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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羊镇畈泥中学

开展心理谈心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张远杰、赵冬平、陈英才报道：近

日，通山县通羊镇畈泥中学开展“心理谈心活动”，促差
生转变为优生，得到学生家长赞扬。

畈泥中学距县城不足5公里，该校140余名学生几
乎都是家庭困难及留守学生。针对这种情况，多年来，
该校把这些留守学生的教管当一件大事来抓，健全校
长、班主任亲自抓的领导班子，抓好、抓实留守学生教育
管理工作。学校专设“心理谈心”室，每周一和周五最后
一节课为学生心理健康谈心课。同时开展课外谈心和
家长沟通，开设了学校班主任、学生、家长微信群。初三
学生阮维维，因大面积烧伤，夏天在教室有股臭味，同学
讨厌，他自己害羞，退学回家。学校领导一边与全班学
生谈心沟通，动员关爱患病同学，一边动员该生与病痛
作斗争，到校上课，使该生信心十足，以优异成绩考上通
山宏志班。

据了解，该校5年来共与1200人次开展心理谈心活
动，促差生转优，该校未发生伤亡事故、纠纷打架、偷盗
等事件。

咸宁职教集团学校

举行家校交流会
本报讯 通讯员吴媛、刘泉水报道：日前，咸宁职业

教育（集团）学校汽车运用工程系一年一度的“家校交流
会”，在该系的阶梯教室如期举行。

据了解，该系从2014年开始，每年4月底都举行一
次家校交流会，今年已是第五届。本次家校交流会，共
有106位家长、106位学生、18位老师参加。交流会精心
安排为：观看学校系部综合介绍视频；“爸爸妈妈我想对
您说”心里话大派送；写给父母的一封信；参观实训室；
参观学生寝室；介绍教学和管理情况；听取家长意见和
建议等。

据介绍，通过家校交流会，家校及时、有效的沟通有利
于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有利于良好行为习惯和核心价值
观的养成，有利于学生智商、情商的培育，有利于成人成才
基础的夯实。

咸宁市少年儿童足球联赛

在赤壁开赛
本报讯 通讯员刘騉报道：5月4日，由咸宁市教育

局、咸宁市体育局共同举办的2018年咸宁市“苗子杯”少
年儿童足球联赛，在赤壁市实验小学、第二实验小学同时
开赛。经过场上激烈角逐，赤壁市实验小学、赤壁市第二
实验小学分别战胜了通山县黄沙铺小学、咸宁市实验外
国语学校代表队。

本次咸宁市少儿足球联赛，共有来自咸宁市各县市
区6支队伍参赛，分主客场赛制，历时2个月。通过此类
联赛的开展，有益于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足球运动，有助于
校园足球整体水平提高，为校园足球运动的普及与发展
注入了新的活力。

赤壁市教育局

多措并举确保校园安全
本报讯 通讯员胡新华报道：5月9日，赤壁市教育

局在校园安全工作联席会上，通报了2018年春季开学
校园安全工作抽查情况，要求多措并举，确保校园安全。

此前，赤壁市教育局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共抽查中小
学、幼儿园38所，抽查采取“一查、二看、三问、四促”的方
法进行。从抽查的结果来看，各学校、幼儿园高度重视
安全管理工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狠抓安全工作，做到
了组织领导、制度建设、工作开展、资料收存“四落实”。
但也存在封闭管理不严、责任体系不全、安防器材管理
混乱、校舍与相关设施存在隐患、消防安全问题依然存
在等方面问题。

为进一步加强校园安全管理，确保校园安全无事
故，赤壁市教育局制订与之相关的学校安全工作联席会
议制度，明确了联席会议的工作任务是协调开展该市教
育系统安全工作，分析安全形势，制定安全工作对策，督
促各单位履行安全责任，研究涉及安全的重大问题等。

在太空竞赛中开始

的火星探测之旅
在“洞察”号之前，60年来已有超过40个探

测器“前辈”以火星为目标。它是太阳系中除
月球外人类探测最多的天体。美国、俄罗斯、
欧洲、日本、印度等都加入了火星探测行列，我
国也在计划发射去往火星的探测器。

对火星探测的第一次尝试可以追溯到
1960年。在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仅仅3年
之后，苏联便设计制造了“火星1A号”探测器，
试图飞掠火星进行探测。但遗憾的是，这颗探
测器发射失败。而且，至今苏联和俄罗斯总共
向火星发射过十多艘探测器，无一成功。

2011 年俄罗斯发射“福布斯”号火星探测
器时，我国的“萤火一号”探测器和“福布斯”探
测器搭车发射，计划二者共同飞行到火星附近
后再彼此分开，各自执行探测任务。遗憾的
是，“福布斯”探测器在地球附近的变轨过程中
与地球失联，我国的“萤火一号”也因此没有执
行预定探测任务。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与苏联的太空竞赛
中，美国在火星探测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在“水手3号”遭遇失败后，1965年发射的“水手
4号”成功地飞掠了火星，完成了人类使用航天
器对火星进行的首次探测，传回了22张火星表
面的照片，使人们观察到了大小不等的环形山
等地貌。同时，“水手4号”发现火星的大气密
度较低，存在电离层，没有较强的内禀磁场，因
此也就不存在磁层中的辐射带。这些发现都
与人们之前设想的情况相反。

1971 年5月发射的“水手9号”，则把人类
对火星的探索带入了环绕探测阶段，不仅发现
了火星地貌的南北半球不对称性，还发现火星
南半球存在酷似干涸河床的地貌，启发科学家
们进一步对火星上是否存在或曾经存在水进
行探测。

1975年8月和9月，美国相继发射了“海盗
1号”和“海盗2号”探测器。约一年之后，两艘
探测器的着陆器相继在火星表面成功着陆，开
启了火星着陆探测的新阶段。它们记录下了
两次全球性的尘暴天气，还观察到火星上有许
多巨大的沙丘和丘陵。但是，至少在采样臂能
够到达的范围内，没有发现任何微生物，更不
用说活蹦乱跳的火星人了。

随着美苏太空竞赛的偃旗息鼓，之后火星
探测进入了暂时的沉寂。直到上世纪90年代，
美国才又重新掀起了探测火星的热潮。从
1996年至今，每当向火星发射飞行器的窗口出
现时，美国几乎都会向火星发射一对探测器。
其中，一艘探测器在火星上着陆，对火星的各
个特性进行细致的就地探测，另一艘探测器围
绕火星飞行，使科学家们获取对火星全球特征
的认识。此外，环绕火星飞行的探测器还是着
陆探测器的“信使”，承担着陆探测器和地区的
通信中继任务。

1996 年，“火星探路者”号探测器携带的
“旅居者”号火星车进行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
在火星表面和地球系统以外的巡视探测。

2012 年，一个功能更全面的火星车“好奇
号”在火星表面着陆，其任务由寻找水扩展为
寻找有机化合物等生命曾经存在的证据，研究
火星曾经出现的宜居环境。

随着“洞察”号的发射，新一轮火星探测的
大幕即将开启。目前，我国火星探测工程的各
项工作也正在稳步推进当中，预计将于2020年
发射去往火星的探测器。 （本报综合）

“洞察”号如何给火星做“第一次体检”
提起美国近日发射的“洞察”号火星无人着陆探测器，或许有人会说，这没什么稀奇。上世纪60年代人类就已尝试向火星发射探

测器，“海盗1号”1976年就发回了火星表面照片，2012年着陆火星的“好奇”号更是出尽风头，更不要说尚未发射却已备受关注的下
一代火星车“火星2020”了，我国也正在计划发射去往火星的探测器。

不过你可知道，与那些著名的前辈相比，承担了再现太阳系行星历史的使命、被美国航天局称为“时光机器”的“洞察”号有哪些特
殊之处？而在此之前，60年间已有超过40个探测器“前辈”以火星为目标，它们眼中的火星又是啥样？

北京时间5月5日19时5分，美国
加州范登堡空军基地内，搭载着“洞察”
号火星探测器的火箭成功升空，飞赴千
万公里之外的火星，对它展开为期728
天的科学探测。

“洞察”号是第一个探测火星深层
的航天器，将通过倾听火星震动和测量
它的热量输出来研究火星的内部结构，
揭示岩质行星的形成，填补火星地球物
理空白，更好地了解其他岩石行星（包
括地球）是如何诞生的。

按美国航天局的说法，“洞察”号其
实是台“时光机器”，承担了再现太阳系
行星历史的使命。这是因为，过去30
亿年中，火星内部“搅动”比地球少得

多，可能更好地保存了岩石行星“婴儿
时期”的证据。这使得火星成为一个

“化石”星球，探测它“内心”的奥秘，就
意味着可以揭示太阳系行星早期历史。

为了完成“时光机器”的任务，“洞
察”号上配备了充足的“兵器”，可以探
查火星地震、火星内部热流以及这颗星
球上火山的形成。“洞察”号配备两个圆
形可折叠太阳能板，展开后着陆器宽约
6米。如果一切顺利，它将于11月26
日着陆火星。随后，它的机械臂会把其
携带的地震仪和温度测量装置永久安
置于这颗红色星球表面，这可是火星上
从未发生过的事情。

一直有“前辈”尝试探测火星地震，但

迄今尚未有探测器成功。“洞察”号配备的地
震仪不仅可以防风，灵敏度还特别高，足以

“感知”尺度为氢原子半径的地面运动，记录
“火星震”或陨石冲击所引发的震波。

“洞察”号携带的温度测量装置可
通过锤击到达火星地下5米或更深处，
测量火星内核释放的热量。

另外，“洞察”号搭载的“旋转和内
部结构实验仪”将通过火星与地球间的
无线电传输，来评估火星绕轴旋转产生
的扰动，这对确定火星内核大小以及其
物理状态等问题至关重要。

按计划，“洞察”号将定期向美航天
局的深空网络发送更新信息。它的位
置将被准确追踪到厘米级别。

这是第一个要探测火星深层的航天器

以美国为主研制“洞察”号火星着
陆器其实是一项国际合作项目。

“洞察”号的管理、平台、组装、发射
和运行以及部分科学探测仪器等由美
国航空航天局的喷气推进实验室和洛
马公司等负责。

火星的大气层稀薄，时常有小陨石
穿过火星大气落在火星地表上带来震
动，这也会被火震仪记录。火震仪是

“洞察”号上最主要的科学探测仪器，由
法国国家太空研究中心研制。该仪器
的核心是装在钛合金球形真空容器内
的3个高精度宽频带火震传感器，非常
灵敏，能测量不到1/4氢原子直径（1—
10米）的地面运动，记录火震或者陨石
碰撞，精确掌握火震和其他火星内部活
动，研究火星地壳和地幔对陨石撞击影

响的响应，为了解行星的内部结构提供
线索，技术难度很大。

火震仪就像拍快照的相机一样，能
拍下星球内部的影像，相当于给行星做
CT扫描。火星上岩石开裂或发生相对
移动时，产生的火震波会在整个星球内
回荡。这些火震波的传播速度取决于
它们的传播过程中通过的介质性质，因
此速度会产生差异。火震仪可以检测
这些火震波的强度、频率和传播速度，
获知火震波所穿过的地质介质的信
息。

火星上每发生一次火震，“洞察”号
就可对火星内部拍一张快照。在“洞
察”号执行任务期间，它可以记录数十
至数百次火震。

其实早在美国“阿波罗”载人登月

时，航天员就在月球上放置过4台月震
仪。在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海盗号
火星着陆器也曾携带了火震仪，但这些
火震仪没有接触火星表面，因为它们被
装在着陆器顶部，且着陆器底部有减震
器，所以没能有效记录到火星的火震信
息。

“洞察”号上的热流探头是自穿透
热流探针，由德国航空航天中心研制，
用于探测至地表下5米来自火星地核
的热量，并帮助揭露火星的热历史。它
要比以前火星车上的小铲子等工具厉
害得多，能够深入火星地表以下更深
处，测量火星内部的能量。

“洞察”号上的风和大气温度传感
器及高分辨率压力传感器由西班牙天
体生物学中心研制，用于对着陆地点的
天气进行监控，有助于科学家们排除火
星天气环境对测量带来的扰动。所以，
这次“洞察”号将允许科学家排除由天
气引起的震动“噪音”，并综合这些真实
数据，提供出最全面的地质“快照”。

科学家将通过这些先进的仪器探
测到火星的各种“生命迹象”：通过火震
仪探测它的“脉搏”，通过热流探头测量
它的“体温”，通过“旋转和内部结构实
验”天线观察它的“条件反射”。这些

“生命迹象”，既是火星亿万年的成长记
录，也是揭开太阳系内类地行星演化之
谜的钥匙。结合上述各种来源的信息，
科学家有望获得迄今最完整的火星全
貌。研究人员将这种对火星“脉搏”、温
度等情况的精准把握，称为对火星“45
亿年来的第一次体检”。

啥目标

如何做 它背后有各国“神探”大显身手

美国太空总署研制的新一代火星探测器 “海盗号”由2个太空船组成，分别为海盗1号和海盗2号

我公司原定于2018年 5月 17日上午
10：30在通山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举办的拍
卖会因故取消，再次拍卖将另行公告。

湖北荣达诚拍卖有限公司
二○一八年五月十五日

变更
公告

公 告
聂隆同志：

你于2017 年10月至今未到单位上班,单位多
次以电话、短信、邮递等方式通知返岗，而你至今未
返岗。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52 号)、《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辞退专业技术人员
和管理人员暂行规定》(人调发[1992] 18 号) 及省、
市、县治理机关事业单位在编不在岗人员工作的相
关文件精神和规定，限你于公告次日起60 日内(即
2018年7 月14 日之前) 返回单位上班或办理相关
手续，逾期未回单位上班或办理相关手续，我单位
将按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嘉鱼县商务局
2018年5月15日

赤壁市广联影视传媒有限公司遗失
开具给赤壁市血防专科医院的湖北省增
值 税 普 通 发 票 一 张 ，发 票 代 码 ：
4200164320，发票号码：11841380，金额
23000元，特声明作废。

潜江市兴隆建筑有限公司遗失中国
工商银行赤壁市支行新城分理处的临时
存 款 账 户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L5362000004601， 账 号 ：
1818050339200004027，特声明作废。

王涛遗失鄂L1C101（黄）号车辆营运
证，证号：421202201038，特声明作废。

汪洋遗失就业失业登记证，编号：
4212022014036367，特声明作废。

顾华遗失湖北省检察机关工作证，证
号：421102027，特声明作废。

湖北泰田置业有限公司遗失行政公
章一枚，特声明作废。

咸宁市联利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遗失
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1200MA48BD7B17，特声明作废。

游志雄遗失咸安区奥琪丽背景墙店
税 务 登 记 证 正 本 ， 证 号 ：
422322197309121510，特声明作废。

周益华遗失就业失业登记证，编号：
4212012012001448，特声明作废。

李细树遗失咸安区山水商务宾馆个
体 工 商 户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注 册 号 ：
422301600241017，特声明作废。

邱成遗失联通押金条一张，编号：
0242903，金额5000元，特声明作废。

咸宁市企业登记代理事务所遗失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
4223001040248，特声明作废。

咸宁市咸安区永安办事处财政所遗
失咸宁市农村商业银行西河桥支行基本
存 款 账 户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5360000198401，编号：521000552293，
特声明作废。

湖北正博科技有限公司遗失湖北省
普通发票一张，发票代码：4200144320，
发票号码：02148007，特声明作废。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嘉
鱼支公司高铁岭镇营销服务部遗失经营
保 险 业 务 许 可 证 副 本 ，机 构 编 码 ：
000002421221001，特声明作废。

李二兰遗失嘉鱼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6年5月13日核发的嘉鱼县兰兰泡脚
会所注册号为422322700108262的营业
执照正本，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赤壁市质

监局以“五一”“五四”期间为时间段，对各旅游
景区、商超市、宾馆、游乐场所等人口聚集场所
的特种设备进行安全大检查。

本次检查对龙佑温泉、烈士陵园、永联超
市、中百超市、德和医院等35家使用单位的电
梯、游乐设施、旅游观光车进行了检查。主要针
对使用单位是否安全责任落实情况、安全管理人
员持证情况、电梯安全检验合格标志及警示标

志是否有效、电梯轿厢内报警装置联系是否畅
通、楼层显示信号系统功能是否正确有效、电梯
维保工作是否符合相关规定、是否存在故障和事
故隐患及整改治理措施、是否制定有事故应急预
案等方面、是否具有观光车的运营资质，观光车
运用时发生意外情况，是否有安全疏导措施、维
护、保养制度等。在检查中，设备运行正常，现场
发现的隐患，安全监察人员要求立即现场整改，
排除隐患，确保了安全。（沈威 龙卫国 邱露）

赤壁市质监局加强特种设备安全检查

湖北源鑫蒲纺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号：422300400000145）经股
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人于本公告见报之日
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湖北源鑫蒲纺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2018年5月15日

注销
公告

公 告
陈涧鸣同志:

你于2017 年9月至今未到单位上班,单位多
次以电话、短信、邮递等方式通知返岗，而你至今未
返岗。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52 号)、《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辞退专业技术人员
和管理人员暂行规定》(人调发[1992] 18 号) 及省、
市、县治理机关事业单位在编不在岗人员工作的相
关文件精神和规定，限你于公告次日起60 日内(即
2018年7 月14 日之前) 返回单位上班或办理相关
手续，逾期未回单位上班或办理相关手续，我单位
将按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嘉鱼县商务局
2018年5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