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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4日，北京大学迎来建校120周年
校庆。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在演讲时，将

“立鸿鹄志”中的“鸿鹄”念成“hong hao”，
引发广泛关注、吐槽和质疑。

一个有着百年历史，耸立于国人心中
最高位置的学术殿堂，在120周年校庆这
样的特殊时刻，发生“校长读错常用字”的
事情，的确“不应该”。幸而舆论在林建
华校长及时、诚恳的道歉后逐步降温。但
此事仍有很多值得反思的地方，其中，如
何提高我国的识字教育水平就值得好好
研究。

林校长在道歉信中说，“上中小学时，
正赶上文革，教育几乎停滞了。开始的几

年没有课本，后来有了课本，也非常简
单。我接受的基础教育既不完整、也不系
统……”这就是说，他念错字与读中小学
时没有得到良好的识字教育有关。笔者
认为这是可信的。

事实上，小学语文教育对一个人的成
长极为重要。如果一个小学教师在课堂
上，将一个错误的读音输入到学生们的脑
子，学生们长大后，若不刻意纠正这些错
误的读音，就会习惯成自然，一不小心就
会脱口而出念错字。相信林校长就是这
种“脱口而出”。

因此，我们要高度重视中小学识字教
育，在这个汉语被各种网络语言严重糟蹋

的时代，尤其要强化我们的识字教育。不
仅要把标准的汉字读音教给每一个孩子，
还要把正确的意义教给每一个孩子。

如今，我国基础教育的办学条件得到
极大改善，师资力量有了实质性的提升。
那么，现在的中小学教师，有没有念错字
的现象呢？在笔者的印象中，无论是城市
中小学、还是农村中小学，语文教师念错
字的现象时有发生。当然，念错字原因很
多，有些是一不小心念错，有些可能是“认
认真真”念错。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法》明确指出，“国家推广普通话，推行规
范汉字”。

落实这一任务的主阵地在中小学，特
别是小学。广大在职中小学教师必须增
强使命感和责任感，要加强自己的文化修
养，提升自己的识字水平。各级各类学校
要更加重视识字教学，把识字能力作为衡
量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标准。同时，要培
养学生“尊重每一个汉字”的意识，让他们
在未来的工作和生活中，面对不认识的汉
字，要主动查字典，而不能靠猜。

演出结束后，家长代表们参加了该
校组织的“做新时代家长，让孩子快乐且
优秀”的专家报告会等活动。

“我们不仅培养优秀的人才，还要培
养优秀的家长。”温泉中学校长李育军介
绍，学校的育人过程包括四个关键内容，
即独立思考、批判思维、责任担当、持续
发展。同时结合初中生的身心发展特
点，按照熏陶、引领、激励和管理的理念
来构建学校德育工作。

近年来，在社会多元化、智能化的
进程中，该校秉承“教育要面向现代化、
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思想，积极探索
学校体制机制创新，实行家校合育，成
立家长委员会，举办家长课堂，开展了
各种主题的大型系列家庭教育分享报
告活动。

为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温泉中学与
华中师大教育学院合作，对学校办学思
想、办学目标等结合时代特征、发展需求
进行重新梳理提炼，制定温泉中学
2018—2023五年发展规划，引领温泉中
学与时俱进高品质发展。

温泉中学积极探索校内外、国内外
合作办学，为学生提供更优质、更广阔的

发展平台，让学生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平
台上自由行走。该校与鄂南高中联合实
施初高中衔接办学实验；与湖北科技学
院等学校联合成立咸宁市青少年创客教
育协会，探索特色拔尖人才培养新模
式。

近 26000 名毕业生从温泉中学走
出，优秀毕业生遍布海内外，3000余名学
生在科技创新、文体活动、艺术、学科竞
赛等国、省、市比赛中屡屡获奖……

在温泉中学的校歌里，有这么一句
话：去迎接未来风雨的考验，去创造更加
辉煌的明天。

李育军说，在新时代的新征程上，
温中人的新目标是：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静下心来教书，潜下心来育人。目
前，学校正以“爱满天下、乐育英才”的
教育情怀，以“只争朝夕、奋发有为”的
精神状态，深化改革，不断推进创新，努
力实现学校“科学发展、特色发展、内涵
发展”。

由北大校长念错字想到识字教学
咸宁市实验小学 黄建军 张萍

教育，原来可以更美的
——温泉中学第六届美育节观察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朱亚平

5月22日，细雨绵绵，但温泉中学体育馆的舞台

上华美夺目，热闹非凡。咸宁市温泉中学第六届美

育节暨校园开放周汇报展演正震撼上演。

当天，学校通过展演活动全方位展示了该校丰

硕的教育教学成果，近千名家长和社会各界人士走

进校园，近距离感受了该校丰富的校园文化。

当天上午，文艺汇演在学生们铿锵
有力的鼓声中拉开了帷幕，校舞蹈队的
同学们挥舞着红绫带率先登场，雄浑的
鼓声震撼了所有现场观众。在一阵阵惊
呼声中，类型多样、异彩纷呈的节目轮番
上阵。

现代舞《only》、《worth it》以灵动
的舞姿展示出孩子们活力青春的激情；
古典舞《采薇》、《春之韵》以柔美、蹁跹的
身姿书写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古典美；《木
兰诗》、《马说》等舞台剧带观众们领略了
中西文学经典的魅力；钢琴、萨克斯、架
子鼓、二胡等器乐演奏让观众们感受到
音乐世界的美妙；校园歌手们更是以充
满磁性的嗓音和韵味十足的舞台气质带
领观众们徜徉在快乐的海洋……

同学们在舞台上尽情展现着当代中
学生的素养和风采，让在场师生以及家
长们享受了一场璀璨的视听盛宴。

上午10时多，在美妙的合唱表演
中，文艺汇演顺利落下帷幕，家长们意犹
未尽，纷纷向老师投来了注目礼。现场
一位刘姓家长说：“学校每年的美育节都
有不同的看点，看得出来，这一年，老师
们在孩子们的美德教学上狠下了功夫。”

“美育节是孩子们的节日，也是温中
一年一度的育人成果汇报总结，这个平
台不仅提高了学生的艺术审美情趣，丰
富了学生的精神文化生活，培养了学生
的综合素养和人文底蕴，还促进了学校
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该活动负责人介
绍。

七年级学生表演的英语剧《白雪公
主》给家长刘明同留下了深刻印象：“现
在的孩子真是了不起，张口就能说出流
利的英语，还能用英语表演。”

据介绍，温泉中学成立至今，因材施
教是该校最大的教育特色。该校聚焦课
堂改革育人模式，促进育人目标的转变，
着力发展学生核心素养，在教学上关注
学生们的兴趣爱好，尊重学生的个性差
异，为各类特长生开发第二课堂，拓宽学
生成才之路。

为突出该校外语特色，学校聘请了
10名专家学者为“校外辅导员”来校授
课；成立了咸宁市初中学校校际合作组
织，加强国际合作交流；该校2名教师先
后赴美国、英国参加汉语志愿者项目和
孔子学堂项目，成功与美国俄亥俄州传
承中学开展校长互访，与韩国义王市慕
洛初级中学结对互访交流，利用寒暑假
组织学生去美国、英国、新加坡等国家研

学旅行已成常态。
为突出校园足球文化，该校在校

园足球教学、训练、竞赛、招生、经费和
条件保障等方面予以政策倾斜，与专
业体育公司联合成立笔架山体育俱乐
部。

除此之外，该校每年开展的“墙壁文
化”、“学规范知识竞赛”、“宪法晨读”、汉
字听写大会等活动丰富多彩，“阳光体
育”，“学生跑操”、“跆拳道操”、“校园足
球”、“校园集体舞”、“校园跆拳道”等特
色体育活动更是有声有色。

近年来，该校成为“全国外语特色学
校教育研究会常务理事单位”，先后被评
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第
一批全国学校体育工作示范学校”、“湖
北省首批绿色学校”、“湖北省示范家长
学校”等。

▲1 炫目的个性舞台

▲2 精彩的特色讲台

▲3 宽广的创新平台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代织锦1995年在新疆尼雅
遗址出土时，曾轰动世界。现在中国丝绸博物馆的研究
人员成功地“以汉机织汉锦”，用复原的西汉提花织机织
出了“五星锦”。

2015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
物部门和中国丝绸博物馆合作复原“五星锦”。 中国丝
绸博物馆技术部研究馆员罗群说，复原“五星锦”最繁重
的工作是“穿综”，要把10470根经线在84片花综和2片
地综上穿插到位，为此，他们从去年2月起，忙活了将近1
年。“真可谓‘错综复杂’，而且要织出来方知‘穿综’是否
正确。84综应该是上限，再增加综片，给丝线施加的张
力就太大了。现代纺织‘五星锦’也要用最先进而非普通
的电脑提花机，可见汉代织锦工艺的精湛。”罗群说。

汉机织汉锦
“五星锦”复制成功

口弦琴在中国先秦文献中被称作“簧”。《诗经·君子
阳阳》：“君子阳阳，左执簧，右招我房”。《诗经·小雅·鹿
鸣》：“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

5月21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音乐学院、神木
市石峁遗址管理处联合举办石峁遗址出土口弦琴新闻发
布会暨口弦琴首展开幕式。石峁遗址骨制口弦琴均出土
于石峁遗址皇城台东护墙北段上部的“弃置堆积”内，制作
规整，呈窄条状，中间有细薄弦片，一般长约8—9厘米、宽
逾1厘米，厚仅1—2毫米，最新的测年数据显示，这些口弦
琴制作于距今约4000年前，系目前国内所见年代最早、数
量最多的口弦乐器，是中国音乐史上的重要发现。

当数百万的人们关注着英国哈里王子的“世纪婚礼”之
时，摄影师约瑟夫·安东尼仍在美国夏威夷孜孜不倦地拍摄
着基拉韦厄火山喷发的画面，捕捉着壮观的自然原生景象。

在约瑟夫拍摄的照片中，夏威夷火山持续喷发并形
成了一个熔岩海，岩浆从地面喷出仿佛一个个喷泉，喷发
高度可达200英尺。夜晚，多处火山裂缝齐喷发，将夜空
染红，将道路变成毁灭之河，展现出仿佛末日般的景象。

（本报综合）

交给学生一把金钥匙
——走进咸宁市实验小学

最早弦乐器
四千年前口弦琴出土

熔岩聚成海
夏威夷火山持续喷发

近年来，蒲圻办事处鲫鱼
桥社区党总支注重抓好消防知
识宣传，注重提高居民的消防
意识，把“抓消防、保安全”工作
做到平时，落到实处，从而确保
了将安全事故扼杀在萌芽状
态，确保了辖区人民群众安全
无事故。

2018年5月30日上午，鲫
鱼桥社区邀请武汉市政安消防
科教宣传中心王承龙教官，到
社区开展消防知识安全讲座。
参加消防知识讲座的有35名社
区居民、5名社区工作人员。消
防知识课上，科教宣传中心王
承龙教官利用PPT形式从电器
的预防、交通安全、生活使用
火、消防器材的使用、火场逃生
自救等方面进行授课。授课现
场，王教官对消防器材的使用
进行了详细讲解，对发生火灾
后如何逃生作了重点剖析。王
教官深入浅出的授课，使参与

听课的人员对消防知识有了明
显提高。社区工作人员王弘
说：通过听课，我学会了消防器
材的使用，知道了发生火灾时
如何逃生？社区居民黎玲听了
王教官的授课后说：王教官的
消防课讲得很及时，我的防患
意识得到了提高，希望社区每
年都安排一至二次消防知识讲
座。

社区党总支书记周安清指
出：鲫鱼桥社区居民区大多数
地方都处于消防死角，消防车
无法抵达现场。抓好消防知识
宣传显得十分重要，社区每年
都请人实施消防知识讲座，以
此确保辖区内无火灾、无事故，
确保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周象明 何浩）

蒲圻办事处

鲫鱼桥社区注重把消防工作做在平时

备注：1、上述标的已经评估机构评估，经委托单位主管部门
同意拍卖。2、其他注意事项具体见《拍卖文件》。

二、标的展示时间及地点：自公告之日起至2018年6月20日
下午17时，在咸宁市城发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院内公开展示，
有意者可自行查勘标的现状。

三、竞买登记：竞买人请于公告之日起至2018年6月20日下
午17时前，缴纳竞买保证金（以到账为准）到指定账户，竞买保证
金按如下标准缴纳：2万元/辆，5万元不限竞得车辆数，并持有效
身份证明、竞买保证金缴款凭证等到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咸
宁产权交易有限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报名手续。

四、联系方式和保证金交纳账户
（一）湖北泉盛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朱先生 沈先生
电 话 ： 0715- 8278999 （ 办 ） 18871500917

15571571591
地址：咸宁市咸宁大道39号国际大厦A座19楼
（二）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咸宁产权交易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女士 电话：0715-8126201
地址：咸宁市政务服务中心三楼D306室
（三）竞买保证金的指定银行账户
户名：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咸宁产权交易有限公司
开户行：湖北咸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淦河支行
账号：82010000002769312
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咸宁产权交易有限公司

湖北泉盛拍卖有限公司

标的
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车牌号

鄂L01H10
鄂L01H03
鄂L06162
鄂L01H69

鄂L01H21

鄂L03166
鄂L06070
鄂L01H57
鄂L01H56
鄂L01H63

鄂L01H16

鄂L01H19

鄂L01H77

鄂L01H67

车辆品牌型号

东风日产牌EQ7250AC
上海别克SGM6510GL8

汇众牌SH6531
雅阁牌HG7203AB

东风雪铁龙牌
DC7160LYAA

金龙牌XMQ111Y5
金龙牌XMQ6858Y
丰田牌GTM7240GB
丰田牌GTM7200G
丰田牌TV7250
雅阁牌HG7201A
(ACCORD )

雅阁牌HG7241AB
胜达牌SANTAFE2.7AT

4WD
思威牌DHW6452（CR-

V2.4）

初次登记
日期

2009.9
2005.11
2009.7
2009.12

2013.11

2010.12
2009.7
2009.6
2008.1
2008.4

2007.7

2009.3

2006.11

2008.7

参考价
(元)

30000
15500
23000
33000

22000

115000
85000
25000
21000
40000

23000

30000

24000

30000

14台旧机动车辆拍卖公告
受委托,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咸宁产权交易有限公司联

合湖北泉盛拍卖有限公司兹定于2018年6月21日上午9时，在
咸宁市政务服务中心三楼D301室对14辆旧机动车公开拍卖,现
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经赤壁市人民政府批准，赤壁市国
土资源局委托赤壁市土地储备交易中
心和湖北泉盛拍卖有限公司对赤土拍
卖P（2018）06号国有建设使用权公开
出让，现将出让结果公告如下：（一）地
块编号：赤壁拍卖P（2018）06号；（二）
宗地位置：赤壁市赤马港办事处夏龙铺
社区南港大道与兴业路交叉口东北侧；
（三）出让面积：50501.31平方米；（四）
容积率：＜2.8；（五）土地用途：商住用
地；（六）出让年限：商业40年、住宅70
年；（七）供地方式：拍卖；（八）起始价：
9090万元；（九）交易结果：11100万元；
（十）成交时间：2018.5.30；（十一）受让
人：河北秀兰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赤壁市土地储备交易中心
2018年6月1日

赤土拍卖P（2018）06号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结果公告招聘公告

湖北省咸宁市尚诚公证处（原咸宁市公证处）因
业务发展需要，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2名法律本科毕
业、具有相应学位、年龄30周岁以下、通过国家司法
资格考试的专业技术岗位人员。有意者可携身份
证、户口簿、毕业证、学位证、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到咸
宁市政务服务中心二楼D区（公证处窗口）面对面考
核，双向选择。

联系电话：0715-8259339。
湖北省咸宁市尚诚公证处
二○一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经赤壁市人民政府批准，赤壁市国
土资源局委托赤壁市土地储备交易中
心和湖北中盛拍卖有限公司对赤土拍
卖P（2018）08号国有建设使用权公开
出让，现将出让结果公告如下：（一）地
块编号：赤壁拍卖P（2018）08号；（二）
宗地位置：赤壁市赤马港办事处夏龙铺
社区南港大道与兴业路交叉口西北侧；
（三）出让面积：69317.80平方米；（四）容
积率：＜2.8；（五）土地用途：商住用地；
（六）出让年限：商业40年、住宅70年；
（七）供地方式：拍卖；（八）起始价：12478
万元；（九）交易结果：14000万元；（十）成
交时间：2018.5.30；（十一）受让人；河北
秀兰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赤壁市土地储备交易中心
2018年6月1日

赤土拍卖P（2018）08号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结果公告

谌何兵遗失位于通城县隽水镇古龙村谌家四组的集
体土地使用证，证书编号：鄂土证字（99）第013号，占用面
积152平方米，建筑面积130平方米，特声明作废。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通城支公司遗失中
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咸宁市分公司保险发票一
张，湖北增值税普通发票代码为：4200164320，发票号码
为：27975774，发票金额为：4677.14 元，备注栏金额：
5097.14元，特声明作废。

咸宁市咸安区汀泗桥镇赛丰村村民委员会遗失湖北
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收款收据一本，票号：2125601-
2125625，特声明作废。

易 卫 国 遗 失 机 动 车 驾 驶 证 ，证 号 ：
422301196810241253，特声明作废。

黄顺亮遗失咸宁市咸安区双溪三桥种植专业合作社营
业执照副本，注册号：422301NA000134X，特声明作废。

陈冬梅遗失嘉鱼县安能物流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1221MA487YJ11L，特声明作废。
张兴斌遗失咸宁市乡村水泥制品有限公司地税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证号：421202050030208，特声明作废。
咸宁市咸安区宁悦农民专业合作社遗失湖北省咸宁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幕支行开户许可证副本，核
准号：J5360000842601，账号：82010000001343910，特
声明作废。

王菊花遗失高新温泉爱就来一杯奶茶店个体工商户
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21200MA4CPY-
BX4Q，特声明作废。

吴 新 望 遗 失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
422302600119449，特声明作废。

丁流遗失赤壁市小阿福儿童摄影店个体工商户营业
执照正本，注册号：422302700092837，特声明作废。

蔡昀遗失出租汽车从业资格证一本，号码为
4212000040013000074，特声明作废。

王国录遗失咸安区水果王烟酒茶店个体工商户营业
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21202MA4AQX-
BM5U，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债权债务公告
嘉鱼恒基旅游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1221066135231U）
因股权转让和法人变更，对变更前债权债
务（包括抵押和担保）和经济纠纷进行登记
清理，对于原股东和法人存续期间的债权
债务以及经济纠纷持合法手续可到我公司
联系登记事宜。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7日内有效，逾期我
司不承担任何的法律责任。

联系地址：嘉鱼县滨湖路
联系人：黄素莲
电话：13556936090
特此公告
嘉鱼恒基旅游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2018年6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