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畅游知识的海洋市图书馆：

10日下午3点，市图书馆内，依旧坐
满了前来看书的市民，其中绝大多数都是
放假的中小学生，他们聚集在市图书馆
内，一同遨游在书的海洋。无论是集中阅
读区，还是自主阅读区，全都座无虚席。
在少儿阅览室，丰富的绘本读物为孩子们
提供了多种选择。

自去年起，市图书馆整合一楼空间资
源，改善了阅读环境，也让更多的人喜欢
上了在此阅读、学习。

咸宁实验外国语学校五年级学生杨
峰便是这群阅读大军里的一员。“一直喜
欢阅读，放暑假了寻找到了市图书馆这一
好去处。”杨峰说。

开学便是鄂高新生的王丽趁着这个

空闲时间提升一下自己的阅读量和知识
储备，自从放暑假后，王丽每天都坚持来
市图书馆阅读。

补习功课的黄俊杰也渴望在市图
书馆增加知识储备量。坐在阅览室一
排靠窗座位的黄俊杰，摊开数学习题册
开始练习，他希望利用暑假时间提升自
己。

“市图书馆为了给孩子营造一个快乐
暑假，充分发挥图书馆的社会教育功能，
吸引更多的青少年走进图书馆，特别推出
了少儿‘故事大王’、经典电影展播系列活
动。”市图书馆负责人介绍，这个夏天，市
图书馆为孩子们准备了一道丰富的阅读
大餐。

暑假，是广大青少年最期待的一个假期。如何度过这两个月，成为家长和孩子们共同关
注的话题。为了不让这个假期荒废，我市青少年并没有停下学习的脚步，而是通过形式多样
的活动来丰富课余生活，增长见识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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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资讯

博物馆是一个地方历史文化的完整
缩影，也是一个地方历史文化的展示平
台，承担着弘扬优秀历史文化，提高民众
保护文物意识的重任。市博物馆自开放
以来，深受青少年的喜爱。

曾维是咸安区横沟中学二年级的学生，
9日，第一次在妈妈的带领下走进市博物
馆。在咸宁历史名人展厅，曾维驻足不前。

北宋名臣冯京、抗倭英雄刘景韶、勤
政以教的雷以諴、中国共产党早期红色理
论家钱亦石、中国监察部第一任部长钱瑛
等咸宁名人的故事，深深吸引了曾维。

“他们有的舍生取义，有的救国拯民、
有的建功立业，为咸宁的发展居功至伟，
是我学习的榜样。”曾维说，自己一定要好
好学习，争取考上好的大学，争当一名对
社会发展与进步有贡献的人。

“市博物馆从规模和内容上都很有
档次，带孩子来看一看。了解家乡的历
史，尤其是数字化技术的运用，能更加

全面地再现了文物的价值和意义。而
且，在身临其境的环境中，也激发了孩子
们学习历史和发扬中国灿烂文化的兴
趣。”趁着暑假，带着孩子来市博物馆参
观市民朱先生说。

据介绍，7月以来，市博物馆暑假模式
正式上线。为激发少年儿童学习历史文化
的兴趣和热情，让更多学生了解咸宁的历
史和传统文化，市博物馆将举办小小讲解
员培训班，正式开启“文博之夏”。

在为期一周的时间里，专业老师将结
合课堂授课、展厅实践、实地考察、手工体
验等形式，开展包括《咸博之夏——穿越
古今咸宁》、《由“寝”入深——床榻简史释
义》《吹影镂尘——通山木雕赏析》《茗茶
万里——砖茶工艺品赏》《七彩霓裳——
汉服文化精讲》《擂鼓鸣金——重走铁军
路线》《结业典礼——讲解风采展示》培
训，让学生深层次地认知和理解咸宁历史
文化，增强体验性和趣味性。

探寻历史的踪迹市博物馆：

11日上午，咸宁航天科技馆一楼展
厅，展示了宇宙天体知识和天宫二号目标
飞行器。

“航天员原来是这样驾驶神舟飞船
的！”市实验小学三年级学生王明浩兴奋
地感叹着。进入模拟天宫二号目标飞行
器，可以看到各种相关空间站实验设备，
如物理实验、植物实验、天文实验等，并可
互动参与空间站的科学实验，还可以看到
空间站中航天员生活的卫生设备、健身设
备、航天食品等。通过体验了解航天任务
中飞行器、轨道、任务执行、火箭的设计原
理，还可以分角色体验完成航天任务。

“科技馆的体验项目真是丰富又精
彩，我是第一次来，以后有时间我要把每

一个展厅都参观遍！”王明浩意犹未尽地
说。王明浩的妈妈告诉记者，孩子从小就
很喜欢宇宙飞船，立志长大后要当宇航
员，这次看到模拟天宫二号目标飞行器
后，非常高兴，对神舟飞船里面的东西一
项项仔细观察，不时提出疑问。

“哇！飞船要飞出来了啊！”不少中小
学生在看到科技馆里的立体电影时，都会
情不自禁地发出这样的惊叹声。

“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这种立体
的感觉不用像电影院那样，要戴上特制的
眼镜。”现场讲解员介绍，这是科技馆的幻
影成像系统。“这个系统形成的画面，可以
呈现纵身的立体感，电影主人公和真人一
致。”

“孩子虽然小，但是在他们心里已经
有了浅显的科技意识。”咸宁航天科技馆
负责人认为，在科技馆良好氛围的熏陶
下，带着孩子学习一些相关科技知识非常
有必要。

教育热点

体验科学的魅力市科技馆：

来一个知识暑假，如何？
记者 王恬

大众点评开发社交功能惹争议

7月9日消息，有用户称通过微信登录大众点评后，
会看到微信好友关注餐厅、点评景点、签到酒店的信息，
且自动关注无法删除。对此，大众点评方面回应称，将进
行产品整改与升级，新增“一键停用第三方全部社交关
系”功能，用户选择该功能后，即可一键停止关注微信好
友，并取消微信好友对自己的关注。

如今，我们在使用APP时经常会被提示，是否选择
绑定“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在点击授权后，或
许我们的社交数据就被悄然“转手”。随着脸书、微信等
一批移动社交应用巨头的崛起，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社
交属性所附带的商业价值。很多APP都开始做起了“社
交梦”，但成就梦想不该以牺牲用户隐私为代价。未经用
户允许或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商家都不能擅自使用其
社交平台上留存的数据与信息。如今，信息安全已成为互
联网世界的“敏感地带”，若商家只顾提升体验而漠视隐
私，则无异于杀鸡取卵。

摩拜宣布全国免押金骑行

7月5日消息，摩拜单车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免押
金骑行。今年5月起，摩拜单车陆续在合肥、杭州、东莞等
城市实行无门槛免押。今年6月，摩拜免押城市扩容至百
座，涵盖广大二三线城市。截止到目前，摩拜已累计为
1.05亿用户免押金，并新增1500万新用户。

在共享单车市场上，免押金操作已不新鲜。此前，哈
罗单车推行全国范围芝麻信用免押骑行，哈罗单车用户
的芝麻信用分若在650分以上即可享有免押金福利。免
押金降低了使用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可为平台争取更多
用户。但来到“下半场”，仅靠免押金抢用户是远远不够
的。如果说“上半场”比拼的是用户规模、资本“粮草”，那
么到了“下半场”竞争的焦点就要从“数量”转移到“质量”
上来——提高运营管理的效率、摸索出“自我造血”的盈
利模式。只有这样，共享单车才能走上良性发展之路，使
这种共享模式在市场上拥有生存的能力。

大数据预测世界杯结果被“打脸”

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已接近尾声，冷门不断成为本
届世界杯的一大特点。在比赛前，高盛、瑞银、荷兰ING集
团等多家投行纷纷运用金融模型来分析各支球队的夺冠
几率。其中，高盛坚定“看好”巴西队，瑞银预测德国队夺
冠……如今，回看这些预测报告，不少投行已被“打脸”。

在“前辈”章鱼保罗离世后，今年预测世界杯“大结
局”的任务交给了大数据，但结果却让人大失所望。随着
该项技术的普及，大数据的分析和预测确实给我们的生
活带来一些便利。但同时也冒出了一些略显“奇怪”的应
用，比如用大数据填报高考志愿，甚至用大数据匹配进行
相亲。事实上任何技术都有其应用范围和局限性，它只
能在合适的应用场景下才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不存在

“万金油”。 （本报综合）

通城县P[2018]001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拍卖出让结果公告
经通城县人民政府批准，受通城县国土资源局委托，通城县土地储

备交易中心联合湖北泉盛拍卖有限公司对通城县P[2018]001号地块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进行公开拍卖出让，现将拍卖出让结果公告如下：

地块编号
宗地位置

宗地面积(㎡)
主
要
规
划
指
标

规划用途
出让年限
拍卖起始价
成交价
成交时间
竞得人

容积率
建筑密度
建筑高度
建筑层数
绿地率

P[2018]001号
通城县隽水镇白沙社区

41245(61.87亩)
＞1≤2.5
≤35%
-
-

≥35%
商住(商住比≤20%)
商业40年、住宅70年

4640.25万元
7800万元

2018年7月12日
黎红甫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715-4355528
通城县土地储备交易中心
2018年7月13日

定量适量献血有好处

献 血 专 栏
大量科学研究证明，献血者在为社

会奉献爱心的同时，也改善了自己的身
体状况，为自身的健康进行了“投资”。

科学家运用血液流变学与血液动
力学对血质与献血的关系作了研究，发
现定期适量献血，特别是单献红细胞和
血小板等有形成份，可使血液粘稠度明
显降低，加快血液流速后，脑血流量提
高，从而达到缓解或预防高粘血症，使
人感到身体轻松、头脑清醒、精力充沛。

献血对减少心脑血管病的发生也
具有积极的作用。芬兰一研究小组对
2682名42-60岁的男性进行调查，其中
两年里至少献过1次血的人在5年内发

生急性心肌梗塞的比例，比未献过血的
低86%。美国一心血管病研究小组的
研究亦表明，在3年中，献血者（男性）患
心血管病的危险仅为未献血者的一半。

男子献血还可减少癌症的发生
率。《国际癌症》报道，体内的铁含量超
过正常值的10%，罹患癌症的几率就提
高，适量献血可以调整体内铁含量，预
防癌症。该文还提到，中青年女性因月
经周期性失血损失了一定量的铁质，故
未发现这类女性的含铁量与癌症发生
有明显关系。

有研究表明，定期献血的人比不献
血的人更不易衰老，一旦遇到意外事故
也有较强的耐受力和自我调节功能。
曾有学者对66岁以上的332人（献血
者）与同年龄、性别的399人（未献血者）
作前瞻性对照研究，结果显示，献血组
平均寿命为70.1岁，高于未献血组的平
均67.5岁；遇到意外事故，献血组的存
活率为67%，高于未献血组的40%。从
上述分析来看，献血者由于血液新陈代

谢较未献血者旺盛，其寿命会延长。
大量研究表明，健康的情绪可通过

神经、体液、内分泌系统沟通大脑及其
他组织与器官，使其处于良好的状态，
有益于人体免疫力的增强，抵抗力的提
高。而献血是救人一命的高尚品行，献
血者在助人为乐、与人为善的同时，情
绪也处于最佳状态，对健康有益。

为什么天天需要健康的人参加无
偿献血？

目前，咸宁市各级医院每天都有数
百名病人急需输血救治，每年临床用血
量达7吨。为满足救死扶伤所需血液，
每天需要100余名健康适龄的爱心民众
参加无偿献血。适龄健康公民一年内
每人可献血两次。血液的宝贵还体现
在另一方面，它不能永久保存，它的“保
质期”仅有35天。因此，血液不能大量
采集，长期储存。为了给那些躺在病床
上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献上“生命的
礼物”，我们希望献血者的热情永续不
断、连绵不绝！

献血热线献血热线：：82650788265078 1812036067918120360679 1897181501818971815018
献血地址献血地址：：市中心血站市中心血站（（温泉幸福路温泉幸福路11号号）、）、中国信合中国信合（（大商城对面大商城对面）、）、光谷广场光谷广场

市中心血站热忱欢迎广大市民踊跃参加无偿献血市中心血站热忱欢迎广大市民踊跃参加无偿献血，，奉献爱心奉献爱心！！无偿献血光荣 利国利民利己无偿献血光荣 利国利民利己

注销公告
嘉鱼县淦水生态禽业养殖专业合作社

（注册号：422322NA000249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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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鱼县淦水生态禽业养殖专业合作社

2018年7月13日

李燕媚遗失就业失业登记证，编号：4212022013003325，特声明
作废。

咸宁市咸安区幕山苗木种植专业合作社遗失农民专业合作社法
人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422301NA000040X，特声明作废。

徐辉遗失赤壁市捷诚行汽车美容中心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422302600132584，特声明作废。

张华锋遗失嘉鱼县工商行政管理局2017年5月6日核发的嘉鱼
县鱼岳镇如家宾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2421221MA49UXGE2W
的营业执照正本，特声明作废。

咸宁天合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遗失中国工商银行咸宁市咸安支行
营业室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5360001610002，账号：
1818000709200167603，特声明作废。

湖北金奥通机电工程有限公司遗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咸宁泉塘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5360000993101，账号：
1818000509200043822，特声明作废。

咸宁市陆陆顺机动车销售有限公司遗失税控盘一个以及发票专
用章一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1200MA48WBXL88，特声明作
废。

汤自强遗失咸宁市老卫校门面地税税务登记证正本，证号：
422322681210561，遗 失 国 税 税 务 登 记 证 正 本 ，证 号 ：
42232219681210561X，特声明作废。

刘艳辉遗失赤壁市沿河大道（农行对面）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正本，注册号：422302600143941，特声明作废。

赤壁市凤凰山社区十三组居民邓金平遗失土地经营权证一本，经
营权证号：J421281001009130052，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电话：3066175 3066171 3066230
地址：崇阳县天城镇程家巷36号

崇阳中医院崇阳中医院
骨伤科骨伤科

（（咸咸））医广医广【【20182018】】第第001001号号（（广告广告））

明知可能排队上天台，为何人们还爱博彩
4年一度的世界杯不仅是球迷的盛

宴，还是赌徒的狂欢，看球都没赌球过
瘾。随着球赛接近尾声，多少人指望赌球
发家致富却赔了老本，纷纷表示排队上天
台谁也别拦我。

明知中奖率低，输多赢少，彩民们为
什么还都乐此不疲？因为彩票游戏就是
一场针对人性弱点的成瘾设计。

一夜暴富梦刺激奖赏通路

博彩公司通过抛出超高赔率的诱饵，
“输了不过几百，赢了别墅靠海”，唤起大
众一夜暴富的幻想。兰辛社区学院心理
学家沙伦·休斯博士说，当奖金变得如此
高时，人们更容易丧失理智和逻辑。

博彩公司通过营销梦想和希望，激活
大脑的奖赏机制，分泌让人产生快感的多
巴胺，而正是这快感奖赏让人们乐此不疲
的买彩票赌一把。很多研究发现，当预期

有好事发生，不需要等到真正发生，大脑
便已经开始分泌多巴胺，就算中奖概率
小，但幻想中奖就足以让人们在快乐驱动
下失去理性。

可用性偏见导致非理性决策

可用性偏见是大脑的自动化认知策
略，也是一种认知偏差，指人们判断和决
策时，只考虑容易想起和记得的信息，而
不考虑客观的事实和数据。比如虽然飞
机失事率很低，但只要近期发生空难，人
们选择飞机出行的意向就会下降。

可用性偏见根据容易进入脑海的信
息，左右人们的行为。买彩票前想到的是
谁谁中了500万，却无视更多人没中奖的
事实，赌球前进入脑海的是谁谁赌几百赚
几万，而罔顾低中奖率的事实，可用性偏
见让人们高估了彩票中奖的可能性，纷纷
前仆后继。

侥幸心理与赌徒谬误

沉迷博彩的人都存在侥幸心理，对现
实的盲目乐观和心存侥幸，给了彩民一种
不劳而获的收益预期，让他们不惜放手一
搏。赢，便强化对侥幸心理的迷信，刺激
获得成功的快感，进而加大筹码还想中
奖；输，则另一种叫“赌徒谬误”的心理机
制开始上线。

什么叫赌徒谬误呢？它是一种典型
的赌徒错误心态，就像押轮盘，如果黑色
连续出现几次，赌徒认为下回就要出红色
了，如果这次还不是，那下次更加肯定，他
们无视每盘赌局是独立事件，出红或黑的
概率都是50%，始终相信自己的预期目标
会到来。如果连续输几次，赌徒谬误的心
理会让彩民无视概率规则，盲目坚信风水
轮流转，认为那么多次没中奖下回肯定能
中，于是越输越买。

差一点就赢的控制幻觉

“差一点就赢”给人们一种离成功只
差毫厘的幻觉，同样会引起多巴胺的分
泌，产生成功的快感激励，让博彩者盲目
相信自己的赌技，越挫越勇。比如赌球买
比分，比赛结果是4∶3，而自己买了4∶2，
以为只差一个球就中大奖，事实上这两个
比分是完全独立的，表面上的差一点实际
上差了十万八千里。

差一点就赢是一种控制幻觉，是指在
完全不可控和部分不可控的情境下，个体
由于不合理的高估自己对环境和事件结
果的控制力而产生的一种判断偏差。当
控制幻觉占据了大脑，人们便认为随机事
件中存在规律，并且自己拥有掌握和控制
规律的能力，“差一点就赢”显得自己决策
英明、智慧超群，在这种超能力的加持下，
人们彻底失去对现实的判断。（本报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