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美国纽约摄影师
戈登·多诺万在参观纳米比
亚埃托沙国家公园时，意外
地发现了一个奇特场景：一
只雌狮紧紧抱着小羚羊，清
理小羚羊的皮毛，与它玩
耍。这头雌狮的幼崽前不
久刚被狮王杀死，悲伤的雌
狮显然是收养了小羚羊，将
它当成了自己的幼崽。

丧子后 雌狮将羚羊当娃

A 高考命题的
逻辑路径

爱为基石 润物无声
通山县大路乡吴田小学 朱必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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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8年新高一开始，我省就正式进入
“新高考时间”。对于三年后即将推出的新高
考，教学中怎么调整和应对？

华林飞说，准确地说，从2016年开始，我
们已经进入了新高考。目前我们的教学理念
和高考内容都在与新高考接轨。

在未来的新高考中，将更加关注基于学
科的核心素养，而这一质量评价标准将对高
考带来很大的影响。

何为学科核心素养？是学科教育在全面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发展素质教育中的独特贡献，是学科育人价
值的集中体现，是学生通过学科学习而逐步
形成的关键能力、必备品格与价值观念。因
此，高考将会增加试题内容的开放性和新颖

性，考查学生的创新能力。
华林飞认为，为了顺应这一新要求，教师

应该在教学实践中，注重从知识、技能到能力
和素养的转变，进行课程设计，从而达到学科
本质观和学科育人价值。

市教科院书记汪洋说，以能力测试为主
导，以现实问题立意，考查学科核心素养，这
种新情境化试题可能会给高考试题的立意形
式带来变化，这就需要我们教学工作者顺应
这种变化，紧跟高考的步伐。

“一个优秀的老师，最重要的不是其
学识，而是他的师德，师德的核心是关爱
学生”。一位老教师曾这样对我说，我把
它铭记在心。刚走上讲台时，教学任务尽
管很繁重，但我总是以最佳的精神状态出
现在教室里，面带微笑给学生上课。课余
时和他们一起做游戏，与他们交心谈心，
学生都把我当作知心哥哥。

2001年时，我班上有个住读生叫余浩
文，成绩一般，上课常打瞌睡。通过家访，
我了解到他是个留守生，跟着爷爷生活，
家里很穷，父亲还患有重病。长期的营养
不良导致他很是消瘦。近几年来，“留守
儿童”现象越来越普遍，由于远离父母，远
离亲情，对他们的健康成长造成了一定的
影响。对于这些孩子，我经常想起一位全
国优秀班主任所说的两句话：“假如我是
孩子”和“假如是我孩子”。于是我先后从
自己微薄的工资中挤出200余元给他买营
养品。后来，他的身体状况有了明显好
转，学习成绩也提高了。他在日记中写

道：“老师，是您把我从困境中拯救出来，
是您让我的童年变得如此美好”。只有对
学生满怀爱心，德育工作才不至于走过
场，流于形式。

德育工作，可以随时随地开展，可以
结合平时重大的节日，也可以随地取材，
抓住一切契机。课间，徐宇飞坐在离我不
远的第二排座位上，一个人在不紧不慢地
贴着贴画。只见他接连撕下几张贴画，随
手又将黄色贴纸扔下地，落在行间过道
里。一会儿，坐在他前面的王金焰回到座
位，看到自己座位旁散落的黄色贴纸，就
一脚一脚地将它们全踢到过道对面王巧
巧的座位下。王巧巧什么话都没说，弯腰
一一捡了起来，扔进教室后的垃圾篓里。
作为一名老师，怎能熟视无睹呢？它看似
微不足道，却是一个极好的德育教育素
材。接下来要上的是一节说话课，于是我
改变了预定的教学内容，决定来个“因势
利导”。

上课了，我先给学生们讲了一件真实

的小事：上个星期天，我带着五岁的侄子
朱欢去县城买书。半路上，朱欢突然东张
西望起来，像是在寻找什么。原来，小朱
欢感冒了，有点咳嗽，刚才是在寻找可以
吐痰的地方。可是当时的路旁没有垃圾
箱、痰盂之类的东西，朱欢有点着急。我
就让他找个隐蔽的墙角吐一吐，朱欢没有
那么做。过了好一会儿，他突然加快速
度，跑向一块圆形窨井盖，停下后俯下身
子，对准窨井盖上的小圆孔把痰吐了进
去。虽然他的动作有些不雅观，但我却十
分感动。

讲完后，我问学生：“朱欢的做法对
吗？为什么？”学生们都说做得对，因为他
有良好的卫生习惯，不随地吐痰。随后，
我对学生们说：“在我们班级中一直保持
着良好卫生习惯的好学生也很多，现在我
们来说说这些好学生好事情！”一听要说
班级里的好人好事，同学们的话匣子打开
了，发言相当踊跃。我说：“没想到我班竟
有这么多的好孩子在默默地为班级做好

事！在没有人督促、要求下能主动、自觉
的去把一件小事做好的人是十分了不起
的，是让人尊重、令人敬佩的；同样在做了
好事得不到别人表扬的情况下仍能坚持
去做的人也是相当伟大的！你们小小年
纪，却有那么的学生能做到这一点，真让
老师佩服呀！”说到这里，我停了停，目视
着所有的学生用低缓的语气说：“但是，
我班也偶尔会有一些不太令人满意的事
情发生。”于是，我隐去姓名，将课间所看
到的一切讲述了一遍。很多学生都急着
追问学生姓名，我说：“我不会告诉大家
主动捡纸的学生是谁，因为我知道她做
这件事并不是为了得到表扬；扔纸、踢纸
的学生是谁，我也不会告诉你们，因为我
相信他们早就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不对
的，我更相信他俩以后再也不会那样
了。同学们相信他们吗？”“相信！”学生
们异口同声。只有走进了学生心灵的德
育，才能真正承负起“素质教育的灵魂”
的重要使命。

握
紧
高
考
指
挥
棒

咸
宁
日
报
全
媒
体
记
者

盛
勇

3 月5日，市教科院在嘉鱼一中召
开高中期末考试质量分析暨高三复习
备考会议，全市近三百名高中教师和教
学管理人员参加备考会。

在会上，来自武汉市教科院中学教
研室副主任华林飞为与会人员作了一
堂生动的高考备考讲座。讲座从高考
改革的背景、高考考什么、如何有针对
性的备考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解
读，得到了一线高中教师的好评。

“高考，已经成为基础教育的指挥棒，甚至
对高校专业的设置也带来了影响。”华林飞开门
见山地道出了高考在教育中的重要性。

华林飞介绍，影响2018年高考的关键因
素，主要是宏观层面的政策走向。其中有三个
重要纲领性文件已经成为高考命题改革的逻辑
路径。

这三个重要纲领性文件便是：2014年9月，
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
施意见》。提出高考命题要落实“立德树人”任
务，充分发挥育人功能和积极导向作用。

2015年教育部考试中心提出“一点四面”
的高考命题意见。

2016年教育部考试中心出重拳修改考纲，
逐步与新高考方案接轨。2017年教育部考试中
心提出构建“一核四层四翼”的高考评价理论体
系。要求进一步深化高考考试内容改革，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一点四面”要求，强
化高考命题的育人功能和积极导向作用。

高考命题是如何落实“一点四面”的呢？华
林飞说，通过凸显核心价值观引领作用，把加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放在首位。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既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
有益的成果，彰显了时代精神。在高考命题中
坚持立德树人，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

市教科院院长汪永富说，不论是教学研究
管理者还是教学一线教师，只有通过对高考改
革背景的了解，对高考命题逻辑路径的熟悉，才
能真正握住高考改革指挥棒，从而指导和帮助
日常教学工作。

B 高考备考的教学路径

以立德树人为核心的高考内容改革如何
做到常做常新？

华林飞认为，2017年高考评价理论体系
提出的“一核四层四翼”回答了为什么考、考
什么、怎么考的问题。一核，就是立德树人、
服务选才、引导教学。四层就是必备知识、关
键能力、学科素养、核心价值。四翼，就是基
础性、综合性、应用性、创新性。

为此，华林飞提出了四点建议，在日常教
学中，教师在确立教学目标时把情感态度价
值观放在优先地位；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选
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事迹挖掘教学
素材中的思想意义；教师在教学训练和考查

环节中要关注热点、关切民生；教师要结合本
学科特点突出重点，分科推进。

“关键在于提升学生的思维品质，这应该
成为教学和备考的重点。”华林飞说，一是培
养学生的问题意识、质疑精神，培养学生发散
性思维和批判性思维；二是重视展现学生思
维过程，弄清思维路径；三是引入学习工具、
思维工具使思维过程可视化，让抽象思维步
骤具体化；四是重视思维建模，帮学生寻找正
确的思维路径。

市教科院副院长夏康全认为，在高考改
革的背景下，日常的教学和备考应该实现从
培养知识、能力到培育素养的转变。

C 高考趋势的核心路径

英国北爱尔兰一个农
场主养了一只聪慧的金毛
犬。这只6岁的金毛犬拥有
其他狗狗都没有的一项神
奇技能——开拖拉机。农
场里经常能看到它开着一
辆红色拖拉机帮主人犁地、
修草坪、割玉米，甚至修剪
树篱。只要把它放在拖拉
机上，它就立马开始工作。

神技能 金毛会开拖拉机

“公主”之后是“女王”
缅甸仙女虾又添新种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近日发布消息称，该所
东南亚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与缅甸林业研究所合作，在
对缅生物多样性系列考察中，在水生生物多样性研究方
面又有了新的发现。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专家在2016年12月和
2017年6月的两次缅甸中部干旱地区水生生物调查中，
采集到二十余个种群的仙女虾。据悉，仙女虾是生活在
临时性池塘中的甲壳动物，它以独特的仰泳姿态，被冠以

“仙女”的美誉。经鉴定，中国专家所采集到的主要是两
种无甲目旋额虫科的物种，一种是诗氏旋额虫，即诗琳通
仙女虾，其以泰国诗琳通公主的名字命名。此种仙女虾
在老挝、柬埔寨和中国都有发现，是东南亚地区分布最广
泛的仙女虾；另一物种经鉴定，是一未描述的新种。

在讨论新种的命名时，缅甸同行建议昆明动物研究
所专家，将这一缅甸特有的仙女虾种以深受缅甸人民爱
戴的女王信修浮命名。据记载，信修浮是缅甸历史上唯
一的一位女王，其在位期间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保持了
长达50年的和平，深受百姓爱戴。

我国专家接受了这一建议，认为这既尊重了对方的
感情，也表达了对缅甸美好未来的祝愿。于是将这个新
种命名为信氏旋额虫，俗名信修浮仙女虾。由此，缅甸的
旋额虫科仙女虾主要由“公主”和“女王”两个物种构成。
此项研究成果已发表在国际期刊《动物之谜》上。

近日，英国伦敦市的男
子西蒙·平布利特在家中花
园内发现了一只罕见的白
化松鼠。

在经过两周的等待后，
他终于成功拍下了这只松
鼠的可爱瞬间。照片上，这
只毛茸茸的松鼠跑上窜下
地寻找食物，活泼极了，在
绿草地的点缀下甚是可爱。

（本报综合）

好可爱 英发现白松鼠

教育热点

市公积金中心开展义务植树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胡桓报
道：又是一年春风绿，恰是一年
植树时。3月9日上午，市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党支部组织中
心党员前往嘉鱼县陆溪镇虎山
村林场开展义务植树活动，中
心驻村工作队、镇、村干部共同
参与了此次活动。

当日上午，阳光明媚，虎山

林场呈现忙碌有序的景象，参
加植树的党员同志们热情高
涨，大家分工合作，配合默契，
有的负责松土挖坑、栽插扶苗，
有的负责回填夯实、培土浇水，
大家都非常认真，展现出了一
片热火朝天的劳动场景。

该中心党支部利用此次义
务植树活动，充分发挥了基层
党组织的示范引领作用和党员
的先锋模范作用，同时也弘扬
了新时代雷锋精神。植树活动
结束后，扶贫工作队、村干部就
村里精准扶贫工作情况与大家

进行交流，据了解，此次植树活
动，是围绕虎山村的实际现状
和“绿色扶贫”发展理念为切入
点，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来助
力扶贫村经济发展和基础建
设。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协办
服务热线：8130231 8273649

备注：出让地块的详细规划条件以赤壁市城乡规划局出具的
《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为准。（宗地的四至见挂牌宗地图）

二、竞买人资格及其他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
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竞买（法律法规限制的除外），均
可通过网上注册参加报价竞买。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
合申请（联合申请应明确联合竞投所涉及的企业出资比例、签订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受让人），参加竞买须提出竞买
申请，并提供竞买须知中要求提供的相应文件资料。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不设底价，按照价高者
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在互联网上交易，
即通过湖北省咸宁市国土资源网上交易系统进行。凡办理数字证
书，按要求足额交纳竞买保证金的申请人，方可参加网上挂牌交易
活动。

五、本次网上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咸宁市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规则》、《咸宁市国土资源网上交
易系统操作说明》和《赤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须
知》等文件，有意竞买人可登录咸宁市国土资源网上交易系统
（http://219.139.108.3/GTJY_HBXN/）查询。申请人可于2018
年3月16日至2018年4月17日在网上浏览或下载本次挂牌出让
文件，并按上述文件规定的操作参加竞买。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纳保证金截止时间为
2018年4月17日下午16:00时，G[2018]06号网上报价时间为
2018年4月7日上午8时00分到2018年4月19日上午10时00分
止，G[2018]07号网上报价时间为2018年4月7日上午8时00分
到2018年4月19日上午10时10分止，挂牌报价时间截止时，经系
统询问，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加价的，系统将自动转入网上限时
竞价程序，通过竞价确定竞得人。

七、赤壁市国土资源局土地储备交易中心对本次网上挂牌出
让活动不另行组织现场踏勘和地块情况介绍，竞买人可在公告期
间自行现场踏勘。

八、如果在使用湖北省咸宁市国土资源网上交易系统过程中
遇到问题或困难，请在分清问题类型的同时，与下列有关工作人员
联系：

土地交易业务咨询电话：陆先生 0715-5889579
数字证书办理及咨询电话：左浪 15972382565
九、竞买保证金账户：
开户单位：赤壁市非税收入财政专户
开户银行：赤壁市农业银行营业部
账号：695201040000220

赤壁市国土资源局
二O一八年三月十六日

宗地号

赤壁网挂
G（2018）
06号

赤壁网挂
G（2018）
07号

用地位置

赤壁市蒲圻办
事处斋公岭社
区京珠高速公
路南侧地块一
赤壁市蒲圻办
事处斋公岭社
区京珠高速公
路南侧地块二

面 积
（㎡）

22475.45
(折33.71

亩)

8822.70
(折13.23

亩)

规划设计条件
容积
率

＞1.0

＞1.0

建筑
密度

＞40%-
60%

＞40%-
60%

绿地率

＜15%

＜15%

建筑
限高

＜25米

＜25米

土地
用途

工业
用地

工业
用地

出让
年限

50年

50年

约定
土地
条件

现状土
地条件

现状土
地条件

竞买保
证金

（万元）

225

88

网挂
起始价
（万元）

451.76

177.34

增价
幅度

（万元）

10

1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咸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规
则》等有关规定，经赤壁市人民政府批准，湖北省赤壁市国土资源局定于2018年3月16日至2018年4月19日在网上交易系统公开挂牌
出让赤壁网挂G【2018】06、07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授权赤壁土地储备交易中心具体承办，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网上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赤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赤壁网挂G【2018】06、07号

本报讯 通讯员熊学淮、
李传丽报道：3月 10日，在赤
壁市陆水湖办事处水浒城村
二组水域拦截装置修复加固
现场，陆水湖风景区管委会分
管负责人熊学淮正在加紧督
办拦截装置的修复加固工作，

争取在春汛来临前完成该项
工作。

据悉，在每年春汛来临时，
从陆水湖上游顺流而下的洪
水都会夹带大量的生活垃圾、
枯枝树篼，给陆水湖水质带来
了一定的污染。自设立拦截

装置后，这些生活垃圾、枯枝
树篼等废弃物都会被截留在
此，然后由陆水湖风景区管委
会组织专业的垃圾清漂船，进
行打捞、清运，并将垃圾回收
上岸分类处置。目前，拦截装
置的修复加固已完成，为陆水
水库汛期的安全运行提供了
一定保障。

赤壁市确保陆水水库安全度汛

嘉鱼县国土资源局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变更公告

我方于2018年3月7日在咸宁日报发布了拍卖公告，定
于2018年3月28日公开拍卖嘉鱼县嘉(告)字[2018]01号地
块，现公告变更如下：

一、拍卖时间调整为：2018年4月17日上午11时20分在
嘉鱼县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六楼交易大厅举行拍卖会；

二、获取拍卖文件的时间调整为：2018年 3月12日至
2018年4月16日16:00时前到嘉鱼县国土资源局土地交易
中心或湖北嘉隆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获取拍卖文件。

三、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调整为：2018年4月16
日16:00时（以到账时间为准）。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
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嘉鱼县国土资源局土地交易中
心将在2018年4月16日17:00时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其他内容不变，特此公告。
嘉鱼县国土资源局

湖北嘉隆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三月十六日

马近轩遗失车辆合格证原件，合格证纸张编码：
10292074，车架号：LMGMS1G86J1001060，合格证合
同编码：YJ5669110292074，发动机号：D029763，车
型：传祺GM8，特声明作废。

咸宁香城印务有限公司遗失中行咸宁温泉支行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J5360001154402，特声明作废。

咸宁日报社遗失湖北增值税普通发票的发票联一
份，票号：19797106，发票金额50000元，特声明作废。

崇阳县联发商贸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2122368847481XK，特声明作废。

遗
失
声
明

通山瑞盛置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12246764886593）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5000
万元减至人民币2000万元，请债权人于本公告见报之
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
请求，逾期不提出的视为没有提出要求。

特此公告
通山瑞盛置业有限公司
2018年3月16日

减
资
公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