术》，由
省农业厅科教处副处长、省农业转基
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副主任柯枫英
主讲。本次“转基因科普进校园”知识
讲座，提高了学生对转基因的认知水
平，帮助大家树立了全面、客观的认知
理念。

本报讯 通讯员张远杰、徐东猛报道：
日前，通山县实验中学体卫艺教师谢朝霞辅
导八年级方可屹等十名学生，参加湖北省第
十届黄鹤美育节节目《抗日战争永不能忘》
荣获一等奖，此项奖属湖北省艺术类学生比
赛荣誉最高奖。据统计，该校五年来组织的
学校团体、学生个人参加国、省、市、县等各
类比赛约800余人次，获奖600余人次。

该校在抓好文化教育的同时，十分注重
素质教育，采取五条有效措施。即健全领
导。学校成立体卫艺领导小组，派一名副校
长专抓体卫艺工作；专设体卫艺活动室。学

校在教室紧张的情况下，腾出一间近百平方
米的活动室，方便学生参加体卫艺各项竞赛
锻炼；体卫艺师资齐全，为使学生参加各类
竞赛，培养特长生，该校特聘体育、音乐、美
术专职教师11人；舍得资金投资。该校在
资金紧张的情况下，投资4万余元，购买了
篮球、排球、足球、乒乓球台、钢琴、电子琴、
古筝、画板、石膏像等；学生文体活动丰富多
彩。一年一度要举行运动会和各种才艺比
赛。同时，学生参加市篮球比赛，荣获一等
奖；参加市中小学体育类比赛，荣获团体第
四名。

通山县实验中学

“五措施”抓素质教育
湖北新产业技师学院

举办科普讲座

幸福篇 “从教一辈子，幸福一辈子”

八十年代，他走上了人民教师之
路，从此，与三尺讲台结下不解之缘。

就在刚工作不久，朋友约他去深圳
发展，他迟疑了一阵。那个时候，他的
月收入只有三十几元，但他隐隐发现，
自己已经舍不得讲台和学生，于是，他
留下了。九十年代，下海的热潮让许多

同事尝到了甜头，有人对他说：凭你的
文凭和能力，到沿海的私立学校收入要
比家乡高得多，他淡淡一笑：“家乡的孩
子总得有人教吧”。

思忖中，他再次留了下来。
不是么？早在88年，他就转为公办

教师，九二年，也获得了咸宁师专中文自

修毕业证，九六年评上了小学语文高级
教师，按说，下海发展机会更大。可是，
他热爱着家乡，他是真的离不开培养他
的母校和现在的孩子。如今，三十多个
春秋过去了，他当年的信念与坚定，凝成
了他发自肺腑的感慨：“当老师，我无怨
无悔，从教一辈子，我幸福一辈子”。

丁酉深秋，一次偶然的亲友聚会，因门庭的几副对联，让我认识了54岁的舒全林。

我的“凡人凡事”一书中记录了无数平凡人物的形象，我想，这次相识，书中应该多一个名字——舒全林。

简短的交流，却无不饱含浓浓的乡情，那种长年累月在山野中锻造的质朴，在这个中年汉子的脸上显露

无遗。他，一名普通的乡村教师，在路口镇白羊小学一干就是三十四年，执教三十四年，带六年级语文三十四

年，当班主任三十四年。三十四年，对他来说，不只是工作时间和职业履历，更是情和爱交织的心路历程……

他常说“一个人无法阻挡衰老，但
心态可以永远年轻。作为老师，每天都
是在花丛中生活，所以，那颗童心永不
泯灭。”每天，孩子们的那些笑脸，那些
眼神，那些身影，都一一呈现在他的面
前，让他很“享受”“小学教师”这份美好
的职业。他像呵护花朵一样，浇灌着这
些苗儿。他也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
保护着这些快乐的源泉。

乍一看上去，舒老师还是有些威严
之感的，可和孩子们在一起，他却是一
个“老顽童”。树荫下团围的朗朗读书
声、操场边的嬉耍，山间的野炊，无处不
见舒老师的身影，几乎没有孩子把他当
老师，而是当成了伙伴。每每听到学生
亲切的喊他“大哥哥”，舒老师的心啊乐
开了花 。舒老师熟悉每个孩子的性
格，喜欢听他们讲自己的故事，尊重成

了老师与孩子之间交流的感情基础。
课堂上，只要是舒老师提问，平常

不爱说话的，性格怪异的，胆小的学生，
总是高高地举起小手。舒老师的同事
打趣道：“什么样的课堂较活跃？走进
舒老师的课堂，就找到了答案”。是啊，
舒老师就是这样一直用“快乐”营造课
堂氛围，用年轻的心态抒写三尺讲台的
喜怒哀乐。

心态篇 “从教一辈子，年轻一辈子”

走近舒全林，除了对他的敬畏，更
多的是亲和。在交流中，他时而娓娓
道来，时而慷慨激昂，倾听那些发生在
校园内外的小故事，让人陶醉在古朴
的享受中。他热爱生活，是一个典型
的“乐观派”。唱歌对他而言是哼歌，
哼儿歌、红歌、流行歌。他不会跳舞，
可他是当地老百姓中最爱跳广场舞的
男士。白羊，一个人口不过两千的小
山村，在他的影响下，竟然有五六个跳
广场舞的点，每到夜幕降临，山村里便
热闹起来，舒老师总是忙碌在几个活
动点之间推波助澜，山村的夜晚又多
了一道快活的风景，这些都离不开他
这位热心人。

有人问他“你年纪这么大了，工作
又那么忙，哪有那么多精力参与老百姓

的事？”舒老师道出了他的心迹“热爱生
活就是享受生命”。

谁说不是呢！爱人病了，他边跑
医院，边忙教学，总是乐呵呵的。同事
打趣，说为这点工资，值得吗？他说，
钱不是衡量得失的唯一标准，自己除
了站讲台，干不了别的。有时为帮老
百姓拟一副对联，几易其稿，为一个
字，反复推敲。他觉得，群众满意就
值。

舒全林的心里装的全是学生。
哪怕只教学生一年，他都会关注

学生一生的成长。他常说，无论学生
走多远，永远走不出老师的视线，正是
这些细微的关注，学生也把他当做自
己的知己。初中生、高中生周末回家，
总爱到母校看望舒老师，向他汇报一

些学习情况。走向社会的学生，回乡
时，再忙也不忘了见上舒老师一面。
看着这些个子都高过自己的孩子们，
舒全林拍着他们有些壮实的肩膀，嘘
寒问暖，父爱般的温暖停留在那些问
长问短之中。

舒老师最忙碌的时候，就是每年的
寒假，他要接待曾经教过的学生，要忙
着给不能返乡的学生发信息，打电话，
他谈的最多的话题，就是要热爱生活，
笑对人生。是啊，从教一辈子，牵挂一
辈子。

责任篇 “从教一辈子，牵挂一辈子”

教育热点

自动驾驶企业新排名
苹果特斯拉双双垫底

据CNET网站报道，日前，美国市场研究机构Nav-
igant Research发布了最新无人驾驶技术排行榜,其调
查研究显示，无人驾驶汽车行业的现状已经发生了天翻
地覆的变化，特斯拉、苹果公司在今年的排名垫底。

为什么这个排名顺序会是这样呢？Navigant以特
斯拉为例解释称：“虽然特斯拉在推行自动驾驶技术上
表现得很激进，但自从它终止了和Mobileye的合作后，
就一直试图用自家研发出的系统达到和以往同水平的
自动驾驶功能。”

苹果排名垫底的原因，或许是因为苹果公司已经将
注意力从其秘密的自动驾驶项目“泰坦计划”上转移走
了。除此之外，作为外包商和承包制造商，苹果目前仍
不具备任何与汽车制造相关的基础设施。

作为这项长期榜单的前任榜首，福特今年的排名下
跌到了第4位。这种变动主要是由戴姆勒与博世、宝马
与英特尔、大众与英特尔等公司强强合作所营造出的激
烈市场竞争所导致。中国搜索巨头百度也推出了“阿波
罗计划”，这让百度的排名一举从挑战者分类里的末尾，
跃升至竞争者分类里的前列。

AI新算法测寿命
或能助人类更长寿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一项新的研究表明，利用AI
技术可以检测人的细胞年龄，并依此制定出个性化医疗
方案，从而帮助人们实现长寿的愿望。

据悉，科学家开发的这种AI算法被称为“Aging.
AI”，根据人们的血液样本可以计算出生理年龄，并验证
某些生活方式的改变和药物是否能提高人们长寿和健
康的几率。目前，该项目已经为13万人提供了准确的结
果。哥本哈根大学健康老龄化研究中心教授Morten
Scheibye Knudsen博士表示：“AI在预测人的年龄方
面，就像你看着一个人的照片猜测其年龄一样准确。”

根据这项研究，医生对每个血液样本都测量了其胆
固醇水平和炎症等参数。如果该算法发现人们比实际
年龄更年轻，他们更有可能活得更长。

研究人员表示，“Aging.AI”算法还可以用来评估药
物和其他医疗方法对患者身体健康的影响，即在治疗前
后测量患者生理年龄。

美图秀秀绘画机器人
联手迪士尼开画展

不久前，美图秀秀绘画机器人Andy携手微软小冰，
为用户定制人工智能创作的肖像画和定制诗。近日，据
凤凰科技报道，Andy进一步扩大人工智能绘画的应用
场景，在上海某商场推出线下人工智能画展。

美图秀秀方面表示，绘画机器人Andy能通过用户
的自拍为其绘制肖像画。画像是重新绘图，而不是简单
地对自拍照进行像素变更或者添加画风滤镜。绘画机
器人Andy上线一个月就已经画过1亿多张画像，画像
细节已有明显提升。

Andy运用美图影像实验室（MTlab）最新的影像生
成技术MTgeneration，其核心是基于MTlab自主研发
搭建的生成网络Draw Net，通过深度学习技术对大量
图像数据进行精准分析与学习，不断增强机器人的绘画
能力。当用户输入自己的图片，Andy便可直接画出相
应的插画像，属于真正在画画。在这个过程中，还结合
使用了美图影像实验室的人脸技术MTface和图像分割
技术MTsegmentation。

据悉，此次与迪士尼商店合作的线下画展，只是绘
画机器人Andy线下画展的第一站。第二站将于1月22
日至2月11日在澳门举办。 （本报综合）

永远当一名普通乡村教师
舒全林桃李满天下，教学质量始终

名列前茅，在学生家长群众中的口碑很
好，在当地小学语文教学中，也是难得的
语文老师。曾多次被评为“优秀班主
任”、“优秀教育工作者”，多次发表教学
论文，主讲公开课，示范课，青年教师总
爱亲切的称呼他“师傅”。他常常手把手
的教青年老师备课，亲临课堂指导老师
讲课，辅导老师写论文，他总是鼓励青年
教师要爱岗敬业，学习提高，虚心求教，
在他的影响下，一批又一批优秀的老师
成长为路口教育的中坚力量。

有人问他“干了一辈子，你怎么还是
一个普通老师？ ”他说：“甘当绿叶护红
花”。作为人梯，他做到了，他的学生早
就是校长；作为老师，他享受了，青出于
蓝胜于蓝；作为园丁，他满意了，他培育
的花朵绽放在祖国的每一寸土地。是
啊，一名普通乡村教师，志在讲台，心系
学生，情牵教育，难道这不是一种平凡中
的光彩吗？

即将告别，我请舒老师用一句话来
概括自己，舒老师很自然平和地笑着说：

“我永远是一名普通的乡村教师。”是啊，
他几乎用了一生的时间来诠释这句最质
朴的话语。

雨后的山村，显得清新而宁静。满
目的秋黄还透着几分翡绿，植物在枯荣
轮回间悄无声息，生命的种子被播撒在
每一个可以孕育的田间地头，勤劳的耕
耘者默默地守候南归的雁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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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市烟草专卖局主办

本报讯 通讯员胡琴报道：春节
将至，为切实做好节日期间干部职工
廉洁自律工作，嘉鱼县烟草专卖局提
前入手，通过加强学习、严抓制度、强
化监督“三举措”，织牢节前廉政风险
防控“网”。

一是加强理论学习，加固思想
“警戒网”。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
十九届中央纪委一次、二次会议精
神，不断创新、丰富廉政建设的形式
和内容，重申中央“八项规定”和国家

局“九条要求”，筑牢廉洁自律防线，
营造廉洁过节的浓厚氛围。

二是严抓制度规定，盖好纪律
“保障网”。县局党总支切实担负起
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组织全体员
工认真学习新修订的《党章》、《中国
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市局《关于
进一步加强2018年元旦、春节期间
廉洁自律工作的通知》等文件，提前
为干部职工“敲警钟”，防止“节日病”
抬头。

三是强化执纪监督，织牢预警

“防范网”。县局纪检监察机构聚焦
监督执纪问责力度，坚持抓早抓小抓
苗头的监督执纪问责理念，紧盯节日
期间“四风”问题特点，开展专项作风
督查，及时发现并处置苗头性问题，
坚决防止有禁不止、有令不行的现象
发生,确保节日期间风清气正。

嘉鱼烟草织牢廉政风险防控“网”

本报讯 通讯员熊莹报
道：近日，赤壁市烟草专卖局鄂
南稽查大队多方收集信息，及
时行动，接连查获两起无证运
输烟草专卖品案件，现场查获
卷烟 197 条、烟丝 189 件，案
（标）值24.68万元。

1月19日下午16时许，鄂
南稽查大队根据举报线索，会
同公安部门在G4高速公路鄂
南收费站路段拦下被举报车
辆，在该车车厢内的52个快递
包裹中查获白沙（和天下）、黄
鹤楼（硬峡谷情）、黄鹤楼（硬
1916）等 10 个品种卷烟共计
197条。经执法人员初步感官
比对，上述卷烟均为真品卷烟，
案值10.35万元。

22日上午8时许，鄂南稽
查大队再次接到举报信息，在
鄂南收费站拦下被举报车辆，
在该车车厢顶层的189个灰色
化纤袋套装的纸箱内查获非法
烟丝189件，案值14.33万元。

目前，上述两起案件已移
送赤壁市公安局做一步查处。

本报讯 通讯员胡琴报道：日
前，嘉鱼县烟草专卖局结合工作实
际，以“三下功夫”为抓手，扎实推进
基层党建工作。

一是在落实责任上下功夫。牢
固树立“抓好党建就是最大政绩”理
念，认真履行党建工作主体责任，以
严的标准、实的措施，真正将党建责
任常思在心、党建工作常抓在手。同

时坚持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同谋划、
同部署、同检查，做到党建工作和中
心工作两手抓、两不误、两促进。

二是在学深学透上下功夫。以
“三会一课”为基本制度，把学习十九
大精神作为当前党员教育的基本内
容，构建“线上+线下”两个课堂，充
分利用县局OA、QQ群、微信群等平
台，拓宽载体，丰富内容，着力在读原

著、学原文、悟原理上下功夫，使党员
学习从“纸上学”变为“指上学”。

三是在落细落小上下功夫。切
实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日常管理监督，
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对苗头性倾
向性问题抓早抓小，运用好监督执纪
的“四种形态”，使纪律立起来、规矩
严起来。通过落细落小，严格执纪问
责，切实加强党员干部队伍建设。

嘉鱼烟草扎实推进基层党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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