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背景

据《自然》杂志近日报道，权威科研小组“人类世工作组”投票决定，认可地球已进入新的地质时

代——人类世。该工作组计划于2021年向国际地层委员会提交正式提议，如果通过，历史书或将

改写。

那么，什么是人类世？为什么地质学家认为地球已经进入了新时代？这对人类又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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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赤壁网挂G【2019】21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咸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
上挂牌出让规则》等有关规定，经赤壁市人民政府批准，湖北省赤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定于2019年6月14日至2019年
7月19日在网上交易系统公开挂牌出让赤壁网挂G【2019】21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授权赤壁土地储备交易中心具体
承办，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网上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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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出让地块的详细规划条件以赤壁市城乡规划局
出具的《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为准。（宗地的四至见挂牌宗
地图）

二、竞买人资格及其他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
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竞买（法律法规限制
的除外），均可通过网上注册参加报价竞买。申请人可以单
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联合申请应明确联合竞投所涉及
的企业出资比例、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
受让人），参加竞买须提出竞买申请，并提供竞买须知中要
求提供的相应文件资料。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不设底价，按照
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在互联网
上交易，即通过湖北省咸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上交易
系统进行。凡办理数字证书，按要求足额交纳竞买保证金
的申请人，方可参加网上挂牌交易活动。

五、本次网上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咸
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规则》、《咸宁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网上交易系统操作说明》和《赤壁市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须知》等文件，有意竞买人可登

录咸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上交易系统（http://
219.139.108.3/GTJY_HBXN/）查询。申请人可于2019年
6月14日至2019年7月16日在网上浏览或下载本次挂牌
出让文件，并按上述文件规定的操作参加竞买。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纳保证金截止时
间为2019年7月16日下午16:00时止，G【2019】21号网上
报价时间为2019年7月6日上午8时00分到2019年7月
19日上午10时00分止，挂牌报价时间截止时，经系统询
问，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加价的，系统将自动转入网上限
时竞价程序，通过竞价确定竞得人。

七、赤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土地储备交易中心对本
次网上挂牌出让活动不另行组织现场踏勘和地块情况介
绍，竞买人可在公告期间自行现场踏勘。

八、如果在使用湖北省咸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上
交易系统过程中遇到问题或困难，请在分清问题类型的同
时，与下列有关工作人员联系：

土地交易业务咨询电话：向女士 0715-5889579
数字证书办理及咨询电话：周女士 15971562219

赤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二O一九年六月十四日

公 告
2019年7月1日至2021年6月30日期间，省

道 S208 横路线马桥至毛坪段实行道路封闭施
工。封闭施工期间严禁大型汽车、牵引车、挂车及
过境小型车辆通行，境内2.5米以下小型汽车减速
慢行。咸安至通山、崇阳方向的车辆请绕行咸通
高速。

咸安区人民政府
咸安区公安分局交警大队

咸安区公路管理局路政大队

赤壁市供销社开展第二十个党风廉政建设宣教月活动
近日，赤壁市供销社组织机关党员干部到

该市人民检察院预防职务犯罪警示教育基地参
观学习，警示教育党员干部廉洁从政、服务为
民，将第二十个党风廉政建设宣教月活动推向
深入。

预防职务犯罪警示教育基地展示内容主要
包括正道高瞻领航向、预防策马力扬鞭、案鉴警
世钟长鸣三个部分。一段段深刻的忏悔、一个
个活生生的典型，强烈震撼着每一位参观者的
心田，发人深省，引人痛思。

通过参观学习，全体党员干部表示，要不断
提高政治素质和廉政意识，坚持“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反面典
型为戒，从中吸取深刻教训，牢固构筑起拒腐防
变的思想防线。要牢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
值观，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廉洁自律意识，自觉
遵守党纪国法，时刻做到自醒、自警、自律、自
重，为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打下坚实的政
治基础。

（焦元文 金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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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19】】（（广告广告））

遗失声明
付金刚遗失咸安区科威电脑经营部

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22301600222763，特声明作废。

毛丛旺遗失位于通城县马港镇毛塅
四组（原马港乡毛塅村二组柏树屋）的原
土地证，证号N072725，面积71.58平方
米，特声明作废。

张裕国遗失位于赤壁市中伙铺镇泉
洪寺村八组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编号：421281107211080028J，特声明
作废。

陆德进遗失高新温泉进宝美食店个
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2421200MA49UQWW2X，特
声明作废。

赤壁锦润物流有限公司遗失行政公
章和法人章（冯祥斌印）各一枚，特声明
作废。

点燃孩子心灵的火把
○ 刘细云

低年级孩子们活泼可爱，但和其他低年段的孩子一
样，课堂上存在着注意力不集中、上课吵闹、做小动作，课
堂讨论只管表达，不懂倾听等等课堂失控现象。一方面是
因为孩子还小，很多行为习惯没有养成，定性较差，尤其是
课堂纪律方面；另一方面，也跟教师的个人魅力，其教学设
计和教学艺术有关。对小学低年级的课堂调控的探究之
旅，就是在瞬息万变中，不断调整策略，以变应变。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我发现孩子在课堂上的行为
习惯迫切需要改善。针对班级学生的具体情况，我制定
了一些上课的规则，要求孩子遵守。比如：专心听讲勤
思考，举手发言懂礼貌。回答问题声音响，学会倾听才
真好。刚制定出来那会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慢慢地，
我发现，这些规则变得口号化了，孩子们都知道这些规
则，但具体怎么做还是很模糊。对此，我对孩子们提出
了具体的上课常规：上课眼睛要看老师或黑板，耳朵要
认真听老师讲课和同学的发言，嘴巴要说话前先举手。
改善后的上课常规果然让孩子的上课纪律有所进步，但
持续一段时间后，有些孩子的惰性又在蠢蠢欲动了。为
了强化上课纪律，我又在考虑全班学生的情况下，给每
个孩子制定了一本存星本，专设一栏纪律，上课表现好
的学生予以盖章，一个章代表一颗星，一周统计一次，评
选出每周的纪律之星，经过一系列的努力，孩子上课的
纪律改善了很多。

扫除一个障碍以后，慢慢地，发现孩子们虽然上课
能遵守纪律了，但听课效果依然不好。

就拿《操场上》这一课来说，在教授“打球”的“打”、
“拔河”的“拔”、“拍皮球”的“拍”的时候，我只是让孩子
们说出这些字的共同点，都是单人旁，跟手有关系，也让
孩子们说说单人旁的字还认识哪些？这种方式虽然把
知识点落实了，但孩子们却觉得缺乏乐趣，学习的积极
性、参与的热情度不高。经过推门听课的领导和老师的
提醒，我才意识到，自己的课堂缺乏趣味性，没能充分调
动孩子的学习热情。

发现问题以后，我首先从自己的教学设计入手，通
过研读新课程标准对一年级的学习目标要求，再根据一
年级孩子们的心理特点以及自己班级学生的具体情况，
细细地研读教学参考书，制定自己的备课计划。同时，
我也去听其他老师的课，和自己上的课作比较，学习他
们的优点，弥补自己的不足。通过这两方面的努力，在
班上上课时，孩子们的注意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比如
教授“远”“近”这对反义词时，我会先通过动作让孩子懂
得远和近的意思，用手指着遥远的地方称作远，用手指
着近在咫尺的地方称为近。让孩子在做动作中了解字
的意思。通过让孩子亲身参与的方式，让孩子们更多地
享受课堂。

经过一系列的努力，班里课堂纪律明显改善，孩
子的听课效果也有很大的改善。我会始终牢记，每个
孩子心灵都有着向善、向好的火把，作为老师，最需要
做的，就是点燃这心灵的火把，让它开出更绚烂的火
花。 （作者单位：嘉鱼县鱼岳镇第一小学）

“人类世”真的来了？

人类世后地球有哪些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类

的科技实力急剧提高，改造环境
的能力大大增强，伴随着全球化
的脚步，这种影响扩展到了全球
的各个角落。但是，地质学家划
分新的地质年代的标准并不是
考虑这种“影响”或“变革”，而是
要考虑地层，也就是哪些变化会
被记录到地层里面，要十分明
显，能够成为永久性的标志。因
为以往的地质年代划分都是通
过地层的记录来进行的，而且也
只有地层的记录才能永久地流
传下去，成为后世的参考。所
以，地质学家就选择了几个标
志。

第一个是核爆炸产生的沉
积物。1945年的7月16日，美
国在新墨西哥州进行了人类历
史上第一次核试验，标志着人类
进入核时代，而对于地质学家来
说，核爆炸也在全球范围内形成
了一个可对比的年代标志层。

原子弹的威力源自铀-235
和钚-239两种放射性同位素
瞬间裂变产生的能量，随着爆
炸，这些同位素及其产物也被
带到大气中，随大气环流到达
全球各地沉积下来。在全球各
地的湖泊、冰川和海洋等沉积物
中都可以找到包含核爆产物的
沉积层，以1963-1965年的密
集核试验期最为明显。此外，像
铀-235的半衰期是非常长的，
大约为7亿年，这就使得在很久
以后，这些地层仍能够被地质学
家发现。

第二，人类的农业生产使用
了大量的氮肥、磷肥等化肥，这
些在土壤层中留下了明显的记
录，而且还被冲刷进入水体中，
也明显改变了河流、海洋等水体
沉积物的特征，即在土壤、水体
沉积物中，氮、磷等元素发生了
明显的变化。这可能是25亿年
以来，地球上氮循环最大的一次
变化。

第三，人类的生活用具，诸
如塑料、建筑物等，几乎遍布全
球各地。尤其是塑料，随着人类
活动或者水循环进入了地球各

个角落，从大洋深处到极地冰
川。这些也必将会留下明显的
地质记录。

第四，使用化石燃料的后
果。煤炭自工业革命以后就成
为了工业生产的主要燃料，而第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石油更是成
为了工业的血液，不可或缺。化
石燃料的不充分燃烧会产生碳，
排放到空气中之后，随着空气循
环到达全球各地沉积下来，成为
明显的黑炭层。另一个影响就
是温室气体的排放，也就是二氧
化碳。

在今年的5月份，位于夏威
夷的一个监测站记录到了近
300万年的人类历史上一个史
无前例的数值，大气中的二氧化
碳浓度单位达到了414.8ppm，
也就是0.041%，这明显是人类
活动造成的，而且增长仍在加
速。化石燃料和自然界其他环
境中的碳同位素组成具有明显
的差异，化石燃料的大量使用明
显改变了大气和水体碳同位素
的组成，这也在石笋、冰川等沉
积物中留下了明显的痕迹。

第五，生物灭绝的速度大大
加快，不亚于历史上生物大灭
绝。如果不加控制，在接下来的
几个世纪中，将会有75%的物
种永远消失。

人类世的变化远不止以上
列出来的这几条，人类世这个
词的含义也早已超出了地质
学的范畴，被广泛地应用在生
态学、环境科学甚至经济学等
领域。把人类世列为一个新
的地质年代，不仅是科学研究
的需要，更是要提醒人类，我
们作为地球上的一个物种，对
地球环境的影响力已经超过
了地球本身。能力与责任相
匹配，人类要担负起保卫地球
的重任。

（本报综合）

科技 察观
◢

在人类世之前，地球处在全新世。全新世起
始于1.2万年以前，在地球最后一次冰期之后，随
着大范围的冰川退去，地球开始变得温暖湿润，人
类历史进入了全新的时代，农业也逐渐起步，人类
繁衍壮大。但到了近代，人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对
地球的影响越来越多，开始有人思考，我们现在是
否又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人类世的概念第一次引起重视是在 2000
年。在墨西哥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全新世这个
名词屡屡被提起，这引起诺贝尔奖得主、荷兰大气
化学家保罗·克鲁岑的反感。然后他打断了一个
演讲，说到：“不要再使用全新世，我们现在已经不
在全新世了。”然后稍加思索，他提出“我们现在处
于人类世”。

其实，人类世这个名词由来已久。早在19世
纪中叶，就开始有学者思考人类对地球的影响了，
把人类活动也作为一种特殊的地质作用。人类世
一词是在上世纪60年代由苏联地质学家最先使用
的，后来陆续有人沿用，指代的意义也各有不同，
但都强调了人类作为一个重要的成员对地球和环
境的影响和改造作用。

在2000年克鲁岑再次提出后，这一想法迅速
地传播出去，并得到了不同领域学者的重视。在
2009年，负责划分地层单位的国际地层委员会成
立人类世工作组，开始研究人类世作为一个新的
年代地层单位的可行性。2016年，人类世工作组

在冰心、河海沉积物中找到了多方面的证据，表明
自20世纪中期开始，地球已经进入了一个迥异于
全新世的时代。但是，目前人类世尚不是一个正
式的地质年代单位。

今年5月21日，有34位委员组成的人类世工
作组发起投票（赞成票29票），决定正式向国际地
球科学联合会提出申请，在地质年代表上加上人
类世，起始时间为20世纪中期。另外，工作组还找
出10个具有人类世完整地层记录的地方，包括意
大利北部的一个洞穴，澳大利亚大堡礁的珊瑚和
中国的一个湖泊。下一步会在其中选择一个，作
为人类世的代表地层，俗称人类世的“金钉子”。

人类世的由来

地球具有45亿年的历史，根据不同的特征，把
地球历史分为若干阶段是十分有必要的，这样有
利于研究和认识地球。

比如，在地球的历史上，我们熟知的恐龙灭
绝，就是因为小行星撞击地球，造成了全球生态系
统的崩溃，恐龙退出了历史舞台，爬行动物、裸子
植物衰退，哺乳动物、被子植物繁盛，地球的生态
面貌发生了截然不同的变化，地球历史也由白垩
纪进入到了古近纪。当然，人类世和全新世之间
的变化并没有这么大，但是也足以达到了划分新
的地质时代的标准。

总之，划分人类世的标准就是地球的环境发
生了变化，并且这种变化是由人类造成的。那么，
人类对地球造成了哪些影响呢？这可以从科学家
对人类世起始时间的争议说起。

在2000年人类世观念风靡之初，很多学者就
开始讨论以什么时间作为人类世的起点。一种最
夸张的观点认为，人类世应该从人类开始进行农
业活动开始，也就是在8000年前。由于人类的农
业活动，焚烧森林，种植作物，造成了大气中二氧
化碳和甲烷含量升高。这几乎相当于把全新世划

为了人类世，当然不可取。虽然早期的农业生产
活动可能会对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这种影
响很小，没留下相应的记录，而且大气的变化可能
只是其自身的波动，和人类无关。

第二种方案，则是定在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
以后，伴随着大规模的工业生产，煤炭被大量用作
燃料，排放的气体造成了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明
显升高，超出了自然波动的变化范围。但是，工业
革命对地球环境的影响，主要改变了大气的成分，
而其他方面并没有带来很多全球性的变化，大多
是局部性的。

第三种方案，则是从20世纪中期作为起始
点。原因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类社会各
方面急速变化，包括人口增长、化石燃料消耗、人
类改造环境的能力等，这些影响扩大到整个地
球，被有些学者称为“大加速”，意指人类正以前
所未有的速度改变着我们所居住的星球，并且超
越了自然的力量，成为影响地球环境的主导力
量。所以，在本次人类世工作组投票中，就把20
世纪中叶，大约20世纪50年代，作为人类世的起
点。

为什么要划分人类世？

全市中小学暑假时间确定
7月1日放假，9月1日开学

本报讯 记者焦姣、通讯员余茹报道：近日，记者从
市教育局获悉，根据《湖北省教育厅关于规范全省义务
教育学校作息时间的通知》的精神，今年全市义务教育
阶段中小学暑假从2019年7月1日起，高中从2019年7
月8 日起，所有中小学暑假8月29日结束，8月30日、31
日两天报到，9月1日正式上课。幼儿园放假由各县（市、
区）参照中小学放假时间自行确定。

为保证中小学有充足的假期，通知明确各县（市、
区）和市直学校必须严格执行统一的放假时间，不得擅
自提前收假或延长假期。

为确保师生度过一个安全有意义的暑假，市教育部
门要求全市各学校在放假前要集中时间对广大师生进
行安全教育。尤其是防火、防溺水、预防自然灾害、预防
交通事故及预防传染性疾病等方面的安全教育。认真
做好暑期学校校舍及教学设施安全整治工作。对学生
进行一次“讲安全、讲卫生、讲文明、讲法制”专题教育。

此外，市教育局将严格执行省、市关于规范中小学
办学行为有关规定，严格执行规范办学责任制和问责
制。严禁公办中小学举办或与校外机构合作举办各种
类型的文化课补习班，严禁公办中小学为校外机构或个
人提供补习场地和发放宣传资料，严禁公办中小学教职
工组织或参与有偿补课，严禁中小学教师课后到校外培
训机构讲课、诱导或逼迫学生参加校外机构培训，对违
规违纪行为，一经发现，将严肃处理。

童年记忆可能并不可信
约40%的人会编造自己第一段记忆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我们对生命最
初几年的记忆往往是最珍贵的时刻，因为
这些记忆持续时间最长，但很有可能，这
些记忆是完全虚构的。

研究人员表示，大约40%的人会编造
自己的第一段记忆，因为我们的大脑至少
要到两岁时才会发育形成存储个人记忆
的能力。

婴儿大脑形成的大量新细胞会破坏
长期存储信息所需的连接，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大多数人成年之后对童年的记忆很
少。其他研究表明，当我们到了7岁时，

“童年失忆症”很可能会出现。
然而，令人感到惊讶的是，我们当中

仍有很多人拥有7岁之前的模糊记忆。
伦敦城市大学记忆与法律中心主任马丁·
康惠最新一项研究表明，通过对6641人
的最早记忆进行研究分析，我们发现其中
2487人的最早记忆来自两岁之前，例如：
坐在婴儿车里，其中14%的人声称自己记
得1岁之前发生的事情，甚至还有人记得
出生前胎儿的事情。

康惠和研究小组得出结论称，这些
人生最早记忆不太可能源自真实事件，
因为他们当时的年龄太小，很难产生记
忆内容。如果情况是这样的，则意味着
我们当中许多人的早期记忆都未真实发
生。

有人这样回忆：炎炎夏日，我在一个
花园聚会上欢快地蹦跳，花园里的花圃非
常漂亮，我的奶奶和其他岁数大一些的小
朋友都非常喜欢我，小姑娘穿着宽松漂亮
的连衣裙……那时我大约两岁。我对这
件事的记忆模糊，但尽管如此，它给我的
感觉仍然是真实的，我将它作为人生最早
的记忆珍藏至今。

然而，根据她父母的观点，她可能是
根据邻居家一张上世纪80年代家庭聚会
照片虚构的记忆。

威斯敏斯特大学自传体记忆专家洛
芙迪说：“人们的记忆具有可塑性，我们每
次重温记忆时都会出现少许变化，就像我

们口述故事一样，不可能每次都是一样的
语言表达模式。”人类记忆受到认知、思
维、知识的影响，这可能让我们对熟悉的
生活事件产生新的透视。

她还指出，记忆本质上是大脑神经网
络的激活反应，这些神经网络不断地被修
改和变化。因此，每次回忆某一事件，很
容易将新的元素整合其中，而原有的元素
可能改变或者消失。

康惠建议称，我们要努力找出不可信
的记忆细节。据悉，康惠最早的记忆之一
是穿着尿布在路面缝隙里挖土。他得出
结论称，这段珍贵的童年记忆片断是虚构
的，因为在他的回忆中童年穿的是哈吉斯
牌纸尿裤，事实上自己童年处于上世纪50
年代，那时还没有哈吉斯牌纸尿裤。因此
这段记忆肯定是错误的，如果你回想一下
这些早年记忆中的细节，你会发现它们很
多是不可信的。

（本报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