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说到多少年后有些东西会消失，人
们心中总会泛起一丝失落。最近，一些媒
体带来了一则坏消息：受全球变暖的影
响，30年后巧克力可能要走向灭绝。如果
全球变暖的步伐持续行进，将导致生产巧
克力的原料可可树在日益变暖的气候条
件下越来越难以生存。

“可可树喜生在温度高、湿度大、土壤
肥沃的环境。要求栽培地区年平均温度
22.4至 26.7摄氏度，月最低平均温度15
摄氏度，绝对最低温度10摄氏度，雨量
1400—2000毫米，怕大风和积水。”中国
热带农业科学院香料饮料研究所副研究
员李付鹏说，因30年间全球气候变暖便
导致可可灭绝的说法未免过于武断。

他认为，全球气候变暖可能会对可可

属物种产生影响，但更多的是干旱或洪涝
带来的危害，气温本身不是问题。“其实，
可可在我国广东、浙江、北京等地大棚内
也有栽培，只要控制好温湿度即可。”

“这是美国海洋大气气候组织专家的
一个预测，在未来30年里，全球变暖可能
会导致需要大量水分的可可吃不饱水而
产量大跌，最终会导致人类吃不上巧克
力。”朱毅说，而科学家们已经先天下之忧
而忧了，他们正在对可可树进行基因编
辑，让它们能够耐热抗旱，所以吃货们应
该不用太担心未来享受不到巧克力的甜
蜜滋味。 （本报综合）

科技 察观
◢

立春过后，许多应季蔬菜开始大量上
市。空心菜作为代表之一，深受人们喜
爱。最近有传言说，空心菜是空心结构，
又长在污水中，很容易吸附重金属，所以
市面上的空心菜大多重金属超标，在国外
根本没有人吃。

专家表示，空心菜是空心结构没错，
但污水中种植空心菜的说法是空穴来风，
由于空心菜对水质的要求很高，如果水质
不达标，空心菜根本无法生长存活。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
学院副教授朱毅告诉科技日报记者：“空
心菜是速生绿叶菜，旱地水田都能长，只
是水生的空心菜比旱地里的粗大。”

“空心菜重金属含量是否超标，关键
是要看种在哪里，怎么种的。”朱毅说，空

心菜本身的重金属含量，取决于种植环境
中土壤和水的重金属含量，洁净环境中生
长的空心菜不会存在重金属含量超标的
现象。相反，如果种植环境不达标，即便

“不爱”吸附重金属的作物，估计也难达到
国家标准。

而所谓的国外没人吃空心菜，这锅不
能让空心菜来背。出于饮食习惯，外国人
更偏爱西红柿、土豆、西兰花等蔬菜，因此
空心菜在国外并不普及。但若仅依据这
个，就把空心菜归属于有毒蔬菜，那就太
冤了。

如果实在担心重金属的问题，那么空
心菜就最好吃茎不吃叶。“建议消费者去
正规场所购买，或者换着产地来买，也能
规避重金属污染的风险。”朱毅说。

2月中旬，全国多地迎来了一次降雪
过程，河北、山东等地抓住有利时机，利
用人工增雪的方式来增加雪量。然而，
微信朋友圈这样的一则消息被很多人转
发：人工增雪用的炮弹是碘化银，雪中会
含有，因此会污染环境、危害人体健康，
注意不要让小孩吃雪、出门要戴口罩
……

据了解，在联合国环境保护署制定的
清洁水法案中，碘化银被列为有毒物质。
碘化银为碘和银的化合物，不易溶于水，
但见光就分解为碘离子和银离子。人体
长期接触碘和银的化学物质也可出现中
毒现象。

但值得注意的是，离开剂量谈毒性和
危害并不科学。虽然碘化银中的银离子
是重金属，但人工增雪的碘化银用量极

小，且分散在很大的区域范围，单位面积
的含量微乎其微。

德州气象工作人员解释说，人工增雪
采用发射火箭弹的方式，利用火箭弹中碘
化银催化剂，形成凝结核。一枚火箭弹仅
含碘化银几克，可以形成几十万亿个凝结
核微粒进入云中，形成上百亿个冰晶产生
降雪，对环境无影响，空气中也没有碘化
银漂浮物。

济南市气象局也通过官方微博回应
称，在人工影响天气中使用的碘化银，不
会对环境和人体造成伤害，所以市民不必
担心。

河北省气象台专家提醒，不建议小朋
友或好奇心重的朋友吃雪，即便碘化银不
易造成危害，但雪中还会有其他污染物和
杂质，吃雪是很不卫生的。

人工降雪危害人体健康

近日，一段四川乐山大佛景区“丹霞
山体被游客戳成蜂窝煤”的视频在网上广
为流传，有导游称，这些岩壁上的孔洞都
是游人为了转运，用手指戳出来的。

乍一看视频，还真像那么回事，水滴
都能穿石，何况丹霞山体本就土质疏松，
经不住游客们的轮番指戳。不少人也对
游客的不文明行为进行了批判。但事实
真是这样吗？

很快，剧情反转。有媒体报道称，该短
视频内容“不属实”，视频中的导游并非景
区专业导游。乐山大佛风景名胜区管理委
员会发布微博回应称，视频中的岩壁位于
乐山大佛景区北门栈道入口处，但岩壁上
的孔洞系天然形成，并非游客人为造成。

曾任中国丹霞地貌旅游开发研究会
副理事长的罗成德教授告诉媒体，这些孔
洞是丹霞地貌的一种微地貌，名为“蜂窝

岩地貌”。干旱沙漠中的湖泊或者水塘，
在烈日照射下，储水蒸发，浓缩成咸水，最
后干枯，盐分就保存在岩石中，导致红砂
岩有的层位含易溶的石膏、芒硝之类的盐
分就多，这样的岩石风化时，表面就会形
成一些孔洞，这就是蜂窝岩地貌的成因。
据罗成德介绍，全国以丹霞地貌著名的贵
州赤水、四川古蔺黄荆和广东丹霞山等
地，都有这种蜂窝岩地貌，它们的规模和
孔洞直径比乐山大佛景区山体上的都要
大得多。

乐山大佛景区管委会表示，由于岩壁
并非文物，并无相关法律法规禁止触摸，
同时游客的触摸是否会导致岩壁风化加
速也无科学论证，因此管理难度较大。

虽然是一起乌龙事件，但也给我们提
了个醒：眼见耳闻的并不一定属实，文明
出游才是最美的风景。

景区山体被游客戳成“蜂窝煤”

30年后再也吃不到巧克力

空心菜大多重金属超标空心菜大多重金属超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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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资讯

汀泗桥镇人民政府遗失开具给区治超办的湖北省行政事
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一张，号码：00483116，金额100000
元，特声明作废。

汀泗桥镇人民政府遗失开具给咸宁市咸安区城乡建设投
资开发有限公司的湖北省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一
张，号码：00483129，金额28000元，特声明作废。

周承芳遗失水利水电中级工程师证，证号：L0002015301874，
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人工增雪躺枪人工增雪躺枪 空心菜中招空心菜中招

二月二月，，辞别旧年和这些谣言辞别旧年和这些谣言

二月里，有中国人最重视的传统节日——农历新年，因此整个
二月都似乎充满了热闹喜庆的气氛，就连谣言也赶着趟儿变着法儿
地来凑热闹。

这不，当人们在大雪中尽情撒欢玩耍时，一条温馨提示：“有些
地方由于久不降雪所以采取人工增雪的措施，这种措施会污染环
境、危害人体健康”，让不少人心里怎么也温馨不起来；正值应季蔬
菜扎堆上市时节，“空心菜重金属超标千万别吃”的传言也让主妇们
的心里充满纠结；而30年后再也吃不到巧克力的消息又不知令多
少吃货哭晕在厕所……

披上了科学的马甲，谣言变得颇具迷惑性。不过，别担心，我们
请专家来粉碎谣言、还原真相，将你的疑惑、害怕和纠结一扫而光。

随着气候变暖，全球范围内普遍发现植物春季
发芽和展叶的时间比以往提前，而秋季叶片变黄或
衰老的时间延迟，因此导致了植物的生长季延长。

但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研究员黄建国等近日
在《全球变化生物学》上发表论文称，他们通过分析
温带4个树种的一百多万条叶片物候记录，并计算
春季展叶和秋季叶片衰老对升温的敏感性后发现，
自2000年以来，由于叶片展开的降低，生长季的长
度不再增加。

这4个树种是夏栎、欧洲山毛榉、疣枝桦、欧洲
七叶树。“我们发现，升温对春季叶片展开的影响强
于秋季叶片衰老。春季展叶的时间和秋季叶片衰老
的时间在1951—1980年间呈正相关，而随着气候
变暖的持续，在1981—2013年间两者没有显著相
关性。自2000年以来，由于叶片展开的降低，生长
季的长度不再增加。”黄建国说，该研究结果更新了
目前“气候变暖导致生长季延长”的主流观点。

（本报综合）

气候变暖致植物生长季延长？

2000年后停止

本报讯 记者马丽、见习记者刘念、通
讯员余茹报道：近日，记者从市教育局获
悉，全市2019年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
将于4月进行，普通高中体育艺术特长生
测试工作时间为5月11—12日。

根据《咸宁市2019年初中毕业生升学
体育考试工作实施方案》，体育考试采取平
时体育成绩和体育测试两部分综合评定，
其中平时体育成绩15分，测试成绩25分，
满分为40分。平时体育成绩按考生初一、
初二和初三《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进行
考试的结果计取。

中考体育测试项目为跳绳，坐位体前

屈，男子1000米、女子800米。
体育考试报考与学业考试报考同步进

行，全市报名工作在3月1日之前完成，体
育考试不再单独组织报名。

因肢残丧失运动能力的考生可申请免
考，按所免考项目的分值计分；因伤、病长
期免修体育课，但未丧失运动能力的考生，
可申请免考，按所免考项目的分值50%计
分；因伤、病或意外事故等原因，暂不能参
加身体素质测试的考生可申请缓考。免、
缓考申请集中审批时间为3月29—30日。

此外，根据《咸宁市2019年普通高中
体育艺术特长生招生工作实施方案》，今年

我市继续在部分普通高中招收体育、艺术
特长生。

体育项目为田径、篮球、足球、排球、乒
乓球、武术等，艺术项目为声乐、器乐、舞
蹈、美术等。

普通高中的特长生招生，原则上不超过
上年度招生总计划3%的比例，并纳入各校的
招生总计划，其中体育、艺术特色高中可以适
当增加比例（全市特长生总量不超过招生计
划5%）。

考生根据招生学校要求，在规定时间
内，凭中考报名号和身份证号到所报考学
校参加项目测试。每名考生只能参加一所

学校一个项目的报名及测试，不得同时参
加多所学校多个项目的报名及测试。

全市测试工作时间统一安排在5月
11—12日。各专业测试合格人数原则上
不得超过上年度特长生招生计划数的1：3。

具备特长生录取资格的考生必须在提
前批特长生志愿填报报考学校。不在特长
生志愿填报相应学校的特长生，不得享受
特长生招生相关政策优惠。

各招生学校对已填报该校志愿并具备
录取条件的特长生，要按照中考成绩总分，
从高分到低分依次录取，招生学校录取特
长生的分数不得低于校线75%。

我市相关中考政策出炉
体育中考4月举行 特长生测试5月进行

安享晚年

高龄树懒住进养老院

敢在蜥蜴鼻子上凹造型，说的就是这只胆肥的
蝴蝶。它冒险停靠在一只鬣鳞蜥的鼻头上，扑棱着
一双美丽的翅膀悠然凹造型，全然没有害怕的意
思。面对这个胆大的“挑衅者”，鬣鳞蜥则表现得十
分宽容，安静地看着蝴蝶，好像生怕一动就会把这个
美丽的生物吓跑了一般，画面十分和谐美好。

悠然凹造型

胆肥蝴蝶停靠蜥蜴鼻头

据外媒报道，在英国威尔士南部彭布罗克郡某
农场内，动物爱好者们为高龄树懒建了一家养老
院，专门接收从各个动物园“退休”的高龄树懒。目
前，树懒养老院已经迎来了两名住户，24岁的雄性
树懒Tupee和 34岁的雌性树懒Lightcap。这家
养老院配有各种特殊设备，可让这些行动迟缓的

“老人”放松身心，悠然度过晚年时光。

嘉鱼县和易金融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21221MA492AM43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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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鱼县和易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2019年3月1日

湖北科技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院长答记者问

健康热线：0715-8102616（门诊） 0715-8102639（急诊）

问：您好，贵医院是一所综合医
院，但却一直被称为“精神病医院”，
您怎么看？

答：这可能是大家对我们医院的
认知还停留在以前，现在附二医院是
湖北科技学院直属的二级甲等综合医
院，开设有内科、精神科、心理科、外
科、妇产科、儿科、传染性疾病科、中医
康复科、五官科、皮肤科、急诊科、体检
科、麻醉科、检验科、病理科、放射科、
超声科、机能科等临床科室，共有医务
人员480余人，其中正高职称16人，副
高职称55人，博士15人，硕士50人，
购置有核磁共振等一系列大型医疗设
备。医院质量管理和医疗服务水平得
到全面提升，争取做到患者更安全，社
会更信任，百姓更满意，久而久之，附
二医院作为一所二级甲等综合医院，
会被越来越多的市民所知晓。

问：面对国家医改新政策与百姓
日益增高的医疗服务要求，贵医院会
从何入手？

答：在医改的大背景下，医院改
革和发展的一个永恒课题就是要提
高医疗服务的有效性。这个有效性，
一方面是缓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
关键；另一方面，也是提升医疗服务
品质和促进医院科学发展的关键。
我院将深入进行精细化管理，打造附
二医院的品牌，这是也是医院管理创
新的着力点和发展趋势。

问：随着公立医院改革的深化，
现阶段公立医院面临着更多深层次
的问题和矛盾。您认为公立医院院
长们将会面临哪些困难与挑战？

答：在新一轮改革的面前，公立
医院需要考虑和解决好的问题有：第
一，处理好大医改和公立医院改革的
关系。大医改强调的是三医联动，而
三医联动中公立医院改革是关键，对
于院长来讲，公立医院改革在医改中
绝不能拖后腿。第二，公立医院的改
革应该走在前列。因为医院需要调
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需要解决医院

医疗服务的有效性问题，是需要靠医
院机制改革与创新来驱动的。第
三，。医疗服务的有效性说到底还是
要通过医务人员的服务来实现。医
务人员的积极性最直接的影响因素
就是医院管理，在医院管理中，则需
要通过绩效和薪酬等手段来更好实
现医务人员积极性的发挥。

问：听闻贵医院最近在大楚城开
展了一系列的义诊活动，对于这样等
社区的公益活动您怎么看？

答：我院自2012年以来，克服了
院内工作繁忙，人员紧缺等诸多困
难，每年组织医护人员义诊达到数十
次，为老百姓提供健康咨询和指导，
从中受益的人数每年高达万余人，我
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义诊活动，让身体
不便的居民能享受到足不出户的免
费医疗与服务，提高社区居民的健康
知识水平，增强居民的健康保护意
识，更好地解决了百姓“看病难、看病
贵”的问题。

陈明女土:
你自2018年12月17日起无故旷工至今已有2个月，严重

违反了公司的规章制度。公司相关部门多次与你联系无结
果。2019年2月12日和2月15日、2月18日向你寄出《解除劳
动关系通知书》告知:请你于收到通知书后三天内速与我司联
系，否则公司将依法解除与你的劳动关系。你至今未有任何回
复和相关情况说明。经公司研究决定于2019年3月1日起解
除双方劳动关系，请接本通知后及时到公司办理相关手续。

特此通知!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咸宁中心支公司

2019年2月27日

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

注销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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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