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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实验小学举行教德师风宣誓仪式
本报讯 通讯员朱曲波报道：
“ 我是光荣的人民教
师，面对国旗，我庄严宣誓：
忠诚人民教育事业……”
9 月 10 日上午，
市实验小学在运动场隆重举行教师节
献礼暨教德师风宣誓仪式，
全校师生 5000 余人齐聚一堂，
共庆第 34 个教师节，
近两百名教师面对国旗庄严宣誓。
在一片掌声和欢呼声中，学校党总支书记黄建军带
领全体教师在国旗下举行师德师风庄严宣誓：
“让我们以
新学期为起点，瞄准目标勇敢前行，以满腔的热情，饱满
的精神和坚定的信心，去迎接新学期的挑战，为自己加
油！为实小喝彩！让梦想和爱与我们同行！”

权威解读来了
权威解读来了
甲醛致白血病并非一触即发
甲醛致白
血病并非一触即发
近日，有媒体以《阿里 P7 员工得白血
病身故，生前租了自如甲醛房》为题发文，
称阿里员工王某今年 1 月在杭州租住自
如的房间，仅仅半年后，就患急性髓系白
血病身故。一时间，有关甲醛到底会不会
引发白血病的话题再次迅速刷爆朋友

圈。毕竟，生活中，搬新家、换办公室装修
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问题，而装修引起的
甲醛污染大家或多或少都听说过，但甲醛
的危害究竟有多大，跟白血病之间又存在
着怎样的关系，就不是普通人能够说清楚
的。

室内甲醛多来自新家具和地板
要说甲醛和白血病的关系，首先要弄
清楚甲醛是什么。据原首都医科大学附
属北京朝阳医院职业病与中毒医学科主
任医师郝凤桐介绍，甲醛是分子量最小的
醛，气体状态下无色有刺激性气味，是一
种常用的化工原料，主要用于生产工业树
脂，例如刨花板和涂料，经常出现在建筑
材料中。
“人们最关心的居家或写字楼装修
中，甲醛主要来源是粘合剂，比如说木地
板中会用到粘合剂。再就是装修后，一般
都会买新家具，这些新买的家具中也存在
粘合剂的问题。
”
郝凤桐说。
其实，甲醛在自然界的存在很广泛，
空气中就有，不过它不是很稳定，很容易
就被氧化或被土壤中的微生物代谢掉
了。人体内也是会产生甲醛的，它是一种
氨基酸代谢产物，人类和其他灵长类动物
血液中就含有 1mM 左右的甲醛。不过不
用担心，人体对甲醛有一定的代谢能力，
所以微量的甲醛是不会积聚的。
由于甲醛的分子结构较为基础，它是
很多复杂化合物的前体，在纺织业、如为
了使衣服防皱，会采用一些含有甲醛的活
性树脂作为粘连剂；再就是汽车制造业、
建材行业等各种工业中都有广泛的应用。
另一方面，甲醛具有杀菌能力，可以

杀死大多数细菌和真菌，所以它的水溶液
以及衍生物也被用于消毒和治疗某些疾
病，甚至用于制造动物饲料。
甲醛还有另外一个广为人知的名
字。甲醛质量分数 37%或体积分数 40%
的水溶液，就是人们常说的福尔马林了。
福尔马林常被用来制作标本，这是由于甲
醛的一个特殊性质——它能够令蛋白质
与 DNA 不可逆地结合，因此有了固定组
织、防腐的功能。
郝凤桐表示，大多数人说到甲醛，第
一印象是“装修时的刺鼻气味”。在甲醛
浓度为 0.1ppm 的空气中，人们就会感觉
到眼部粘膜的明显刺激了，这个浓度吸入
的甲醛可能会引起头痛、喉咙的灼烧感、
呼吸困难，并且可以触发或加重哮喘症
状。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将甲醛列
为与鼻窦癌和鼻咽癌相关的“已知人类致
癌物”，国家毒理学计划则在 2011 年发布
的《致癌物报告（第十二版）》将甲醛明确
列为
“已知人类致癌物”。
“通俗地说，甲醛超标很严重，长期暴
露有可能导致呼吸系统肿瘤，如肺癌，这
是有动物实验证实的了。但一般家庭标
准超标，个人认为达不到那种程度，其与
白血病的关系目前也没有定论。”郝凤桐
说。

赤壁实验中学编写特色校本课程
本报讯 通讯员胡新华、余先德报道：9 月 7 日，咸
宁市第十一届黄鹤美育节在咸宁外国语学校盛大开幕，
赤壁市省级课题《笋衣设计与制作艺术》作为地方艺术特
色，其作品与校本教材在美育节期间闪亮登场。
赤壁市实验中学一直以来注重地方优势资源的挖
掘，开发地方课程，编写校本教材。2015 年，赤壁市实验
中学承接了湖北艺术研究课题《笋衣设计与制作艺术》，
利用赤壁当地丰富的楠竹笋衣资源，开展绘画制作手工
教学活动，成立笋衣设计与制作艺术工作作坊。
据了解，赤壁市实验中学把笋衣艺术制作纳入美术
教学活动，利用笋衣制作出《三国演义》连环画，既彰显了
地方特色，又弥补了美术教材的不足，开启了校本教材开
发的新格局。

是否患白血病取决于易感基因
“白血病，俗称‘血癌’，是一种血液系
统恶性增生性疾病。一般分为急性和慢
性两种，前者发病很突然，没几天就诊断
出了；后者从发病到确诊有时需要两三年
的时间。”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
液学研究所）、实验血液学国家重点实验
室教授肖志坚说。
但无论是急性还是慢性白血病，其引
发的因素都是相同的。肖志坚介绍，这些
因素包括：放射线，正常人患白血病的机
率在 1/25000 左右，但曾身处在原子弹爆
炸圈一公里以内的居民，倘若幸存，其于
数年之后患白血病的机率就高达 1/20 左
右。另外怀孕妇女接受腹部 X 照射，新生
儿患病率也较高；还有特定人群，如长期
接触有机苯的群体，像从事皮革、涂料、油
漆生产的工人，其长期暴露在甲醛、苯、二
甲苯的环境中，其患白血病的机率也比正
常人高；遗传或基因突变，先天染色体异
常，如唐氏症、布伦氏症候群等先天疾病
可能会增加白血病的发生。如家中有人
曾患病其机率较高；再就是自身免疫因
素,自身免疫的缺陷可能与慢性淋巴细胞
白血病有关。
有专家表示，
以上因素中，
遗传或基因
突变可谓导致白血病的内因，其他可称为
外因。需要明确的是，
在内因存在时，
加上
外因的影响，
加快了细胞突变的过程，
癌症
（白血病）就会一触即发；
若不存在内因，
外
因是不会引起白血病的。内因和外因的先
后作用，
称为致癌的
“两次打击”
。

肖志坚也认为，是否会引发白血病跟
个体的遗传易感基因有关，如果体内有易
感基因，一旦与环境中的毒物接触，就容
易受到影响。同时，也与人体内的基因功
能有关。
“人体内是有解毒基因的，只不过
有些人解毒基因具有活性、有些人的则没
有活性，没有活性的基因就不具备解毒功
能 ，因 此 ，其 在 环 境 中 接 触 到 毒 物 就 不
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同样环境下，有些
人容易生病，有些人则没事儿。”肖志坚
说。
至于甲醛是否会引发白血病？肖志
坚表示，如果长期暴露接触苯、二甲苯、甲
醛，其会引起染色体畸变、基因突变，可能
会导致白血病是比较肯定的。因为甲醛
和苯、二甲苯，都有芳香烃的苯环结构，这
类化学物质能够迁移到 DNA 里面，引起
染色体和基因的突变，从而致癌。有研究
也表明，甲醛暴露与白血病，特别是髓系
白血病的发病风险是正相关的，从事殡葬
业和尸体防腐工作的从业者们，与普通人
相比患白血病和脑癌的风险也有所升高。
但肖志坚也强调，甲醛的致癌作用与
浓度密切相关。研究显示，高浓度的甲醛
污染（≥1.0mg/m3）才可引起细胞突变和
癌症（包括白血病），若室内空气甲醛浓度
没有超过这个水平，一般不至于引起白血
病。至于苯，较明确的与职业苯暴露所致
的白血病发生相关的最低暴露剂量为
32—80mg/m3，而中国《室内空气质量标
准》中，苯的浓度限定 0.9mg/m3。

别让
“大石头”
挡在大人与孩子中间
○ 熊彩云

相关链接

住宅装修后多久可入住
也许有人会问，那么房子装修后多久
入住才行？
对此，郝凤桐表示，这主要看污染物
的来源，家居装修中产生的污染物主要有
5 种：甲醛、苯、氨气、放射性氡、TVOC（总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其中，甲醛和苯是
最常见、危害最大的两类。大家都知道，
苯的急性毒性主要是麻痹中枢神经系统，
慢性毒性主要是作用于造血组织及神经
系统，若造血功能完全破坏，就可能引起
白血病。
“生产的涂料和油漆中会含有苯，危
害大，挥发快。苯可谓臭名昭著，其危害
在国际国内都有共识，而且本身也不便
宜，因此，大家是能不用就不用，其有充分
的替代品。”郝凤桐说，至于甲醛，新买的
橱柜或书柜，打开门会闻到刺激性气味，
这主要是粘合剂被固化了，挥发比较慢。
但其含量一般会很低，过几周以后去住就
没问题，门诊上因为甲醛引发疾病确诊的
案例至今还没有。

赤土网挂 G（2018）17 号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结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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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赤土网挂
G（201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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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壁网挂 G（2018）17 号
（二）宗地位置：赤壁市蒲圻办事处大田畈
社区陆水工业园区发展大道西侧地块一
（三）出让面积：
24521.95 平方米；
（四）容积率：>1.0；

（五）土地用途：
工业用地? ；
（六）出让年限：
工业 50 年；
（七）供地方式：
网挂；
（八）起始价：722.42 万元；
（九）交易结果：
无；
（十）成交时间：
2018.9.12；
（十一）受让人；
无人申请竞买；
赤壁市国土资源局
2018 年 9 月 14 日

赤土网挂 G（2018）18 号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结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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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赤土网挂
G（20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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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壁网挂 G（2018）18 号
（二）宗地位置：赤壁市蒲圻办事处大田畈
社区陆水工业园区发展大道西侧地块二
（三）出让面积：
12145.05 平方米；
（四）容积率：>1.0；

（五）土地用途：
工业用地? ；
（六）出让年限：
工业 50 年；
（七）供地方式：
网挂；
（八）起始价：364.21 万元；
（九）交易结果：
无；
（十）成交时间：
2018.9.12；
（十一）受让人；
无人申请竞买；
赤壁市国土资源局
2018 年 9 月 14 日

赤土网挂 G（2018）19 号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结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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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赤土网挂
G（20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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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壁网挂 G（2018）19 号
（二）宗地位置：赤壁市蒲圻办事处红旗桥
社区循环产业园南渠南路南侧地块
（三）出让面积：
3729.29 平方米；
（四）容积率：>1.0；
（五）土地用途：
工业用地? ；

（六）出让年限：
工业 50 年；
（七）供地方式：
网挂；
（八）起始价：83.50 万元；
（九）交易结果：
83.50 万元；
（十）成交时间：
2018.9.12；
（十一）受让人；赤壁市蒲电环保材料有限
公司；
赤壁市国土资源局
2018 年 9 月 14 日

赤土网挂 G（2018）20 号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结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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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赤土网挂
G（20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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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壁网挂 G（2018）20 号
（二）宗地位置：赤壁市中伙铺镇中伙社区
光谷横一路北侧地块
（三）出让面积：
20059.65 平方米；
（四）容积率：>1.0；

（五）土地用途：
工业用地；
（六）出让年限：
工业 50 年；
（七）供地方式：
网挂；
（八）起始价：83.50 万元；
（九）交易结果：
无；
（十）成交时间：
2018.9.12；
（十一）受让人；
无人申请竞买；
赤壁市国土资源局
2018 年 9 月 14 日

赤土网挂 G（2018）21 号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结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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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赤土网挂
G（20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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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壁网挂 G（2018）21 号
（二）宗地位置：赤壁市中伙铺镇中伙社区
光谷纵三路与光谷横一路西北侧地块
（三）出让面积：
11012.70 平方米；
（四）容积率：
>1.0；

（五）土地用途：
工业用地；
（六）出让年限：
工业 50 年；
（七）供地方式：
网挂；
（八）起始价：
196.92 万元；
（九）交易结果：
196.92 万元；
（十）成交时间：
2018.9.12；
（十一）受让人；
湖北耐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赤壁市国土资源局
2018 年 9 月 14 日

遗失声明
王直明遗失位于通城县隽水镇中阔村一组的集体土地使用证，证
书编号：120501047，建筑占地 158.44 平方米，
特声明作废。
湖北祥晖医疗科技有限公司遗失行政公章一枚，特声明作废。
王 仕 宁 遗 失 湖 北 国 土 资 源 职 业 学 院 报 到 证 ，报 到 证 号 码 ：
201813800300577，特声明作废。
通城县沙堆镇湾船咀村民委员会遗失湖北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统一收款收据 19 份，编号：2047507-2047525，特声明作废。

活性炭、绿萝、吊兰……为去除甲醛，
人们是招数使尽。对此，专家表示，真正
有效的解决办法，除了避免过度装修并使
用正规合格的材料外，只有通风。
研究表明，短时间开窗通风 10 分钟，
室内空气中甲醛的浓度大约能降低
70%—90%。天气好的时候，不妨多开开
窗。夏秋季温度高，板材释放甲醛等有害
物会更严重，因此更要注意通风。
至于装修多久后才入住？肖志坚认
为，这个因人而异，最好在入住前请专业
的机构进行检测，我国《居室内空气中甲
醛的卫生标准》明确规定，居室空气中甲
醛的最高允许浓度为 0.08mg/m3。
（本报综合）

科技 观 察
◢

吸收合并公告
经湖北汇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和咸宁市阳光酒
店有限责任公司双方股东分别做出的股东会决议，
湖北汇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拟吸收合并咸宁市阳光
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合并后，湖北汇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存续，咸宁
市阳光酒店有限责任公司解散。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合并各方的债权、
债务均由合并后存续的湖北汇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承继，请相关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
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次公告起四十五日内，到相关
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承继的有关手续。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
0715-8156666
联系人：
周敬
地址：咸宁市长安大道 169 号
湖北汇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咸宁市阳光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2018 年 9 月 14 日

声 明
本公司自 2014 年 4 月 16 日成立以来未曾使用过
咸宁东瑞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和咸宁
东瑞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业务专用章，此章于咸宁
东瑞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前任负责人戈军利用职位
之便私刻，故我司再次严正声明此章对外发生的一切
业务往来与本公司无关。
特此声明
咸宁东瑞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018 年 9 月 12 日

去年腊月的某个晚上，朋友圈被一条找孩子的信息
刷屏了。一个不想去参加寒假补习的小男孩，和奶奶赌
气，跑到家附近的山上深夜不归。
家长上山寻找无果后慌了神，开始寻求各种帮助，直
至惊动了警方和媒体。网易新闻 APP 咸宁频道发起现场
直播，报道的主题是——咸宁今夜无眠，全城急寻某某
某。公安部儿童失踪紧急发布平台也进行了转发，朋友
圈的消息更是铺天盖地。
我是坚信孩子会找到的。理性上分析，一个六年级
的男生已经具备基本的生存能力，加之他并不是无缘无
故的失踪，并且失踪区域就在他家附近熟悉的地方。但
是，在这零下气温的寒夜里，孩子的安危牵动了独孩时代
人们脆弱的心。
孩子找到了，他躲在一块大石头的后面，从下午四点
一直到凌晨两点。
班主任问：你听到我们的呼唤了吗？
孩子说：
听到了！
班主任又问：我们喊了那这么久，你听到了为什么不
答应？
孩子说：
我害怕，我担不起！
是的，他感觉自己捅了个大篓子，而只有这块大石头
能挡住他的尴尬与害怕，所以任凭多少人在大声呼唤，就
是不敢出来。若不是细心的叔叔发现了他，怕真要冻成
石头了。
分析事情的始末，大概也无法客观的评判谁对谁
错。归根结底，
其实还是个沟通问题。
当孩子突然说不想上学的时候，
大人们别让这句话吓
着了，
孩子表达的是一种感受情绪，
而不是一个
“马上不去
上学”
的决定。听孩子说完，
接受孩子的情绪，
理解孩子的
感受。要知道，表达情绪本不是问题，而在孩子发泄情绪
的过程中被大人打断或批评指责，
才是问题所在。如果把
决定权交给他自己，
一般来说，
孩子发泄完不良情绪，
会作
出一个合理的评判选择，
这是一种思想成长的
“放养”
。
再来看躲在大石头后面的这个孩子，
他抗拒去上学一
定有什么缘由，何况还是个寒假补习班，抵触的因素就更
多了。其实有时候孩子不想上学，
就跟大人偶尔不想上班
的情绪是一样的，
只不过孩子的表达更任性一些罢了。
可惜奶奶没有给他沟通这些不良情绪的机会，所以
这件事情当中还有隔代教育这个更复杂的话题了。而后
面寻人事态的愈演愈烈，让孩子没有台阶可下，人家只是
本宝宝心里有点不高兴，结果引来了满山的校长老师和
警察叔叔，只有吓得躲在大石头后面算了。
总而言之，遇到孩子不合理的要求时，尽量用巧妙的
方式给他想象与选择的空间，不要让一块“大石头”挡在
大人与孩子中间。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不能一味纵容也
不能盲目武断，有效沟通是一门艺术，也是每个家长老师
的必修课。
（作者单位：咸宁实验外国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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昊天拍卖有限公司定
于 2018 年 10 月 18 日 10：00 时在咸宁市政务服
务中心 3 楼 D301 室对如下标的进行公开拍卖：
一、标的物的基本状况：
序
号

标的物名称

咸宁市笔架山路夹皮
沟巷 20 幢 2-302 号
咸宁市笔架山路夹皮
2
沟巷 20 幢 2-401 号
咸宁市笔架山路夹皮
3
沟巷 20 幢 2-601 号
1

套内面 参考价
积（㎡） （万元）
73.40

20.59

83.55

23.43

83.55

22.73

二、标的物展示时间、地点
自公告之日起，标的物在其所在地公开展
示。有意竞买者请自行到现场了解详情，本公
司不另行组织现场勘查。
三、报名时间及要求：
有意竞买者自本公告之日起至 2018 年 10

月 17 日 17 时前请持有效身份证明按每一标的
交纳 50000 元竞买保证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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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续，竞买保证金缴至指定账户（户名：武汉光
谷联合产权交易所咸宁产权交易有限公司，账
号：160100120100019543，开户行：湖北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咸宁分行）以到账为准，方可取得竞
买资格，
逾期不予办理。
四、联系方式：
1、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咸宁产权交易
有限公司
联系人：
姜先生
电 话：
0715-8126201 18371517949
地 址：
咸宁市政务服务中心 3 楼 D306 室
2、湖北昊天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柯女士
电 话：
0715-8206068 18907242175
地 址：
咸宁市咸宁大道万通大厦 703 室
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咸宁产权交易有限公司
湖北昊天拍卖有限公司
2018 年 9 月 14 日

咸宁市商贸（成品油）
安全生产大检查举报电话
为严厉打击成品油经营中违法违规行为，即日起在全市范围内
开展为期 3 个月的商贸（成品油）安全生产大检查。
为方便群众对各类非法加油站（点）、非法流动加油车（船）违法
违规生产经营行为进行举报，现公布举报电话 0715-8218928。
咸宁市商贸（成品油）
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