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建三局，地标传奇

中建三局，全国首家行业全覆盖房建
施工总承包，新特级资质企业，“三特三甲”
企业之一，排名中国建筑业竞争力百强企
业榜首。先后承建全国20余省市第一高
楼，500米以上高楼8座，砥砺奋进，国匠
精工，累计获得 15 项国家科学技术奖，
201项鲁班金像奖（国家优质工程奖），56
项国家级工法、1341项有效专利，2017年
营业收入 1718 亿元，达到世界 500强第
448位标准。

中建之星，时代所望

“中建三局投资”开发的“中建之星”产
品系列，均位于城市核心地区，集优质商
脉、文脉资源，目前形成了以中建·光谷之
星、中建·宜昌之星为代表的“中建之星”系
列综合开发高端产品，重塑大城格局，引领
城市崛起。

中建荆州之星，为江汉平原独具特色
的城市名片。

中建宜昌之星，造就宜昌长江经济带
建设标志性建筑。

中建光谷之星，助推产业升级打造全
球战略发展平台。

首入咸宁，星启未来

2018年，中建·咸宁之星，集粹中建三
局匠心修为，打造以高端住宅为主，集购
物、居住、文化、市民活动于一体的大型地
标级高端综合体。通过区域建筑品质的提
升，中大型产业的引进以及咸宁群艺馆和
市民之家、市档案馆的落成，重新塑造咸宁
新片区，真正定义咸宁未来高端居住的区
域，展现咸宁城市中心的新面貌。这里将
汇聚全城顶尖圈层，成为最具城市活力的、
经济最活跃、居住最幸福的区域。

产品力的打造上，中建·咸宁之星不负
大城所望，新古典建筑风格，演绎现代中式
闲适与优雅。在园林打造上，尊崇自然与
人文和谐共生。多层次景观互动，雕琢花
园式景观景观，形成错落有致的视觉体
验。地上无临时车位，设置地库出入口及
非机动车道，保障行人安全，避免噪音干
扰，生活更加舒心。多户型选择，满足不同
家庭选择，无论是三口之家，二胎家庭还是
三代同堂，都能实现生活最大化舒适感，满
足现代人逐步提升的品质需求。

将来，中建三局将专注品质、深耕服
务，以成熟的运营经验，整合城市资源，为
咸宁提供更完善更丰富的生活体验，努力
营造更现代化、人性化的世界级宜居大城。

于城市之脉，造世界之城

央企中建首央企中建首入咸宁入咸宁
中建三局，

作为世界 500
强（排名24位）
企业——中国
建筑股份有限
公司的重要全
资子公司，以高
瞻远瞩的全球
视野，携手国际
知名建筑设计
团队，以国匠央
企为城市建设
物质文明的社
会责任感，首入
咸宁，与咸宁共
成长，革新城市
形象，为咸宁打
造地标级高端
综合体。城市
展厅即将开放，
诚邀品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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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是社会的缩影
葛惟昆常强调足球文化和传统。他说，纵观世界上高水平

的足球俱乐部，没有哪家是像中国这样，以公司命名的。巴塞
罗那，皇家马德里，曼彻斯特……这些带着地域标记的名字，也
是地域文化的凝结。

足球是社会的缩影。“中国足球的落后是全方位的落后。”
葛惟昆说，没有传统，没有基层力量，所谓高水平国家队，就只
是空中楼阁。“也有人说，你一个外行为什么要对足球指手画
脚。其实我和足球界没有任何利益关系。谈足球，和大家一
样，都是希望中国足球好。”葛惟昆坦言。

姆巴佩：下一代巨星
荷兰球星克鲁伊夫说过一句话，踢足球非常简单，难的是

踢简单的足球。葛惟昆喜欢直接，于是他也喜欢这届法国队
的踢法，而追风少年姆巴佩让他印象尤其深刻。

“速度快，脚下功夫还好，这种风格百年不遇。”他认为，再
过几年，姆巴佩或许能成为继梅西、C罗之后的下一代巨星，
以速度为自身特色。他的踢法，也可能开启一个新时代。或
许这届世界杯之后，世界足坛的踢球风格也会发生变化。

对于决赛，葛惟昆看好的是两支“直接球队”法国和克罗
地亚的会师。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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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世界杯激战正酣，八强已全部出炉。
76岁的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葛惟昆也在关注比赛。他从事实验物理与半导体物

理学、自旋电子学的研究，同时，他也在享受着足球带给他的快乐。直到现在，葛惟昆
每周还会至少踢一次球。周三的清华北操场，不出意外，你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葛惟昆是教授，也是“球员”。当物理学视角和足球碰撞，就擦出了一些别样的火
花。

从物理的角度来说，足球球体的运动，就是一个弹性球体在空气中运行的典型的
空气动力学问题。这种运动中的规律一般并不复杂，主要起作用的，就是球的弹性、摩
擦力和空气阻力。

用物理解释足球，葛惟昆信手拈来。

本届世界杯中，葡萄牙和西班
牙相遇的那场小组赛可谓高潮迭
起。C罗在最后时刻力挽狂澜，踢出
被解说员叹为“翩若惊鸿，宛若蛟
龙”的“C型”任意球，扳平比分。

“这脚球，其实混合了电梯球和
香蕉球。”葛惟昆分析道，“球被踢出
了一条非对称轨迹，但同时它也在
侧旋。这是一个‘混合’球。”

葛惟昆起身，在白板上用马克
笔画出两条线。一条红线，前期陡
峭，后期陡然下落。一条黑线，前期
略平滑，后期下降得也缓和，基本如
一条抛物线。

“踢出电梯球的一大关键要素，

就是球的初始速度要快。”所谓“大
力出奇迹”，要踢电梯球，高速为王
道，球的初始速度应该接近150公
里/小时，没错，就是一辆车在高速
公路上狂飙的速度。

对电梯球的研究始于法国巴黎
理工大学的物理学家，他们写了一篇
正儿八经的论文。葛惟昆概括说，研
究的主要结论为：对于不同的发射速
度，可以观察到两种不同的轨迹。对
非旋转球体，起始速度小于末端速度
时，球体轨迹为经典的伽利略抛物
线；而当起始速度远大于末端速度
时，球的轨迹为塔尔塔利亚的非对称
曲线，会在下落时急坠。

为什么？因为球在空气中运行
时，其受到的空气阻力与其速度的
平方成正比。球的速度越快，也必
然遭到更大空气阻力的拦截。别人
关心你飞得高不高，空气阻力关心
你飞得累不累。通俗来讲，飞得越
快，跌得越狠。

速度，是踢出电梯球的秘诀。
这对运动员的体力也是极大挑战。
C罗为了踢好电梯球，要专门加强对
小腿腿部肌肉和膝关节的力量训
练。毕竟，要在瞬间赋予足球150
公里以上的初始速度，并非易事。
葛惟昆坦言，目前中国国内的球员
中，鲜有人能踢出电梯球。

“快”就是王道电梯球
接近150公里/小时，就是一辆车在高速公路上狂飙的速度。

马格努斯效应下的诡异弧线弧线球
假设你从上往下俯视，你会看到球本身顺时针旋转，但球的飞行路线将向右偏转。

前文提到，C罗那一脚，混合了
电梯球和香蕉球。

香蕉球，指的是踢出的足球在空
中飞行出一道弧线，其落点偏离出射
时的直线方向；在罚任意球时，这弧
线就能绕过人墙，骗过守门员，让人
措手不及。

6月30日晚，在阿根廷对阵法
国的八分之一决赛中，法国队帕瓦
尔踢出了一脚“世界波”。这是一个
外脚背远角外旋弧线球，乍看之下
球直往门柱外而去，但又在最后时
刻一个“风骚走位”转入门内，直挂
球门死角。

球迷说，这球神仙难救。
在难以预估的飞行路线背后，

是著名的马格努斯效应。当一个旋

转物体的旋转角速度矢量与物体飞
行速度矢量不重合时，在与旋转角
速度矢量和平动速度矢量组成的平
面相垂直的方向上将产生一个横向
力。受这种横向力的推动，球的运
动方向为旋转矢量与速度矢量叉乘
的矢量方向。

如果觉得不好理解，那么假设
你拥有上帝视角，现在从上往下俯
视弧线球的轨迹。你会看到，球从
右方踢向左方，球本身顺时针旋转，
但球的飞行路线将向右偏转。

这是因为，球在向前运动的过
程中产生自旋，自旋带动周围气体
运动，一侧气流速度大，一侧气流速
度小，产生压力差，也就产生了力。
如果球员想让球最终偏向左边，他

可以巧妙地给球一个向右的初始
力，同时使球旋转。根据物理公式，
距离越远，速度越慢，球偏离角度也
就越大。因此，我们能看到在香蕉
球运行的末尾时刻，会发生更剧烈
的偏转，给守门员一个巨大的“惊
吓”。

“要踢出香蕉球，脚和球的接触
面积要大，接触时间要长。”葛惟昆站
了起来，指着自己的脚，“踢的时候用
脚弓或者外脚背，往反方向踢的同时
带动球旋转。”香蕉球对球员的力量
要求不高，但对技术要求挺高。

而落叶球其实和香蕉球的原理
相同，只是它是竖直旋转，看起来飘
飘然飘向上空，结果又转着转着转
进球门，就是“不走寻常路”。

70%进球概率的魅力罚点球
有人研究过，选择距离球门12码的地点罚点球，有讲究。

世界杯进入淘汰赛阶段之后，
点球大战也不可避免。北京时间4
日凌晨，哥伦比亚对英格兰的点球
大战就尤为吸睛，这是因为英格兰
在过去7次正式比赛的点球大战中，
输了6场。

不过这一次，“三狮军团”成功
破除点球魔咒，拿下哥伦比亚。

点球是个“磨人的小妖精”，连大
牌球星也免不了罚丢点球。葛惟昆
说，有科研人员研究过，选择距离球
门12码（1码约为0.9米）的地点罚
球，也有讲究。

如果罚球距离为零，那么守门
员只要站在球的正后面，就可以阻
止进球；当罚球点距离门线3码时，
得分概率几乎可以达到100%。而

实验发现，罚球点距离球门 12码
时，进球概率为70%。

“70%的概率非常有魅力。”葛惟
昆说，“球员有一半以上的概率可以
踢进去，所以，进球的压力落在了球
员身上。本来罚球就有压力，再加上
重要比赛的压力，压力一大，脑子里
想法就多，反而容易出问题。”

一般来说，距离球门越近，罚球
进球概率越高。不过，如果和守门
员距离过近，球员的进球线路也很
容易被封住。比赛中，当球门前出
现单刀时，守门员常会当机立断出
击，这就是要缩小和球的距离，以便
封堵射门。

有球员在罚点球时喜欢追求死
角，让球飞入球门的左上或者右上

角。但是死角面积太小，稍微没控
制好，球就会出框。往左路或者右
路罚球是常见选择，但是“胜利险中
求”，有些球员也会选择直取中路。

“这就是赌守门员一定会选择一个
方向扑出，反而使中路出现空当。”

点球大战，考的不仅是守门员
和球员。2006年世界杯上，在德国
与阿根廷的点球大战之前，德国门
将莱曼得到了来自守门员教练的神
秘锦囊——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
阿根廷主罚球员的罚球习惯。这张
小纸条也成就了一场经典点球战。

“足球里有很多智慧。”葛惟昆
说，“它需要充分准备，也需要勤勉
练习。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足
球运动也如是。” （本报综合）

暑期安全知识大盘点之三

夏季安全用电注意啥？
1、夏季人体出汗多，而汗是导电的，出汗的手与干

净的手电阻不一样，在同样条件下，人出汗时触电的
可能性和严重性远远超过一般情况。所以，夏季使用
家用电器要特别提高警惕性。

2、夏季雨水多，用水也多，如不慎家中浸水，要首
先切断电源，即把家中的开关或熔丝拉掉，以防止正
在使用的家用电器因浸水绝缘损坏而发生事故。其
次，在切断电源后，将可能浸水的家用电器，搬移到不
浸水的地方，以防止绝缘浸水受潮，影响今后使用。
如果电器设备已经浸水，绝缘受潮的可能性很大，在
再次使用前，应对设备的绝缘电阻用专用的摇表测
试，如达到规定要求，方可使用，否则应进行干燥处
理，直到绝缘良好为止。

3、关闭电器时或家中多日无人居住时，应将电源
切断。停用电器之后，应将插头拔出，尽量减少带电
设备，以免电表继续走动，记录下无效的电量。

4、不要赤手赤脚去修理家中带电的线路或设备，
如必须带电修理，应穿鞋并戴干净和干燥的布手套。

5、对夏季使用频繁的电器，如电热淋浴器、洗衣
机等，要采取一些实用的防范措施防电，如经常用试
电笔测试金属外壳是否带电、使用合格的触电保护器
（漏电开关）等。

6、不要用手去移动正在运转的家用电器，如洗衣
机、电视机等，如需搬动，应关上开关并拔去插头。

7、要注意电器的使用寿命，使用将到寿命期或已
到寿命期的电器时更要小心谨慎。

（本报综合）

赤壁

开展“课外访万家”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胡新华报道：“您好，我是学校的

老师，今天到您家里来，一是让您知道孩子在校的学习
和生活情况，二是希望能了解您孩子在家的学习习惯、
生活习惯等。”

6月29日，正逢学校快放假之时，赤壁镇小的校长
苗其武带领全校的教师深入学生家庭，开展了家访活
动。苗其武说：“我们希望通过家访，增进学校与家庭、
学校与社会、教师与家长之间的沟通，以形成学校、社
会、家庭共同的育人意识、责任意识，共同促进教育和
谐发展。”

据了解，当天全校所有教师都深入到不同村的学
生家庭，把学生素质报告手册亲自交给了家长，向家长
反馈了学生在校的学习情况和表现，也了解了学生的
家庭状况，学生的学习习惯和生活习惯等，以达到家校
共育的目的。

本报讯 记者能大平、通讯员徐卓报道：6月29
日,咸安区教育系统的先进事迹宣讲暨纪念建党97周
年大会在市第E初级中学举行,来自咸安区教育系统
的近百名教职工代表参加了宣讲大会。

这是一次心灵的震撼和感动,对平凡岗位的点滴
讲述蕴含着催人深思奋进的正能量。报告会上，用爱
融化特殊儿童的特殊学校教师吴星星;痛失爱子仍坚
守山村教学点33载的陈德安;八十多岁的高龄向党递
交了《入党申请书》，并且将退休金资助困难学生的退
休教师饶洁源；身患尿毒症坚强与病魔作斗争的咸宁
高中教师王平；热爱教育事业的桂花幼儿园园长刘星；
磨砺深山、诲人不倦的咸安实验学校教师舒文华……
平凡人物的动人事迹被一一呈现，引起现场听众的强
烈共鸣。朴实的语言，真挚的情感,深深感染了每-名
听众，会场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

宣讲大会还为咸安区教育系新党员和预备党员举
行了隆重的宣誓仪式,大会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
员干部以此次宣讲大会为新起点,学习榜样精神，查找
自身不足和差距,激发工作激情，用一一颗初心去完成
教育的使命。

咸安教育系统举行先进事迹宣讲会

分享不凡故事传递榜样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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