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级联赛

“水坑”里踢出省亚军

7版
专刊中心主办 责任编辑：盛勇

电话：0715—8128771 科教观潮 2019年8月30日 星期五

E-mail:zhuma0723@163.com

45亿年前遭撞击

木星可能“伤了心”

近日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一项研究称，45亿年
前，木星可能被一颗新生行星迎头撞击，这次巨大撞击从
根本上改变了木星的命运和特征。

利用目前环绕木星运行的“朱诺”号任务传来的数
据，一个国际研究小组绘制出木星引力场的精确图像，从
而推断出木星的组成和内部结构。他们发现，木星的内
核比预想的要更松散且更大。事实上，“朱诺”号的数据
表明，这颗行星的核心已被稀释，其直径几乎达到木星半
径的一半，这对标准的行星形成理论提出了挑战。

对此科学家们提出猜想，在太阳系的早期阶段，一颗仍
在形成的大型行星与年轻的木星正面相撞，可能粉碎这颗
行星最初的致密内核。研究小组进行了数千次计算机模
拟，结果表明，可能是木星同一个质量约为地球质量10倍
的正在成型的行星迎面相撞，导致其内核变成现在的模样。

人类为啥弯臂跑步
体能消耗少持久力强

据美国生活科学网站报道，当你行走或者奔跑时，
你的腿部负责完成多数运动，通常人们会忽视手臂的运
动方式，跑步时人们的手臂会弯曲交替摆动，而行走时
手臂则保持垂直，这是为什么呢？

科学家发现，当测试者弯臂行走时，他们的体能消
耗增加了11%，很可能是由于在相对较慢速度下手臂保
持弯曲摆动需要消耗更多能量，这说明了为什么人们行
走时会自然地将手臂伸直。

那么，人们跑步时为什么手臂保持弯曲？跑步时摆
动手臂会消耗一定能量，但是保持手臂稳定则需要更多
的能量，因为手臂摆动减少躯干运动，如果跑步时手臂
稳定不动，则可能增加躯干运动。目前这项最新研究报
告发表在《实验生物学杂志》上。

科学家进一步研究指出，手臂长度较短，摆动消耗体
能较少，现代人类长途奔跑中，手臂较短非常有益，这种
特征可能影响了人类臂骨长度的进化史。（本报综合）

5G保洁机器人
能识别垃圾

一台银色的四轮5G保洁机器人在大学校园里穿
行，它能自主规划线路、智能识别垃圾，炫酷的科技感立
即吸引了不少大学生好奇的目光。

8月24日，由中联环境推出的5G环卫机器人编队
在湖南长沙岳麓山国家大学科技城集体亮相。总共6台
设备“本领”各异，包括清拾机器人、保洁机器人、清扫机
器人、路面清洗机器人、垃圾收运机器人、清扫冲洗一体
式环卫机器人，可以分时段、分区域工作。

据了解，中联环境环卫机器人作业集群之前已获得
无人驾驶路测牌照，在长沙橘子洲景区运营。此次亮相
的5G环卫机器人搭载了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超声波
雷达、多目高清摄像头以及5G模块等。基于“5G+人工
智能”，这些环卫机器人具有数据交互能力强、信息响应
速度快、应用模式更加智能等特点。

在咸宁市实验小学，有一位鼎鼎
有名的“剪教练”。他名叫剪英武，从
2005年开始就在学校担任足球教练，
曾经为了争取校园足球专项经费建
足球场地，敢跟领导拍桌子。

脚下有梦想，进退皆文章。剪教
练十几年来流水般向上级输送了一
批足球好苗子。市实验小学每周每
班有1节足球课，每周一至周四课后
校足球队训练，周五半天校本足球课
程，周末国家级青少年体育俱乐部足
球项目开设了8个班共计240余名学
生，剪教练一应肩起了担子。

市教育局坚持“阳光体育、快乐
足球”理念，要求各级各类学校把足
球列入体育课教学内容、开齐开足体
育课，还明确了特色学校每周至少开

设一节足球课，推进足球课程教学模
式多样化，小学突出趣味性、初中体
现选择性，高中鼓励实施专项化教学
模式，充分满足学生发展足球技能的
需要。

为拓宽足球视野，2017年，咸宁
市教育局联合市体育局在赤壁市举办
咸宁市青少年足球“四进校园”系列活
动，分别为足球明星进校园、精英教练
进校园、足球器材进校园、荆楚足球小
将评选，并且同步开启足球教练员培
训班和全市小学组足球锦标赛，邀请

“湖北省校园足球专家讲师团”资深专
业足球教练员现场授课。

在市县教育局中，体卫艺科都是最
“烧钱”的科室，咸宁市教育局体卫艺科
仅2018年活动经费就达120余万元。

于教育部门而言，校园足球是推
进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是学生体质
素质培养的一块炼金石。近年来，咸
宁市学生体质健康水平及体测数据一
致率节节攀升，2018年，咸宁市现场抽
测数据一致性合格率为100％。

如今的咸宁，校园绿茵场内，各
式足球活动正酣；绿茵场外，校园记
者兴趣班和创意漫画兴趣班成员或
摄影或素描，记录赛场人员风采。校
园内外以球为媒，激昂弹奏出校园文
化生命力的慷慨乐章。

娃娃的“绿茵梦”
——市教育局推进校园足球纪实

通讯员 余茹

2019年8月2日至10日，湖北省校园足球中学生联赛暨湖

北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在宜昌市举行，崇阳县大集中学足球

队代表咸宁参加比赛，一举斩获男子组亚军，创造了咸宁历年

来在全省青少年体育赛事中的最好成绩，并将于今年11月份

代表湖北省参加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

这只是我市大力推广校园足球的一个缩影。自2015年开

展校园足球工作以来，我市已有47所学校被评为“全国青少年

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建成校园足球场地121块，近12万名学

生、2000名教师参加各级各类校园足球培训、竞赛和足球文化

活动。

2011年，那时的大集中学叫作崇阳县城关中
学，学校有一块天然草坪，土地不平整，到处是水
坑。孩子们就在这里进行足球训练。热情抗骄
阳，勤勉逐风雨。

崇阳县大集中学校长王习标说，青少年校园
足球发展是“一把手”工程，不光是口头重视，而是
要深入骨髓的理解和支持。

2015年，对照《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基本
标准（试行）》，学校开始将足球作为学校特色匠心
打造，以足球课和校本课程及第二课堂活动为平
台，以学校足球联赛及足球特色活动为载体，开启
开足体育课，丰富校园足球文化特色。

足球课程伊始，由3名教师专职教学，每生每
周参与1节足球课，足球队成员每天下午第三节
课通过“走班选课”上1节足球课。后来，足球推
广成效斐然，在选修校本课程中，全校10.36%的
学生第一志愿均选择了足球兴趣班，是15门兴趣
选修课中选择人数最多的。

目前在崇阳县大集中学，已形成“班班有球
队、周周有比赛、四季有联赛”的良好态势。学校
每年组织校内足球班级联赛、分校挑战赛，每个班
级每年参与比赛场次不少于10场。

四年来，大集中学上下笃志筑梦，校足球队不
断发展壮大，足球文化日益浓厚，学生球技水平显
著提高，从山区小县城，踢出咸宁，踢出湖北，如今
踢向全国。

足球是一门对抗性运动，通过一次又一次的
比赛，让校园足球的好苗子真正脱颖而出。咸宁
每年约组织各学段学生市级联赛50场，在全市联
赛带动下，各县联赛也形成机制。仅2019年，通
过足球三级联赛这个载体，就在全市选拔了小学、
初中、高中3个组别、6支队伍共计60余名运动员
参加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夏令营，并且有2名运
动员被选送到国家级训练营重点考察。

2015年，市教育局从全市1049
所学校中挑中了嘉鱼县实验中学发
展校园女子足球，嘉鱼县实验中学被
湖北省体育局命名为“湖北省女子足
球后备人才试点学校”，以此为契机，
市教育局指导该校从600余名在校女
生中选拔出40名“飒女孩”，组建了咸
宁市第一支女子足球队。

2016年8月，这支女子足球队代
表咸宁第一次参加湖北省青少年女
子U13组足球锦标赛。时任省教育
厅副厅长杨跃惊呼“咸宁终于有女足
了”！

2018年4月2日，在2018年湖北

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暨省运会预赛
中，嘉鱼女足以“黑马”身份靓丽出
线，代表咸宁首次晋级2018省运会总
决赛。

如今，越来越多的铿锵小玫瑰在
香城泉都鲜妍绽放。咸安区实验学
校初三毕业生余依瑞原本有些内向，
初二时被老师选中在校女子足球队
担任守门员后，她不仅学习到了足球
知识，还学会了团队协作，跟大家增
进了交流，在运动中收获了汗水也收
获了朋友，真正爱上了足球。

走进咸宁市实验小学，簇新的塑
胶田径场上，只见一群女孩正在足球

场上你追我赶，清丽的身影犹如跳动
的音符，弹奏着一曲青春飞扬的旋
律。按照教练的指令，跑、跳、运、转、
控……飒女孩们一丝不苟地完成各
种基础动作。

市教育局大力推广人人参与的
校园阳光体育，深入实施体育中考
改革。从2019年中考开始，将体育
分值提高到40分（最初为20分），以
中考为导向，引导广大学校、家长和
学生重视体育课和体育活动，以期达
到“让每一个孩子在学校中至少掌握
2门及以上体育技能、在体育中锻炼
体魄、有力量地成长”的目标。

以点带面“飒女孩”闯进省运会

阳光体育“剪老师”们肩负使命

首次用于爬行动物

基因编辑技术制造出白化蜥蜴
据英国《独立报》27日报道，美国科学

家借助基因编辑技术CRISPR-Cas9，制
造出了第一种经过基因编辑的爬行动物
——一些小型白化蜥蜴，这是该技术首次
用于爬行动物。由于白化病患者经常有
视力问题，因此，最新突破有助于研究基
因缺失如何影响视网膜发育。

CRISPR-Cas9（简称CRISPR）也称
为“分子剪刀”，可以插入、删除、修改或替
换生物体基因组中的DNA，可用它使问
题基因失活，或提供所需要的基因。这一

技术被认为可以治愈以前无法治愈的疾
病，延长人类寿命等。

这种基因编辑方法以前曾用于改变
哺乳动物、鱼类、鸟类和两栖动物的
DNA，这是首次将其用于爬行动物，得到
的白化蜥蜴只有人类食指大小。

此前，人们认为不可能在爬行动物身
上使用这一技术，因为爬行动物卵子受精
的时间无法预测。此外，胚胎也很难从雌
性蜥蜴身上移植下来，所以很难在实验室
里操作胚胎。

在最新研究中，来自乔治亚大学的科
学家首次将CRISPR试剂注入蜥蜴卵巢
的未受精卵子中。当这些卵子孵化时，大
约一半的突变蜥蜴从它们的父母那里继
承了经过编辑的基因。这证明在未受精
的卵子中，CRISPR成分可以活跃几天甚
至几周。

论文第一作者、副教授道格·门克说：
“我们等了3个月，蜥蜴才孵化出来，所以
这有点像慢动作的基因编辑。”

研究发现，6%—9%的卵母细胞会产

生具有基因编辑特征的后代。门克说：
“非常成熟的模型系统的效率可达80%以
上，6%似乎很低，但此前没有人在任何爬
行动物身上进行这种操作。”

研究人员选择让蜥蜴得白化病，部
分原因是白化病患者经常有视力问题，
他们希望利用蜥蜴来研究这种基因的缺
失如何影响视网膜的发育。此外，他们
也希望在其它动物身上使用这种基因编
辑技术。

（本报综合）

科技资讯

教育 热点

本报讯 通讯员陈颖报道：近期，崇阳县
烟草专卖局立足三项措施抓实创新工作，进一
步夯实基础管理水平。

立足自我变革，强化“责任心”。全员认真
贯彻落实“改革创新攻坚年”工作部署，牢固树
立创新意识，以小切口结合大问题为切入点，
以岗位创新创效为抓手，大力开展小改小革和
合理化建议，着力解决思想、流程、服务、管理
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立足对标改进，提升“行动力”。层层落实
对标责任，紧紧围绕各类对标数据通报，立足
比先进标杆、比同期增减、比目标任务三个维

度找差距、求突破，积极借鉴“他山之石”攻“自
身之玉”，营造人人“看指标、想责任、追标杆”
的良好氛围。

立足学习借鉴，促进“好成效”。认真总结
襄阳市局（公司）先进经验，努力汲取咸安区局
终端营养，主动立足岗位、结合实际，做好学习
借鉴和持续改进，进而稳步提升自身创新成效。

金叶风金叶风
咸宁市烟草专卖局主办

崇阳县烟草局

立足“三项措施”抓实创新工作

353国道通城县境段改建工程环境
影响评价报告书第二次公示信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建设项目环境

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第682号）文件精神，我单位已委托中
国电建集团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353国道
通城县境段改建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完成编制征求意见
稿，现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 部令第
4号）的相关规定，我单位公开以下信息以征求项目环境影响有
关的意见。

1、征求意见稿全文和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www.eiafans.com/thread-1251807-1-1.html
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通城县交通运输局（湖

北省咸宁市通城县隽水镇银山大道）查阅纸质报告书。
3、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工程沿线周边居民、热心公众、团

体（单位）等。
4、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
http://www.eiafans.com/thread-1251807-1-1.html
5、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信函、电子邮件、自送等
公众可以采取以下任何一种方式对项目提出意见和建议：
（1）电话：建设单位：吴局长 0715-4322429
环评单位：苗工 18302717587
（2）信函邮寄地址：湖北省咸宁市通城县隽水镇银山大道，

通城县交通运输局（收）
（3）电子邮箱：393062538@qq.com
6、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次信息公开时间为自公示之日起10个工作日。

受委托，我公司对以下标的进行
公开拍卖，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标的基本情况
标的一：位于嘉鱼县鱼岳镇沙

阳大道125号湖北省嘉康医药合作
社联合社一楼房屋三年租赁权，租
赁面积：500㎡，参考价：7.5万元/
年，竞买保证金：4万元；

标的二：位于嘉鱼县鱼岳镇沙
阳大道125号湖北省嘉康医药合作
社联合社二楼房屋三年租赁权，租
赁面积：500㎡，参考价：4万元/年，
竞买保证金：2万元；

标的三：位于嘉鱼县鱼岳镇沙
阳大道125号湖北省嘉康医药合作
社联合社旁一楼食堂三年租赁权,
租赁面积：240㎡，参考价:1.2万元/
年，竞买保证金：0.5万元;

标的四：位于嘉鱼县鱼岳镇沙
阳大道123号(现为：“梦丽雅家居生
活馆店”)三年租赁权,租赁面积：
753㎡，参考价:4.5万元/年，竞买保
证金：2万元。

二、竞买人资格
1.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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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次拍卖标的禁止经营噪
音、污染行业。

三、有意竞买者请于2019年9
月10日17时前到我公司索取竞买
资料和交纳竞买保证金并办理竞买
报名手续。

四、拍卖会于2019年9月11日
9时30分在嘉鱼县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县司法局6楼会议室)举行。

五、本标的自公告之日起在其
所在地公开展示。

六、联系方式和银行账户
(一）湖北泉盛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朱先生
电话：18871500917
（二）银行账户
户名：湖北泉盛拍卖有限公司
账号：1818000509200009211
开户银行：咸宁市工行泉塘支行
湖北泉盛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8月30日

拍卖公告

近两年来，赤壁市民政局进一步优化社
会公共服务职能，在社团登记管理、地名服务
能力、提升福彩形象等采取一系列措施，效果
明显。

首先是全面实施网上年检，近两年来共
年检社会组织152家，其中社会团体90家，

民办非企62家；完成线上社会团体检 90家；
完成线上民办非企检62家；完成5家社会团
体换届选举工作；完成7家社会组织发证换
证工作。其次完成了地名志初稿编写工作任
务。上报到赤壁市不规范地名清理整治调查
基本情况表、统计表、地名词典目录、跨界自

然地理实体目录、湖北省地名普查成果转化
与利用工作进度表。做好了第二次全国地名
普查地名典志第一部分国典内容的报送工
作；然后是积极稳妥推进福利彩票销售管理
体制机制改革试点工作，建立了“省级监管、
属地管理、募办代销、协议约定”的销售管理
新模式。去年全年，全市福彩总销量（中福在
线大厅）完成全年销量任务的89.89%。

（何慧华 魏颖）

赤壁市民政局优化公共服务职能 咸宁富洋实业有限公司遗失行政公章、合同专用章、发票专用章、财务专用章以
及法人私章（王兴长印）各一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1200585462410L，特声明
作废。

赤壁市龙翔超市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编号：JY14212810012436，特声明作废。
赤壁市晨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遗失中国工商银行咸宁赤壁西湖支行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5362000448201，账号：1818050609200041507，特声明作废。
丁莽遗失坐落于崇阳县天城镇桃溪花园小区D区（幢号10，单元1，房号101）的

房屋所有权证，房权证号：A12062，面积124.66平方米，特声明作废。

遗
失
声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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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