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1月23日上午，蒲圻司法所组织
辖区内全部25人名矫正对象，在蒲圻办事处维
稳中心门前，由赤壁市社区矫正局和赤壁市检
察院监所科领导监督，对所有矫正对象进行了
点检，随后，蒲圻司法所组织召开了全部矫正
对象谈心座谈会。

谈心座谈会开始后，50多岁的、女性矫正
对象周某感触彼多，她对在场的全部矫正人员
敞开心扉，深有感触地说：我在浙江开赌场，因
为触犯了国家的法律法规，被法院判刑入狱，
在监狱里度过了一年半时间。一年多的监狱
生活，真正让我感受到与世隔离，感受到内心
煎熬，感受到自由的可贵。在狱中，时时刻刻
都在监视之中，见不到家人，生活和行动没有
了自由，惶惶不可终日，整日以泪洗面，多次想

到了以死了结一生。为了早日摆脱囹圄之苦，
我在监狱里努力改造，争取立功，2018年 10
月，由于我在监狱里表现突出，浙江女子监狱
获准我假释。走出监狱后，呼吸着外面自由自
在的新鲜空气，顿时，整个人感受到轻松愉
快。2019年春节前，蒲圻司法所刘所长、雷主
任、姚律师他们和谐可亲，像亲人一样对待我
们，并组织我们召开了谈心座谈会，让我们感
受到了家人的关怀和温暖。因此，我忠诚希望
各位矫正对象要感恩共产党的人性化政策，严
格遵守矫正机关监督管理措施，自我改造，脱
胎换骨，早日融入社会，造福家人。参加谈心
座谈会的矫正对象，纷纷表示一定要遵守社区
矫正措施，努力改造，争取早获自由。

司法所干警雷露在矫正对象谈心座谈会

结束时说：希望各位矫正对象春节期间，严格
遵纪守法，严格执行司法所在非常时期、重要
节点制定的监督管理措施，确保不重新犯罪。

最后，司法所刘所长语重心长地给矫正对
象提出了“明确身份，谨言慎行，遵纪守法，早
获自由。”的16字忠告。同时，严明告诫所有矫
正对象要明确自己的身份，凡事都要认真考
虑，不要莽撞行事，要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要
努力改造自己，早日获得自由，力争成为有益
于社会，有益于家庭和他人的人。

（刘晓琼 游凰玲）

蒲圻办事处

蒲圻司法所春节前对矫正对象进行“关怀式”教育

“在上海到北京的复兴号上，后
面突然追上来个和谐号，齐头并进
了两分钟。然后，复兴号决定给对
方一点颜色看看，加速超过了和谐
号。”最近，你的朋友圈有没有被这
样一个标题为“两辆高铁飙车”的视
频刷屏？

对此，有专业人士表示，超车正
常，“飙车”是不可能的，出现这种情
况是由于两辆列车出站速度不同造
成的。

铁路局工作人员进一步解释，
两辆车可能是从南京南开出，复兴
号走京沪线限速每小时350公里，
和谐号开往合肥方向限速每小时
250公里，这一段路刚好是两个线
路并线，可能复兴号启动晚，若前方
出现限速情况，比如线路拥堵，调度
员就会让复兴号先慢下来，或者是
复兴号在等加速信号，一开始速度

慢，加速后自然就超过和谐号了。
至于是否存在高铁司机人为

“飙车”的可能，专业人士解释说，现
在的动车组都是由列车系统在起作
用，如果是突然加速，也是司机接到
列车调度员发布的命令，而非司机
在有意飙车。复兴号时速在350公
里左右，视频中的和谐号时速在
200—250公里，复兴号超车是很正
常的。

不过专业人士也指出了这段视
频中的“疑点”，他表示这段视频可
能是经过后期处理的，因为“即使是
复兴号，加速也没有这么快，视频内
呈现的加速大概是飞机的加速状
况。” （本报综合）

科技 察观
◢

近日，据英国《自然》周刊报道，天文学家公
布了加拿大一座射电望远镜接收到来自遥远星
系的神秘信号细节。很多自媒体用耸人听闻的
标题把该事件和外星人扯在一起，称信号是外星
人发来的。然而事情的真相是怎样的呢？

据媒体报道，加拿大的一架望远镜在两个月
内，捕获到13个快速射电暴，其中有一个很不同
寻常的重复电波，这个电波来自15亿光年外。并
且这是第二次发现重复电波，此前研究者用不同
的望远镜也捕捉到同样的电波。但是，作出这一
发现的科学团体在《自然》的论文中并未给出任
何与外星生命相关的推测。他们仅表示，由于之
前仅有一次探测到重复性爆发，因此很难得出任
何结论，而再度发现重复性爆发意味着这种现象
很可能并不像之前想象的那样罕见。

正如论文的作者之一、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天体物理学家斯泰尔斯所说：“第二次捕捉到
重复电波，意味着我们还可能从那里捕捉到更

多……有了更多重复电波和更多可供研究的
资源，我们也许能够解开这些宇宙的谜题——
这些电波是从何而来，又是什么原因造成
的。”加拿大麦基尔大学的滕杜卡尔也称：“我
们发现了重复的电波，它的属性与上一次发现
的电波非常相似。这使我们获得了更多关于
这些电波整体特性的信息。”

高能天体物理学家王善钦指出，很多国内
媒体被国外少数不负责的媒体误导，以为重复
爆发就意味着可能是外星人。实际上，没有任
何证据表明重复爆发就和外星人有关。国家天
文台研究员陈学雷也表示，公众的强烈兴趣可
能集中在这是不是外星人发出的信号上，这个
可能性非常小，比较有可能的是一种自然现
象。据介绍，目前存在多种理论解释这些宇宙
电波的来源，例如这些电波可能来自一颗具有
强磁场的中子星，也可能是两颗中子星合并在
一起时发出的等。

15亿光年外的神秘信号来自外星人
复兴号与和谐号两高铁列车飙车

谣言二

日前，有条消息在微博上广为
流传，一位名为“中科创新国际医
院”的博主，公然宣称中国国际医药
研究院发明了一种能杀灭艾滋病
毒，使抗体转阴，治愈艾滋病的药
物。

对此，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表示，只
要感染了艾滋病毒，从目前的科学
认识来说，HIV抗体是不可能从阳
性转变成阴性的。艾滋病患者求医
问药时只要看到“阳转阴”的字眼务
必提高警惕。目前全世界都没有此
类技术突破，谁要能做到并经得起
重复验证，可以马上获得诺贝尔奖。

事实上，据媒体报道，这个博主
说的单位都是假的。在网上搜索

“中国国际医药研究院”，你会发现，
早在2016年10月，民政部民间组
织管理局主管的中国社会组织网曝
光的第十三批“离岸社团”“山寨社
团”名单中，这家机构赫然在列。

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官网
上，查询其宣称可以治疗艾滋病的

“中科创新国际医院”以及“北京中
美联合医院”，两家医院都没有备
案。据介绍，没查到有3种可能，一
是确实没有执业许可证，二是名字
不准确，三是网上更新数据审核需
要一定时间，还没有上网。

近日，一则“防流感关爱帖”在一些微信群疯
转，帖子称：“卫生局发出通知：这次的EB流感很
严重，预防的方式就是要保持喉咙黏膜的湿润，
不能让喉咙干燥，因此一定要多喝水。如果喉咙
黏膜干燥，10分钟内病毒就能入侵体内。成人每
次喝50—80毫升的温水，孩子每次喝30—50毫
升……”

对此，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下简称
北京市疾控中心）回应：这是谣言，因为EB流感
并不存在。“医学上不存在EB流感，流感和EB根
本是两码事，不能混淆在一起。”北京市疾控中
心、北京市预防医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庞星火表
示，流感是由流感病毒导致的急性呼吸道传染
病，主要由甲型H1N1、甲型H3N2亚型、乙型
Yamagata系和乙型Victoria系流感病毒导致。

庞星火指出，医学上确有 EB 病毒（Ep-
stein-Barr virus，EBV），但其隶属于疱疹病毒
家族，并非流感的病原体。据北京市疾控中心官
方平台介绍，EB病毒主要通过唾液传播，可致传
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该疾病也就是人们常说

的“亲吻病”，为小儿常见传染病，在父母亲吻孩
子、嘴对嘴喂食等行为后，儿童通过吞咽感染成
人唾液中的EB病毒，从而可能导致发病。症状
一般为持续发热、咽痛、扁桃体肿大等。此外，EB
病毒也可能引发非洲儿童恶性淋巴瘤、鼻咽癌等
疾病。

此前，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医
生王一民表示，该“通知”中有很多错误：流感压
根就没有EB型，只有甲、乙、丙、丁四型，其中甲、
乙型为人常见感染类型；流感预防靠喝水没用，
靠熏醋和食疗也没用。最重要的预防是疫苗接
种，以及减少流感高峰季节在人群密集的地方驻
留，如果需要到人群密集地区要佩戴口罩，做好
个人卫生；流感病毒的传染需要一定过程，不会
10分钟进入体内。

虽然EB病毒和流感毫无关系，但专家提醒，
对于流感防控千万不可轻视。流感虽然大多为
自限性，但部分会出现肺炎等并发症，少数重症
病例病情进展快，甚至可因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ARDS)或多脏器衰竭而导致死亡。

EB流感10分钟就能侵入人体

谣言一

治愈艾滋病的药物发明出来了

谣言四

谣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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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热点

本报讯 通讯员刘萍报道：近日，嘉
鱼县烟草专卖局组织全体工作人员召开
安全生产工作专题会议，部署和安排春
节期间安全工作。

该局一是严格机动车管理。着重对
驾驶员进行安全教育，严禁严重违法违
章行为。对车辆进行安全检查，严格规
范车辆上路；二是针对春节期间的要求
和特点，认真搞好安全大检查。认真排
查各种事故苗头，检查要以防火、防盗、
防交通事故为重点，使一般检查和重点
检查，日常检查和抽查相结合，特别要加
强对办公楼、宿舍楼、出租物业的检查，
必须人防、物防、技防到位。三是落实值

班制度，严格岗位责任。要害部位和重
要岗位要有专人值守，杜绝带班不在单
位，值班不在岗位、空岗、漏岗现象发生，
要确保通讯联络畅通，使各种信息得以
及时传递。发生特殊情况必须及时请示
报告，坚决采取果断措施，保证春节期间
的安全；三是加强内部治安保卫，要进一
步加强人防建设，落实外来人员出入登
记制度，强化重点部位的巡查守护。

金叶风金叶风
咸宁市烟草专卖局主办

嘉鱼烟草强化节日安全工作

市教育局

慰问援藏援疆教师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通讯员余茹、郑莹报道：1

月29日，市教育局召开援藏援疆教师慰问座谈会。
会上，黄金星等8名援藏、援疆教师代表先后

结合各自援教工作生活经历，介绍了在西藏、新疆
的工作生活情况以及当地的风土人情，畅谈了个人
感想和切身感受，汇报了下一步工作目标和打算。

听取发言后，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陈礼高充
分肯定了大家克服困难、勇于担当的精神，对他们舍
小家顾大家、为受援地区倾情奉献的敬业精神表示
了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并叮嘱大家在工作中
注意安全，立足本职教学，保持良好状态，继续做好
民族团结，加强纪律要求，树咸宁好形象。

座谈会后，市教育局对现在西藏、新疆援教的
14名教师发放了慰问金。

近年来，市教育局按照省教育厅和市委、市政府
援藏援疆工作的统一部署和安排，高度重视教育援
藏援疆工作，积极行动，认真落实相关政策，为促进
民族团结、教育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EB流感10分钟就能侵入人体，加拿大发现的

15亿光年外重复无线电波是外星人发来的，某研究

院发明了治愈艾滋病毒的药物……在这寒冷的冬

日，人们被冻得瑟瑟发抖。然而，谣言的热度却并没

有因天气的寒冷而消减，反而打上了科学的主意。

它们言之凿凿，看似非常有“科学道理”，普通人想要

判定真伪也并非易事，不过这可难不倒专业人士。

现在，让专业人士带着大家一一粉碎谣言，还原事实

真相吧！

识破识破这些这些
披着科学披着科学外衣的谣言外衣的谣言

市教育局干部职工

赴青龙社区打扫卫生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通讯员余茹报道：1月25

日上午，市教育局组织干部职工20余人赴网格点青
龙社区开展卫生清理工作，助力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咸宁是我家，文明创建靠大家。”当日，戴着
小红帽、穿着红马甲的市教育局工作人员，手里拿
着扫把、撮箕在网格点忙活起来。大家撸起袖子，
不怕脏，不怕累，清扫小区卫生死角，清理地面杂草，
清除墙面小广告，归集整理生活垃圾、建筑垃圾等，引
导居民以文明健康为荣，积极参与文明健康活动。

活动现场，有的居民自觉加入清扫，有的主动将
垃圾归类放置。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社区环境卫
生有了很大改观。

据了解，此前，市教育局还组织市直教育系统
干部职工在鄂高路口一天三次站岗，对市民的交
通不文明行为及时进行劝导。

中国基础教育领航工程专家组

调研通城教育工作
本报讯 通讯员胡远报道：1月28日，中国基

础教育领航工程专家组到通城调研教育工作情况。
专家组通过实地考察、召开座谈会、听取汇报、观

看文艺演出等形式，详细了解通城县教育工作情况。
该县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通城县正处于全

面深化改革、加快教育事业发展的关键时期，但教
育基础差、底子薄，教育发展较为缓慢，希望专家组
能在学校管理、师资培训、招生工作、教学教研等方
面给予特别支持，帮助破解教育改革发展的瓶颈。

专家组表示，领航工程将根据本次考察情况，
结合通城教育实际，认真考评，力争在教育相关
项目上达成合作。同时，将在下一步工作中做
细、做实教育帮扶计划，以短期交流、师资培训、
教学指导、自主招生等多形式，帮助通城教育事
业取得长足发展。

1月30日下午，赤壁市教育局组织机关干部，在
办公楼大院内，开展清洁大扫除活动，为迎接农历新
年营造一个干净整洁的环境。

通讯员 刘騉 胡新华 摄

赤壁市鸿运林木农民专业合作社（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3421281698025874E）经成员会决议，拟向登记机
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人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
内向本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赤壁市鸿运林木农民专业合作社

2019年2月1日

注销公告 债权人湖北嘉鱼吴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司法程序，经由湖北省嘉鱼县人民法院判决、执
行，且通过人民法院网上司法拍卖的流程，从被执行人（嘉鱼县新家园兴发彩瓦厂）其工业用地及房产等
不动产抵偿给债权人湖北省嘉鱼吴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法院执行裁定书编号：（2016）鄂1221执
74号之四）。现通知嘉鱼县新家园兴发彩瓦场负责人：赵红涛 身份证号：42058219790912223X 及其
妻 李莉 身份证：422301197912241240于2019年2月28日前将厂内其他可动产物资全部清理处置，逾
期后果自负。

联系人：杜康 联系电话：15997943360
特此通知。

湖北嘉鱼吴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2月1日

公

告

遗失声明
王勇遗失从业资

格 证 ， 证 号 ：
42230119850902471
8，特声明作废。

湖北省嘉鱼县大
通水产养殖有限公司
遗失原法人周呈明私
章一枚，特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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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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