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热点

“穷怕了！不想子孙后代和自己一样。”今年77岁的郑
柳生老人感叹。他说，以前库区出行难的问题困扰着白云
潭村人的发展，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很多村民食不果腹，自
己曾想进城做点买卖，可发现自己文化程度低，做事受限，
所以特别重视起儿女的教育。

郑柳生有4个儿子，3个女儿。因田地少，人口多，全
家人吃饭都成问题。为了供儿女们上学，他和老伴每天得
到山林中砍柴卖，连下雪天都不敢停歇。那时白云潭没修
大桥，出行得靠自家的小渔船，到县城得4个多小时。所
以，他们每逢进城卖柴时，都得凌晨两点就起床，到县里的
码头后，再将柴禾挑到副食品厂、酱油厂等地售卖。后来，
年岁大了，挑不动了，他就开始打鱼卖。再后来，国家有了
贷款政策，他就到信用社贷款送孩子上学。 在郑柳生和老
伴的精心培育下，儿女们都很懂事，白天上学，放学就帮忙
砍柴、打鱼、干农活。

“爸爸，我们不要穿好衣，留着钱给我们买书吧。”郑柳
生至今还记得，大儿子郑日恒当年当年为了读书而这样哀
求自己。那时，没有电灯，郑日恒每借到一本书后，常常在
煤油灯下熬到深夜，希望一口气看完，需爷爷再三催促才
入睡。

1980年，郑日恒以高分被北京航空学院发动机系录
取，成为全村第一位走出去的大学生。1992年，又被公派
英国剑桥大学攻读博士，1997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后，致
力于发展中国新型航天动力技术。2015年11月，当选为
国际宇航联空间推进委员会副主席，是中国首位在该机构
担任此职的专家。

在郑日恒的言传身教影响下，他的弟妹们也非常勤奋
刻苦，弟弟郑日青留学日本，郑日星留学德国，最小的弟弟
郑日升也在哈工大攻读博士学位 。整个村湾里的孩子们，
都以他家为骄傲和榜样，自小就发奋读书。

郑志华说，如今，像这样一家有多名高材生的家庭，在
白云潭已不再是个例，而且这里已形成了一个惯例：凡是
有人考上大学，村委会都会到家里祝贺，并送上1000块钱
奖励资金。这些钱，都来自走出去学子的捐助。他们发达
之后不忘桑梓，都关心家乡的发展，资助湾里的孩子继续
完成学业。

村湾有个好榜样▲4村湾走出60多个大学生▲1
白云潭位于崇阳县天城镇河田村最西端，地处隽水

与黄沙港相夹的“半岛”上，三面环水，群山相拥，属于陆
水库区。村湾户籍人口有400多人，因全部姓郑，所以也
被称为大屋郑家。记者走进这里时，村民们有的在田间
劳作，有的在河中撒网捕鱼，还有的在门前织网、补渔船
……

“这里因修筑陆水河移民搬迁而形成，所以房屋依
山势而建，形成一条近千米的小长街。”村支书郑志华介
绍，移民后这里人均不到三分田地，村民们半耕半渔。

“恢复高考以来，已走出了60多名大学生，其中，博
士7名，研究生8名，留学生6名，他们通过知识改变了
自己的人生命运。”说起走出去的学子，郑志华满脸自
豪。

“郑日恒，北京航空学院；郑翔，中国海军工程学院；
郑志斌，武汉理工大……”郑志华给记者一一讲述着历
年来走出去的学子。记者发现，英国剑桥大学、美国哥
伦比亚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多个全球知名学府，
都有这里的毕业生。

“这里历来都重视教育。”今年70岁的郑宪章老人曾
是这个村里的一名教师，在该村小学工作了40年，2009
年以前该村考上本科院校的学生差不多都是他的学
生。他认为，村里能有这么多大学生，与多年来形成的
尊师重教的村风有关，父母对孩子读书这件事格外上
心，很多家庭即使借债也要供孩子上学。

郑宪章说，村民对教学十分支持。1966年库区移
民时，村民们就想方设法筹建学校。那时，这里不仅
建有小学，还设立了中学，有300多个学生，近20名老
师。

后来，村里翻盖学校，村民有的自愿捐款买材料，有

的义务出工。历年来，凡是有从外地来教书的老师，村
民们不仅给菜地让他种，还曾送给他们粮食，使他们乐
意在村教学。

郑宪章说，尽管村民生活十分艰苦，但送孩子读书
是这里人的第一要务。在普及义务教育之前，很多家庭
穷得连几块钱的学费都交不起。可由于村民们尊师重
教，所以很多在这教书的老师都自愿为学生垫付学费，
他本人也垫付过。

后来，当地学校撤并，再加上白云潭大桥的建成通
车，从村里到县城缩短至10多分钟车程，为了让孩子接
受更好的教育，村民们都让娃儿进城上学了。

村湾历来尊师重教▲2

“白云潭历史上就出过不少有学识的人。尽管这里
比较贫穷，可孩子们个个懂事。”村民郑玉吴告诉记者，
这里“基因”好，而这个基因其实是传统。

在村子入口处，有一座被列为崇阳县文物保护单位
的墓冢。通过碑文可知，这是清光绪年间，提督郑永和
的墓。

郑玉吴说，不管是种田的农民还是村里乡绅，都有一个
不成文的共识：子孙必须读书识字。这一传统代代相传。

郑玉吴还给记者展示了几本厚厚的族谱，里面详细
记载着这里的发展历史。其中，家规族训上写道：“子弟
七岁必进学。习字读文培德，择良而友，师家共督。族

以进学为荣，轻名利，尚学问，惩戒顽劣，奖励优秀。进
则善以待人，退则慎省其身……”

“看着别人家孩子考上大学，自己就眼红，发誓砸锅
卖铁也要供孩子上学。”村民郑量鑫家的孩子今年刚考
入河南大学。他说，之所以能出这么多大学生，也跟家
长的鼓励支持分不开。例如谁家出了大学生，邻家的家
长就会教育孩子，要向谁谁谁学习。

郑志华说，走出去的学子们奋斗的故事，成了村民
鼓励孩子刻苦学习的榜样。如今，这里的村民不比谁家
有钱，谁家房子好，而是比谁家出了大学生，谁家考的大
学好。

村湾形成比学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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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熊大平、通讯员徐卓
报道：随着教育信息化的不断推进，衍生
出的网络同步课堂利用网络媒体技术，
借助录播设备进行音频及视频的实时传
播，搭建了一个远程同步教学系统，让几
所相距较远的学校进行同步的互动教
学，使农村和边远地区师生都能够享受
优质的教育资源。

近日，咸安区外国语实验小学教师
一行来到刘祠小学，送教活动拉开序幕，
宋保华老师执教的美术课《五彩的烟花》
和万曼老师执教的音乐课《阿凡提骑
驴》。课堂气氛轻松而热烈。师生间、生
生间实现了双向互动，受到大家的一致
好评。

课后的交流会上，老师们一起探讨网
络同步课堂在使用过程中的优点，存在的

问题与不足。咸安区外国语实验小学为
了让课堂教学更高效，给刘祠小学和苏家
坊教学点建好应用平台做好信息互通，实
现教育资源共享，同时对课堂教学提出更
严格的要求。

为了加深彼此间的友谊，让乡村的孩
子们能真切地体会到该共同体大家庭的温
暖。开展了爱心捐赠活动，咸安区外国语
实验小学给两个教学点的每个孩子准备了
一份丰厚的礼物，收到礼物的孩子们激动
不已。网络同步课堂让农村学校不再孤
单，必将推进农村学校素质教育发展。

咸安区外国语实验小学

举办城乡网络同步课堂
10月25日，“关爱明天，与法同行”法

制宣传教育讲座活动在市第九小学开展，
全校师生共有400多人参加。

本次讲座主要以法论事的方式，告诉
同学们：“法律是无情的，必须引以为戒，
千万不要一失足成千古恨，因为一件小事
走上犯罪的道路。”

双鹤桥派出所副所长潘传德用通俗
易懂的语言，向学生们介绍了什么是校园
欺凌、校园欺凌的危害、校园欺凌形成的
原因、怎样预防欺凌等，教大家辨别犯罪
行为，提高法律认知能力，让学生在受到
校园欺凌时懂得自我保护。如遇到索要
钱物、以暴制暴、以大欺小、侮辱学生等校
园欺凌现象时，应及时告知家长老师，绝
不能逆来顺受，忍气吞声;坚决拒绝陌生
人搭讪;增强法制观念，机智勇敢地做斗
争等。潘传德告诉孩子们，“勿以善小而

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最后希望同学们要做一个学法、懂

法、守法的好公民，不要受社会上的不良
影响，不要走上犯罪的道路。讲座过后，
工作人员还向学生朋友们发放了法律知
识小手册。

“法制宣传教育讲座活动很有意义，
让同学们掌握基本的法律知识，知荣辱、
知行止、知自救，增强了安全意识。”讲座
结束后，学生代表杨文博说道。

据咸安区温泉办事处相关负责人胡成
祥介绍，本次活动为进一步加强学校法制教
育工作，提高广大师生的法制意识，让学生
做到学法、懂法、守法、用法，提高自我约束
自我保护能力，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行为。

区司法局相关负责人也对学生们在讲
座中的良好态度，表示赞赏：“只要师生们有
普法方面的需求，会随时再做公益活动。”

法制宣讲进校园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子川 通讯员 李艳 陈金玉

科技资讯

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是重大的国
情调查，是生态文明建设和保护环境的基
础性工作。开展普查工作，掌握各类污染
源的数量、行业和地区分布情况，了解主
要污染物产生、排放和处理情况，建立健
全重点污染源档案、污染源信息数据库和
环境统计平台，对于准确判断我国当前环
境形势，制定实施有针对性的经济社会发
展和环境保护政策、规划，不断改善环境
质量，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补齐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生态环境短板具有重要
意义。

此次普查标准时点为2017年12月

31日，时期资料为2017年度资料。普查
范围为咸宁市境内排放污染物的所有工
业源、农业源、生活源、集中式污染治理设
施、移动源和其他产生、排放污染物的设
施。

凡是全市普查范围内的所有单位和
个体经营户都有义务接受普查人员依法
进行的调查，并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
资料，按照要求填报污染源普查表。任何
地方、部门、单位和个人都不得迟报、虚
报、瞒报和拒报普查数据，不得伪造、篡改
普查资料。

从即日起咸宁市将组织开展全面入

户调查工作，我们的普查员、普查指导员
将佩戴证件，执行普查任务，请您消除疑
虑，积极配合。若有任何疑问，相关工作
人员将给予详细解答。同时，普查员、普
查指导员将严格遵循保密原则，自觉为普
查对象保密，普查数据不作为对被普查对
象实施罚款或收费的依据。

最后，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支
持和配合我市污染源普查工作！

咸宁市第二次污染源普查领导小组
办公室

2018年10月9日

致广大市民朋友和污染源普查对象的一封信

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
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不足十五
年的如何处理？

参保人员有三种选择：
1、可以申请延长缴费至满十五年。

其中，2011年6月30日前参保（社会保险
法实施前）、延长缴费五年后仍不足十五
年的，可在延长缴费年限满五年的当月一
次性缴费至满十五年；2011年6月30日
以后参保（社会保险法实施后）、延长缴费

五年后仍不足十五年但满十年的，可在延
长缴费年限满五年的当月一次性缴费至
满十五年，延长缴费五年后仍不足十年
的，可继续延长缴费，在实际缴费年限满
十年的当月一次性缴费至满十五年。再
办理相应的养老保险退休手续，按月领取
基本养老金。

2、申请延长缴费后仍不足十五年的，
可以申请转入户籍所在地的城乡居民养老
保险，按规定享受相应的养老保险待遇。

3、既不申请延长缴费，又不愿转入城
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个人可以书面申请终
止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不享受按月
领取基本养老金待遇，个人帐户存储额一
次性支付给本人。

（通讯员：李红霞）

咸安社保政策之窗

本院根据新乡市中科科技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8年8月1日裁定受理能一郎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能一郎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清算组担任能一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能一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8年
12月30日前，向能一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
人（通讯地址：湖北省咸宁高新区青龙路8号能一
郎科技园公寓楼8栋1楼三单元312室；邮政编
码：437100；联系电话：0715-8055968）申报债
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
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
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
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
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
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依法申报债权
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
的程序行使权利。能一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债

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能一郎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9年1月10日9时在咸宁高新
区金桂路259号黄鹤楼酒业（咸宁）有限公司三楼
多功能厅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
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
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
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
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
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
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
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
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特此公告

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一八年十月十六日

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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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智德盛运输有限公司遗失鄂L1D860车辆营运证，证号：421202201468，特声明作废。
黎学安遗失位于通城县北港镇庄前社区胜利路 046 号的国有土地证，编号：

142503028，面积400平方米，其中建筑面积200平方米，特声明作废。
蒋卫红遗失赤壁市桃花源酒店食品经营许可证，证件号码:JY24212810007912，特声

明作废。

遗失
声明

环保新方法
可重复回收纺织品6至7次

芬兰国家技术研究中心日前与其他单位合作，开发
出多项可循环利用废弃衣物等纺织品的新型环保技术。

新技术可将旧衣料、劣质棉、木基纤维、废纸、硬纸
盒等再造成粘胶型再生纤维，整个过程不使用传统的
二硫化碳等原料，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这一方法可
重复回收纺织品6至7次，而不影响产品质量。

近年来全球纺织品消耗增长惊人。研究人员称，
新环保技术将彻底改变纺织行业。他们正在探讨这些
新技术的商业化应用，第一家采用相关技术的工厂正
在规划中，预计将可作为纺织业原材料的氨基甲酸酯
产品在几年后上市。

仿生“超强鱼鳞”
轻如塑料硬比牙釉质

亚马逊河中的食人鱼牙齿锋利、性情凶猛，却奈何
不了体型巨大的巨骨舌鱼，因为后者有一身“龙鳞
甲”。近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俞书宏教授团队深入研
究了这种“超强鱼鳞”，首次提出并运用“纳米螺旋刷涂
法”仿生研制出一种“轻且坚韧”的防护材料。

俞书宏团队的新方法，以羟基磷灰石微纳米纤维
为基元，结合高分子海藻酸钠，定向刷涂与螺旋层积相
结合，高效组装仿生复合材料。

力学实验表明，这种新材料性能优异：轻如塑料，
却比人体中最坚硬的牙釉质还硬。常规材料受力形成
的裂纹较直，这种材料的裂纹会偏转、分支，更“吸能”
从而更坚韧。 （本报综合）

像植物一样
复合材料“吃”二氧化碳生长

只需要太阳光，一种新材料就可将空气中的二氧
化碳转化为固态。这就是美国研究人员最新开发出的
能与大气中二氧化碳发生反应后“生长”的复合材料。

发表在美国《先进材料》杂志上的研究显示，这种
凝胶材料可以像植物一样吸收二氧化碳后生长，因此
可用来制成轻质板材，运送到建筑工地，接触空气和阳
光后会变得坚硬起来，从而节省了能源和运输成本，同
时消耗了大气中的二氧化碳。

研究团队使用了从菠菜叶中提取的叶绿素，叶绿
素可催化二氧化碳转化为葡萄糖的反应，通常叶绿素
在植物体外只能在数小时内发挥作用，但这次研究找
到了可延长叶绿素催化时间的办法。

一个400多人的村湾，走出了60多名大学生——

白云潭成了“凤凰窝”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丽娅 通讯员 郑子章 黎志远 王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