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新高考背景下，中学职业生涯

规划教育势在必行，指导和帮助中学

生做好生涯规划，成为教育领域又一

门重要的功课。9月25日，中学生涯

教育导师培训工作坊在我市正式开

班，专家教授与我市教师一起，探讨新

形势下的“适性扬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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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左利华、彭敬
一报道：咸宁农商行在市委市政府
的坚强领导下，按照省联社“三大
银行”战略部署，积极服务乡村振
兴，全力支撑咸宁绿色崛起，全面
助推鄂南强市建设。

该行积极支持绿色生态农业
发展，支持乡村旅游发展，支持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民专业合作
社、乡村龙头企业发展，支持农村
多元化产业融合。截至9月末，全
市农商行共为690家企业发放贷款
101.23亿元；为25.36万农户建立
经济档案，发放农户生产经营性贷
款50.46亿元；发放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贷款9.5亿元，全面支持农村
经营大户、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
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签约10余
个基础设施建设、农业水利和生态
环境等重点项目，跟进现代农业产
业园以及文化小镇、美丽乡村建

设。
同时，全市农商行扎实推进

“营业网点镇镇通、电话银行村村
通、手机银行户户通”普惠金融工
程，建立了金融网格工作站、惠农
服务点，从信贷政策、渠道建设、产
品和服务创新等方面普惠大众。
至9月末，全市农商行新增金融网
格化工作站建站总量达到 461
个。另外，全市农商行构建以“智
慧支付平台、网上信贷平台、交易
服务平台”为主体的新型服务平
台，全面推动普及手机银行，打通
乡村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截至9月底，全市农商行累计拓展
手机银行客户30.51万户，手机银
行交易笔数和交易金额持续增长，
手机银行本年累计交易156.28万
笔，同比增长19.63万笔；累计交易
金额226.25亿元，同比增长75.27
亿元。

服务乡村振兴

咸宁农商行50亿元贷动25万农户

如何为大学各专业提供志向、情
怀匹配的学生，让学生的学习过程更
自觉、学习生涯更具持续性？

生涯规划导师李萍教授说，生涯
教育首先要教育孩子们立志，注重价
值引领。要看到孩子的学习动向、学
习风格，对孩子进行个性化辅导和陪
伴，要综合评估孩子的能力水平，并作
出有效牵引。

培训中导师们一再强调，生涯规
划的目的是帮助学生找到自己的学科
特长、有利的高考组合模式和与学生
性格兴趣吻合的职业发展方向。老师

所要做的就是帮助学生理性规划，帮
助学生坚定职业追求。

“面临改革，家长们给予不了太
多帮助，孩子们自己应该如何适应新
变化？”一些家长发出这样的疑问。
三位老师对此也在讲座中作了相关
说明。

中学生要初步了解自身潜能和职
业要求，在设计职业生涯规划时，不要
单纯地考虑自己的兴趣、爱好，还要考
虑自己是否有适合某种工作的能力。
在职业选择和发展中，不能一味追热
门避冷门，被社会趋势摆布。职业规

划，一方面是认识社会实际，了解社会
需求，另一个方面认识自我，然后在社
会实践中不断调整和完善自我的过
程。

“在高中阶段思考现在与未来、自
我与社会的关系，参与社会实践，承担
社会责任，做到未雨绸缪，既是家长和
孩子们的美好愿景，也是教师的使
命。”参加培训的教师们如是说。

我市中学生涯教育导师培训工作坊开班

为学生点亮职业“明灯”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丁婉莹

今年7月刚大学毕业的学生小龙，在结
束了四年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学习后首
度求职却连连受挫。问起求职失败的原因，
小龙不无遗憾地说，当年高考填报志愿，专业
这一栏是父母参考了亲戚朋友的建议后做的
决定，自己也因为没有主见便听从了家长的
话。

“不温不火地学习了四年，对专业知识仍
是一知半解，找起工作来就犯难了。”小龙说出
的话正是现在许多高校毕业生面临的难题。

采访中，被问及未来的职业生涯规划，许
多高中生甚至大学生都一脸茫然，要么是对职
业生涯规划的概念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要么
就是对自己未来的职业规划模糊一片。

那么究竟什么是职业生涯规划呢？培训
工作坊的中学生涯教育导师解释，所谓“职业
生涯规划”，是指个人与组织相结合，在对一个
人职业生涯的主客观条件进行测定、分析、总
结的基础上，对自己的兴趣、爱好、能力、特点
进行综合分析与权衡，结合时代特点，根据自
己的职业倾向，确定其最佳的奋斗目标，并为
实现这一目标做出行之有效的安排。

培训导师说，很多学生在职业生涯规划上
都存在错误的规划或是盲目无规划的情况。
比如，有些学生大学专业由父母选择，有些学
生只对要进入的大学做了选择，而没有考虑所
学专业；有的学生虽然自主选择了专业，但仅
跟风热门专业而忽略了自己的兴趣和发展。
这些都导致了未来职业选择上的“专业不对
口”。

搬开“专业不对口”这块职业道路上的拦
路石成为我市新高考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也
迎来众多家长和学生的关注。

此次来咸的中学生涯教育专家
导师李萍教授、连德敏博士和谢虎
老师在为期五天的培训中，就中学
生涯教育的本质与思路，如何开启学
生的天赋优势，MBTI 与高中学科、
大学专业和未来职业的选择，如何探
索学生的兴趣倾向，如何发现学生的
多元智能等九大主题展开培训授
课，并与我市各高中近40名优秀教
师一起深度探索中学生涯教育的本
质和核心内容。

在新高考的背景下，为什么要对

高中生职业规划作出指导？
“高考改革的目的是建立科学、公

正的人才选拔和培养体系，为适应当
今时代发展和未来社会对人才的需求
做好准备。即改变原来的一考定终身
制，引入多元录取机制。”市教科院院
长汪永富如此解释。

中学生涯教育是帮助和引领高中
学生了解自己的兴趣爱好、性格特征、
擅长的学科和未来想从事的职业，根
据现有的主客观条件，设计出学生的
未来职业生涯规划图景，协助学生找

到自己的生涯发展方向，并教会学生
如何规划自己的人生生涯。

汪永富表示，当今社会处在变革
的时代，充满着激烈的竞争。物竞天
择，适者生存。要想在这场激烈的竞
争中脱颖而出并立于不败之地，每个
人必须认识自我、规划未来。因此，中
学生涯教育迫在眉睫。

开展有关中学生涯教育就是在响
应新高考改革，注重对学生思维的开
发、理想的树立，为社会培养可持续发
展的人才。

专业缺少规划
——职业生涯的拦路石

1

教育热点

正确认识自我
——生涯教育的领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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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进行设计
——生涯规划的实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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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近日首次拍摄到螳螂捕食鱼类的画面。
据国外媒体报道，在印度一个屋顶花园的小鱼池中，一
只螳螂站在一片漂浮的叶片边上，伸出强有力的前肢将
水中的小鱼牢牢抓住。这只螳螂的体长超过5厘米。

螳螂先从尾巴开始吃鱼。它在5天内每天都来到
小鱼池，总共吃掉了9条鱼，大概每天两条。尽管螳螂
的复眼结构表明它们更适应在白天捕猎，但在这个案例
中，这只雄性螳螂在光线微弱的情况下也能成为出色的
猎手——所有9条鱼都是在日落到深夜捕获的。尽管
螳螂主要以其他昆虫为食，但它们的食谱几乎包括了一
切能抓到的动物，包括青蛙、蝾螈、老鼠、蛇甚至鸟类。

螳螂捕鱼
猎物遍布天上水间

漫步“云端”
水鸟与朝霞交相辉映

日出时分，彩色的云朵反映在平静的水面上，水中
优雅的鸟儿看上去就像是在糖果色的云端行走。据国
外媒体报道，这是71岁摄影师哈瑞· 布瑞特近日在美
国佛罗里达州拍到的水鸟生动画面。

镜头前，既有四只沙丘鹤经过镜面一样的水面，水面
因为天空的反射，幻化出迷人的色彩，还有一只鸟儿在着
陆时，溅起了漂亮的水花，还有在水中觅食的鸟儿们。

独自享用
贪吃夜鹭吞食大青蛙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近日，一名业余摄影师在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怀尔德伍德公园湖边拍到一组有趣
的照片，记录了一只夜鹭吞下一整只硕大绿色青蛙的
过程。

这只2英尺(约60厘米)高的黑冠夜鹭将喙张得大
大的，想让倒霉的青蛙直接滑入食道，但是青蛙的两条
腿仍然挂在它的喙两边，看上去就像长了八字胡，十分
滑稽。估计它也意识到自己一次性吃了太多。不过努
力了约20分钟后，它终于吞下了这只有自己一半大的
青蛙。 （本报综合）

加拿大神经科学家在《睡眠》杂志发表
的一项最新研究称，他们进行的世界上最
大的睡眠研究提供的初步结果显示，平均
睡眠时间为每晚7—8小时的人，比那些睡
眠时间少于或超过这个数量的人表现出更
好的认知能力。

根据该研究，大约一半的参与者报告
称，他们通常每晚睡眠时间少于6.3小时，
比研究建议的数量少一个小时。

一个惊人的发现是，睡眠对所有成年
人的影响相同。无论年龄大小，与高度功
能性认知行为相关的睡眠量（7—8小时）对
每个人都是相同的。此外，与睡眠过少或
过多相关的损伤也与参与者的年龄无关。

该研究主要作者、欧文实验室研究助
理康纳· 维尔德说：“我们发现，保持大脑最
佳状态的最佳睡眠时间是每晚 7—8小
时。我们还发现，那些睡眠量超过这个数

量的人和那些睡得太少的人，受到的损伤
一样。”

此外，研究发现，参与者的推理和言语
能力是受睡眠影响最大的两种行为；而短
期记忆表现则相对不受影响，这与大多数
睡眠完全剥夺科学研究得到的发现不同，
并且表明长时间睡眠不足对大脑的影响与
熬夜不同。

从积极的方面来看，有证据表明，即使

是一夜的睡眠也会影响一个人的思考能
力。参加研究前一晚比平时睡得多的参与
者，比那些睡眠时间跟平时一样或睡得更
少的人表现得更好。

这项世界上最大的睡眠研究于2017
年6月启动，几天之内，来自世界各地的4
万多人参与了在线科学调查，其中包括深
入的调查问卷和一系列认知表现活动。

（本报综合）

迄今最大规模睡眠研究称

睡七八小时最好，太多让人“变笨”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18年10月30日上
午10：00时在嘉鱼县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
局（县司法局六楼）会议室公开拍卖如下标的：

1、嘉鱼县永逸泵站废旧设备、物品一批，
包括电动机、变压器、配电柜、金属构件等，具
体数量以实物清单为准。拍卖参考价30.6万
元。

2、嘉鱼县簰洲湾镇后垸泵站废旧设备、
物品一批，包括电动机、变压器、配电柜、金属
构件、电器连接线等，具体数量以实物清单为
准。拍卖参考价25.2万元。

3、位于嘉鱼县沙阳大道147-2号办公楼
第三层面积224㎡房屋3年租赁经营权。拍
卖参考价1.8万元/年。

4、位于嘉鱼县沙阳大道147-2号办公
楼第二层面积224㎡房屋3年租赁经营权。
拍卖参考价2万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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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的展示：自公告之日起至2018年10
月29日下午4时前（上班时间），标的物在其
所在地或存放地公开展示，请有意竞买者自
行查看标的现状。

请有意竞买者自公告之日起至2018年
10月29日下午5时止凭有效身份证明并交
纳竞买保证金办理竞买登记手续，1号、2号
标的竞买保证金10万元；3号、4号标的竞买
保证金1万元。

竞买保证金账号：开户单位:湖北荣达诚
拍卖有限公司、账号：576859932255、开户
行：中国银行咸宁经济开发区支行。

注：拍卖成交后，1号、2号标的在实物存
放地现场按现状移交，买受人应在成交之日
起7天内自行负责拆解、装卸、运输、清理完
竞得的设备或物品，并在成交价之外另行支
付相关费用，承担安全责任。

公司地址：咸宁市咸宁大道特1号香泉
公馆2号楼1502室

联系电话：0715-8895636
13907247798（邹先生）

湖北荣达诚拍卖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二日

拍卖公告
咸宁愿京物业服务有限公司遗失中国人

民建设银行桂泉支行开户许可证正本原件，
核准号：J5360000577402，特声明作废。

孙文武遗失温泉双全五金水暖批发部税
务 登 记 证 副 本 和 发 票 领 购 簿 ，税 号 ：
422301197512026074，特声明作废。

湖北民联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大楚城店遗
失 执 业 药 师 注 册 证 ，注 册 证 编 号 ：
422217120093，资格证书号：96423108X，特
声明作废。

湖北君宝机械有限责任公司遗失行政公
章一枚，特声明作废。

通城县残疾人艺术团遗失民办非企业单
位登记证书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14212220958695251，特声明作废。

王萍遗失中学高教教师专业技术资格证
书，批准文号：崇教师[2006]12号，特声明作废。

叶再兴遗失温泉玉琳龙毒道养生馆个体
工 商 户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注 册 号 ：
422303600128616，特声明作废。

咸宁市卓越装修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
正 本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21200MA490U9G2D，特声明作废。

董安心遗失咸安区兴福太宾馆个体工商
户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 注 册 号 ：
422301800001625，特声明作废。

王敏遗失温泉红丹名师名店美容美发中
心 发 票 领 购 簿 ， 税 号 ：
4223241973081700141，特声明作废。

咸宁市公安局温泉分局周先志遗失鉴定
人资格证书，编号为20061150019，有效期为
2011年8月15日至2016年8月14日，特声
明作废。

咸宁市公安局温泉分局胡峰遗失鉴定人
资格证书，编号为 20111150012，有效期为
2011年8月15日至2016年8月14日，特声
明作废。

张敏遗失咸宁市红土地蔬菜配送中心个
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22303600076782，特声明作废。

雷应鹤遗失咸宁市科宝整体家居馆个体
工 商 户 营 业 执 照 正 本 ，注 册 号 ：
422301600198355，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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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咸宁市商贸（成品油）安全生产大检查举报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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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