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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6日，《自然》杂志发表了来自中国探月
团队的重要突破：“嫦娥四号”在月球背面很可能
首次发现月幔物质，这项发现让人类透过月球表
面，探究月球深处的物质组成，并为完善月球形成
与演化模型提供有力的支撑。

2019年1月11日，互拍的“玉兔二
号”巡视器（左）与“嫦娥四号”着陆器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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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1日至26日，全国初中英语教师教
学优秀课展评活动赛在西安市举行，我有幸
代表湖北省参加了比赛并获得全国一等奖。
回顾参赛的几个月历程，真是一个脱胎换骨、
羽化成蝶的过程。

除了内心得到了极大成长外，短短几天
的外出学习，更是开阔了我的视野，开阔了我
的思维，加深了我对新课改、新课标和核心素
养的理解，在这几天的课堂学习中，让我体会
最深的是如下三个共同的亮点：

一是深钻文本，灵活运用教材。老师们
都重视对教材的研究，即对具体的教材做文
本解读。来自北师大第四附中的关老师在讲
授阅读课时，不仅调整了教材顺序，还把课本
里本是阅读的小短文设计成了需要填空的听

力题。这种方式尤为独特，学生不但完成本
来设计的阅读任务，又更深层次的联系了听
力。改变方式后，任务耳目一新，从而激起了
学生学习英语的强烈兴趣，调动学生积极主
动参与到学习活动中，同时也避免了“英语教
学总是围绕着英语课本转和机械操练，重复
老内容，缺乏信息新鲜感”的窠臼。对教材深
挖还不够，这是很多老师尤其是年轻老师存
在的通病，参加这次学习后，我有了一个清晰
的方向，为何这个教材选取这一个素材，为何
呈现顺序是这样？当然我深知，并不是听完
几场报告、阅读几本书籍，我马上就能学会研
究教材，但是我相信随着自己的阅读越来越
丰富，学习越来越深入，经验就会越来越多，
把握文本的能力也会越来越强。在我今后的

教学中，我也会尝试使用这一方法，把学生的
学习兴趣充分调动起来。

二是基于学情，突出学生主体。新时代
“课堂革命”的关键是要从传统的以“教”为中
心向未来的以“学”为中心转变，建立“学习共
同体”，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让学习真正发
生。来自高新一中的孙老师在对话教学中，
她充分引导学生思考问题，创设真实的语
境，让学生运用目标语言进行交际。根据布
鲁姆教育目标分类法，我们在设计这节课的
每一个环节的教学活动时首先要考虑到，学
生是否能达到哪一个层次的目标。在处理
对话部分时，我们需要设置由浅入深的问
题，让学生进行思考。孙老师基于学情，对
这个部分进行再处理，用合适的语言，标准

的语音，引人入胜的讲述方法，让学生能仔
细聆听，并且获取信息，提高了语言的能力。
这次学习，我深有感触，在课堂上，只有真正
基于学生，了解学生，有理有据，我们才能够
有针对性的教。

三是落实素养，重视课堂育人。中国教
育开始进入“核心素养”时代，培养学生的核
心素养，“课堂”是实施核心素养的最佳“落
点”。来自华师一附中的王老师在教授词汇
课时，以培养学生能力为主线，以培养他们的
核心素养为暗线，从人文地理方面、人口与度
量衡，进一步的把知识进行巩固与提升，并向
世界介绍中国。最后用思维导图帮助学生进
行知识梳理，充分调动了学生的思维能力。
这是我感受最为深刻的一点，让我认识到:我
们不仅是一位英语老师还是一位教育工作
者，我们要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培养兴趣，激励动机，发展情意，促使
学生积极主动地投入到各项学习活动中，培
养具有核心素养的时代新人。在今后的教学
中，我要特别注意学生情感价值观的培养，使
小课堂升华成为人生的大课堂。

（作者单位：咸宁市温泉中学）

用更多的好课来成就学生
——参加全国初中英语教师教学优秀课展评活动赛感想

○ 胡雯君

本报讯 通讯员王先柏报道：16日上
午，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局
长朱映凯一行6人赴咸安区政务服务和大数
据管理局考察学习咸安政务服务工作。

当日上午8:30，考察组一行先后参观了
区级大厅、区镇村三级视频监控系统，温泉
办事处便民服务大厅、马桥镇便民服务大
厅、银泉社区便民服务室。

在三楼会议室，区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
理局局长周桂林介绍了咸安区的区情和人
文历史，介绍了咸安政务服务工作的整体情
况，双方就体系建设、窗口管理、监督考评、
权责事项清单的发布梳理、政务服务标准化
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

雨花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局长朱映凯表
示，考察组一行对咸安取得成绩表示钦佩，
尤其是咸安在体系建设、政务服务标准化
方面有特色，走在了全市、全省前列，对下一
步如何做好雨花区政务服务工作很有借鉴
意义，希望两个单位今后进一步加强交流、
密切联系、互学互鉴，促进彼此工作再上新

台阶。
区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机关干部

李春、谢斌、阚坤参加座谈交流并陪同考察。

政务服务要闻
咸安区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行政审批服务局一行

来咸安区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考察学习
咸宁市咸安区农村社会保险管

理局遗失咸宁市咸安区农村社会保
险管理局农保基金专户银行账户开
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Z5360000039101， 账 号 ：
100228349620010000，特声明作
废。

谢晓妮遗失小小美发屋个体工
商户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22303600128202，特声明作废。

通城县隽水镇湘汉社区居民委
员会西门组西门旅社（原解放路）现
金泉路118号土地证遗失，证号为
110，特声明作废。

佘仲谊遗失咸宁市佘队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21200MA48B2JJ3K，特声明作
废。

咸宁市蓝球协会遗失湖北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咸宁分行基本存款账
户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5360000744401， 账 号 ：
160100120100012225，遗失机构
信用代码证正本，特声明作废。

周毅遗失高新温泉永一心冻货
经营部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副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421200MA4CRUY35N，特声明
作废。

江苏苏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赤壁支行遗失咸宁市智通人
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开立的增值税
专 用 发 票 ，发 票 号 码 ：
4200172130-15281957，遗失增值
税 普 通 发 票 ，发 票 号 码 ：
042001900104- 05428376，特 声
明作废。

樊鹤龙遗失位于通城县大坪乡
墨烟村六组（原东麦村一组）的集体
土地证，证号：090700，面积130.81
平方米，特声明作废。

王军民遗失温泉爱无季服装店
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422303600098545，特声明作
废。

咸宁市中祥旅行社有限公司遗
失中国建设银行咸宁市分行营业部
营业室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5360000553501，账号：
42001695240053004887，特声明
作废。

崇阳县国泰药店遗失行政公章
以及财务专用章各一枚，特声明作
废。

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咸宁
产 权 交 易 有 限 公 司 ( 税 号 ：
91421200MA490XGP9G)遗失增
值税普通发票(发票联)两份，发票代
码 ：4200172320，发 票 号 码 ：
06946953、06946954，特声明作
废。

遗失声明 房产租赁权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19年6月6日（星期四）上午10时在嘉鱼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会议室（司法局六楼）举

行嘉鱼县实验小学所属位于嘉鱼县鱼岳镇沙阳大道90号实小临街二、三楼房产（目前为少儿托管中心）三
年租赁权专场拍卖会，整体招租面积约560平方米（以实际使用面积为准），通过公开竞价方式确定承租人。

有意竞租者，请在2019年6月5日下午4时前（以实际到账时间为准）将2万元竞租保证金汇入指定银
行账户，按照《招租文件》要求并携带竞租保证金缴存凭证、有效身份证件、相关资质证明到本公司办理竞租
报名登记手续。

注：1、招租标的物以现状竞租，竟租人报名条件具体详见《招租文件》。2、原承租人必须交纳竞租保证
金办理相关手续参与竞租，才能享有同等条件下的优先租赁权，优先权资格认定由委托人负责。

展示时间：2019年6月3日至5日
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现场
竞租报名截止时间：2019年6月5日16时前
联系电话：0715-8130288 18107151110 刘先生
公司地址：咸宁市邮电路特1号添地缘小区A1栋3单元201

湖北中成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 5月24日

原刊登于2019年4月30日《咸宁日报》上的《通
城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因故变更
如下：

一、原公告第四条变更为：本次挂牌出让的详
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
2019年5月24日至2019年6月24日，到通城县土
地储备交易中心和湖北泉盛拍卖有限公司获取挂
牌出让文件。

二、原公告第五条变更为：申请人可于2019年5
月24日至2019年6月24日下午16时前，到通城县
土地储备交易中心和湖北泉盛拍卖有限公司提交书
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和竞买准备金的截止时间
为2019年6月24日下午16时（以到账时间为准）。

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和竞买
准备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湖北泉盛拍卖有限公司
将在2019年6月24日下午17时前确认其竞买资
格。

三、原公告第七条变更为：通城县G[2019]012
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地点为通城县政
务服务大厅五楼开标大厅，通城县G[2019]012号
地块的挂牌时间为2019年 6月 13日上午8时至
2019年6月26日上午9时，揭牌时间为2019年6
月26日上午9时整。

四、其他公告相关事项不变。
通城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5月24日

变更公告

嘉 鱼 县 鱼 岳 汽 车 渡 口 有 限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2122106842524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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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鱼县鱼岳汽车渡口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4日

注
销
公
告

厚德尚学
勇毅笃行

胡冰倩（咸宁实验外国语学校701班）
指导老师：胡辉祥

巍巍幕阜绵延南耸，竹海桂林一片香翠,
万里茶田清香悠长，自然风光令人陶醉，历史
文明熠熠生辉！咸宁，这方水土正与时俱进，
而其蕴涵的咸宁精神——厚德尚学 勇毅笃
行，却未曾变迁。

话说东汉末年，曹操挥师南下，想吞并东
吴，消灭孙、刘，一统中原。未料，赤壁之战，
曹军大败。可他却挥手一语：“胜败乃兵家常
事，回师整顿，卷土重来，再战必胜！”这是何
等气势、何等胸怀！曹丞相将这种勇毅笃行
的精神永留在了万邦咸宁，如楠竹般，生于
斯，长于此，世代传承。

这是我们咸宁历史的印迹，精神永烙我
心。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一路
势如破竹，在咸宁境内，取得了著名的汀泗桥
大捷。咸宁人民与北伐战士们，坚定着为革命
献身恒定的信念，踏着勇毅坚定的步伐，前
进！前进！咸宁啊，或许在这青山绿水之下，
流淌着革命先烈的热血，镌刻了一段段红色传
奇。这般坚毅与爱国的精神，永驻万邦咸宁。

这是我们革命的印迹，精神永烙我心。
茶山一片碧绿，茶香酝酿入鼻，绵延茶韵

早已嵌入骨里。羊楼洞老街的格局，那是茶镇
繁荣的印记；青石板上条条凹槽，诉说茶运繁
忙絮语；茶道里铿锵驼铃音，吟道勤劳笃行的
赞语。这份茶韵，清冽浓沉，苦涩甘香。咸宁
人将其传递，为茶乡文明添一份回香的浓蕴。

这是我们传承茶韵的印迹，精神永烙我
心。

香城泉都，所传承的“厚德尚学 勇毅笃
行”，就蕴在那丹桂的沉香、楠竹的挺拔、历史
的悠长、茶香的绵延里……

“嫦娥四号”揭开月幔之谜

2019年1月3日，月球背面的首位访客
终于抵达。它就是“嫦娥四号”。之所以此前
的探月项目都没有选择在月球背面着陆，一
个主要障碍是，月球背面的探测器无法和地
球直接建立无线电通信。为此，中国国家航
天局提前发射了“鹊桥”月球中继卫星，以此
作为探测器与地球间的通信中转站。

经过近1个月的飞行，“嫦娥四号”在
SPA盆地内的冯·卡门陨石坑着陆。着陆地
点的选择，一方面考虑了安全性：着陆区地势
平坦，没有可能导致探测器损毁的障碍；另一
方面，研究团队也考虑了发现月幔物质的可
能性。虽然根据此前的遥感分析，产生SPA
盆地的撞击可能没有直接击穿月壳，但撞击
大幅削减了月壳厚度。此前的重力场观测数
据也显示，SPA盆地中部分区域的月壳厚度
可能不足10千米。如果在此基础上再出现
一次陨石撞击，或许月幔成分就能现身了。
而冯·卡门陨石坑，正是叠加在盆地上的又一
次撞击。此外，着陆点周围还有多个陨石坑，
包括最年轻的芬森陨石坑。这些撞击过程如
能产生月幔溅射物，也有可能落在探测器的
观测区域。

在登陆月球的当天，“玉兔二号”月球车
便与“嫦娥四号”分离，踏上月球探测之旅。

“玉兔二号”先后前往着陆点南侧与西北侧的
两个探测点，使用携带的可见光及近红外成
像光谱仪，成功获取了着陆区两个探测点的

光谱数据。
领导这项研究的国家天文台李春来研究

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道：“我们一看到数据
就感到眼前一亮，因为‘玉兔二号’探测到的
谱线与此前‘玉兔号’在月球正面探测到的有
很大不同。”

在“嫦娥三号”任务中，“玉兔号”巡视区
域的岩石属于月海玄武岩。中科院国家天文
台和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所组成的研究团队
通过对光谱数据的分析发现，“玉兔二号”巡
视区的月壤光谱吸收特征与上一次探测存在
显著的差异。

进一步的数据分析证实了这一点。在两
处探测点，橄榄石的占比分别为 48%和
55%，低钙辉石含量次之，而月海玄武岩的主
要成分高钙辉石含量很低。这是人类首次在
月球找到高橄榄石含量的岩石样本。这种矿
物组合意味着，其最可能的来源便是上月幔。

月幔中的物质是怎样出现在月球表面
的？结合遥感与光谱数据，研究人员指出了
一种可能性：关键可能就在于着陆区东北侧
那个直径72千米的芬森陨石坑。陨石的撞
击让盆地下方的月幔物质溅出，其中一部分
恰好落在“玉兔二号”的观测区域。

不过，研究人员也表示，目前的数据只是
初步结论，这些物质是否真正来自月幔、月幔
的确切组成如何，还需要等待后续任务将岩
石样本带回地球，从而开展进一步研究。

法国蔚蓝海岸天文台的马克·维佐利克
也表示，研究团队需要排除另一种可能性：这
些物质诞生于后期的撞击过程，它们的物质
构成与月幔相似，却不是真正的月幔物质。
此外，根据月球岩浆海的结晶模型，月幔的组
成与此次的发现不尽相同。这意味着月球模
型需要修正，还是说这些物质根本就不是来
自月幔？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研究来判
别。

（本报综合）

这里有橄榄石，很多！

与地球类似，月球自内向外分别由月
核、月幔与月壳构成。45亿年前，诞生之初
的月球被滚热的岩浆海覆盖。不久后，随
着温度逐渐下降，月壳与月幔的分层开始
出现：橄榄石和低钙辉石首先结晶、沉降到
月幔底部；随后，较轻的斜长石结晶上浮，
形成月壳；残余的高密度岩浆最后在月壳
下方固化。

由于月幔上层的矿物密度大于底部的
橄榄石，这时的月幔分层并不稳定。因此，
地球化学家提出了月幔翻转模型，认为大
量橄榄石最终被带到月幔上层，成为上月
幔的主要成分。

这个故事虽然看似合理，但终究只是
理论。要验证这一假说、掌握更精确的月
球矿物构成，就必须对月球进行直接的采
样与测量。

了解月壳相对容易。从苏联的“月球9
号”月球探测器到美国的“阿波罗”载人登
月工程，人类的探测器从月球表面采集、分
析并带回了不少岩石样本。这些样本让我
们对月壳的成分有着深入的理解。但是，
接触月幔成分则要难得多。

月壳的平均厚度有40千米。即使在地
球上，人类目前最深的钻井也只有12千米，
更不用说在月球上打钻挖出月幔物质了。

在地球上，由于存在活跃的板块构造
运动，来自地幔的岩浆可以通过火山等构
造流向地表。冷却成岩后，它们成为我们
了解地幔的窗口。

月球则截然不同。尽管一项本周发表
的最新研究认为月球仍然存在构造活动，

甚至能产生“月震”，但要指望月球自身的
微弱运动将月幔物质送至月球表面，绝无
可能。此前人类对月幔的了解，只能通过
记录月震等间接观测手段。那么，人类怎
样才能直接找到来自月幔的物质？

一个可以借助的力量是陨石。当一颗
陨石撞向月球，如同投向水面的石子溅起
的水花，冲击力让撞击地点周围地下的物
质溅起、落在月球表面。如果陨石质量够
大、速度足够快，它就有可能成为一枚“深
钻”，穿透月壳让月幔物质露出表面。

因此，科学家将陨石坑视作发掘月幔
物质的绝佳窗口。而月球最大、最古老的
陨石坑——南极-艾特肯盆地（South
Pole-Aitken basin，以下简称SPA盆地）
成为关注的焦点。SPA盆地位于月球背
面，因此直到1959年苏联的月球3号探测
器首次拍下月球背面的照片，人类才注意
到它的存在。

据推测，大约42亿年前，一次剧烈的撞
击形成了这个直径 2500 千米的巨型盆
地。此前的模拟计算认为，这次撞击足以
扬起月幔物质。但当卫星遥感开始分析这
片广袤的盆地，结果却有些出乎意料：尽管
SPA盆地中有大量辉石，但本应随辉石一
同出现的橄榄石却极少出现。

对此，科学家陆续提出了两种可能的
解释：一是形成SPA盆地的撞击没有想象
中的剧烈，或许是速度不够快，或许是撞击
的角度太小，总之撞击地点下方的月幔物
质依然睡得很安稳；另一种可能性是，此前
人们建立的月幔翻转模型存在错误，上月
幔中的橄榄石含量没有模型预计的那么
高。如果是这样，那么对于月球演化，尤其
是早期月幔流动模型的认识将被改写。

月幔的秘密就沉睡在月球的另一侧，
等待着人类探测器的唤醒。

月幔成分之谜

科技 察观
◢

践行咸宁精神优秀学生作品选登

今年全市高考考点出炉

城区小语种集中考点考试
本报讯 记者熊大平报道：一年一度的

高考进入倒计时，高考组织工作紧锣密鼓的
进行中。近日，记者从市教育招生考试院获
悉，今年高考考点分布出炉，其中小语种考
生，单列考场。

我省2019年普通高考考试科目为“3 +
文科／理科综合”。考试时间分别为6月7
日上午语文，下午综合；6月8日上午数学，
下午外语。技能高考分为文化综合和专业
技能操作两部分。专业技能操作考试在文
化综合考试之前进行，采取现场实际操作方
式，满分为490分。文化综合考试时间为6
月7日上午9点至11点半。

今年高考城区考点分布与去年相同，依
然按照大类别划分，共5个考点。鄂南高中
为文、理科考点；咸安区红旗路中学为文史
类考点；咸安区青龙山高中为文史类、艺术、
体育类考点；咸宁高中为理工科考点；咸宁
实验外国语学校为中职考点。

为了确保英语听力考试顺利进行，全省
英语听力测试统一采用以考点为单位、通过
有线广播统一播放听力CD光盘的方式进
行。英语听力播放要全程监控录像，全程录
音。其中小语种考生单列考场，我市目前有
俄语、日语两个小语种考生，城区有14名日
语语种考生，这些考生来自咸宁高中、温泉
高中、咸安区横沟高中、乾元学校，高考期
间，他们语文、数学、综合科目考试按照大类
别，在指定考点完成考试。6月8日下午，外
语测试时间，这些考生需要统一集中在咸安
区红旗路中学考点进行外语考试。招办将
根据语种进行单列考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