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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油咸宁销售分公司

第一时间动员 全体员工参与
本报讯 通讯员曾金亮、姜杭德

报道：1日起,应急管理部、司法部、
全国普法办以“弘扬法治精神,强化
应急管理”为主题,举办2019年应急
管理普法知识竞赛活动。中石油湖
北咸宁销售分公司高度重视，积极响
应，第一时间动员全体员工积极参
与。

领导班子率先垂范，发挥示范带
头作用。自知识竞赛开始后，领导班
子成员率先下载App进行登录，亲
自体验竞赛活动流程，了解答题技
巧，对题库的实用性、答题界面易操
作性表示充分肯定，在分公司形成比
拼赶超的良好氛围。

加强督导，及时跟进考试情
况。分公司在即时通平台发布专项
通知，安排专人督导本次知识竞赛

开展，明确了以下具体要求：一是全
体人员必须每天登录学习或答题平
台，完成规定的答题内容，并获取相
应积分；二是机关各部室和各加油
站每日组织员工完成答题后，要及
时填写参与情况统计表，收集答题
积分截图，上报给质量安全管理部
门进行统计核查。

制定激励措施，激发参与热情。
为提高此次答题竞赛的活动效果，公
司工会专门拿出一部分专项资金，用
于对积分排名靠前的员工进行奖励，

同时，人事部门拟定在年度考核中对
表现优秀的单位和个人进行额外加
分，进一步增强全体员工学习的主动
性和参与的积极性。

此次答题活动一经开展，迅速在
分公司上下掀起一波热潮，广大干部
职工在参加的同时，还积极发动身边
的亲属及朋友，活动氛围浓厚非常。
下一步，分公司旨在通过以考检学、
以考促学，以此次知识竞赛为契机，
推动公司全员持续强化安全管理意
识，提高安全管理水平。

应急管理知识竞赛

富水治理新增河段（通山）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公众参与信息公开

富水干流防洪治理工程（通山段）工程项目建设
管理部《富水干流防洪治理工程（通山段）工程项目
建设管理部富水治理新增河段（通山）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书》已形成征求意见稿，现对环境影响报告书征
求意见稿进行公示，欢迎公众积极参与并提出宝贵
意见。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
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
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8Cnzw
BQwOU4kc1kBPNxAbA 提取码：2aie

（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如需查阅纸质报告书可将联系方式、地址发送

到719018907@qq.com邮箱，我单位将会把纸质报
告书寄出。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意见的公众对象为与该规划相关的党政机
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及规划区周围的居民。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链 接 ： https://pan.baidu.com/s/

1bOEwB3qfwhcqhcHJnEzscQ 提取码：ywuy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信函、电子邮件，在规定时间内将

填写的公众意见表等提交建设单位，反映与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公众提交意见时，应当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
鼓励公众采用实名方式提交意见并提供常住地址。

意见提交单位：富水干流防洪治理工程（通山
段）工程项目建设管理部

通讯地址：湖北省咸宁市通山县洋都大道花园路
联系人：曹总工
联系电话：13986632629
电子邮箱：643789759@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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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
咸宁市南国园林种植

专业合作社（统一社会信用
代 码 ：
93421202579856659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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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咸宁市南国园林种植

专业合作社
2019年9月6日

遗失声明
潘常春遗失残疾证，编号：

42230119750624491362B5，
特声明作废。

徐淑君遗失温泉华泰画苑
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本，注
册号：422303600118220，特
声明作废。

咸宁市燃料公司遗失咸宁
市咸安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温
泉信用社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J5360000780001，特声明作
废。

减资公告
湖北粤海蓝盾交通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21200352415672U）经股东会决
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公司
注册资本由人民币5000万元减至人民币2200
万元，请债权人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
本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逾期
不提出的视为没有提出要求。

特此公告
湖北粤海蓝盾交通服务有限公司

2019年9月6日

鄂南高中

举办2019届高考备考经验交流会
本报讯 通讯员陈哲报道：8月26日下午，鄂南高

中举办2019届高考备考经验交流会，全校专任教师参加
会议。

交流会分享总结了今年的高考成绩，校长袁慎彬
指出高考备考与教育教学一样有规可循，在开学初这
个时间举行高考备考交流会意义重大。一方面暑假对
广大教职员工来说是修整期，更是提高期，暑假一个多
月的假期也是老师们总结、归纳、学习和提高的好时
机。另一方面，此时举行高考备考交流会体现了高考
备考在高中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它既是提前谋划，积极
备战2020高考的需要，也是学校发展的必要手段和途
径。

袁慎彬强调要加强“四个队伍”建设，打造“五爱五
型”教师队伍，强化“四个治校”方略，建设学校现代治理
体系。通过抓队伍，讲方略，提升高考备考质量和效率，
实现“建设荆楚一流名校，办学子向往的优质特色高中”
办学目标。

2019届高三年级主任邱定斌介绍了今年高考基本
情况及年级管理方面的“八大特色”，并总结归纳了本届
高考备考方面的问题和不足。语、数、外、理、化、生、政、
史、地分别就本学科三年来的教学和备考经验作了简要
的交流发言。

2020届高三年级主任任爱国在会上介绍了2020年
高考备考工作计划及应对措施，提出“抓严、求细、做实”
的备考思路。2021届高三年级主任吕骥在会上也作了
表态发言，提出“以考带练，三年有成”的工作思路。两
位年级主任都阐述了“担当为王，精准为王，落实为王”
的备考认识。

登陆火星前先在太空种辣椒？
解决温饱后还需迈过“三座大山”

假设宇航员踏上了火星的土地，也不
意味着从此就能过上平静安逸的生活，火
星上恶劣的环境早已恭候多时。

由于大气密度低，火星上的辐射很
强。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郑永
春介绍，宇宙中危害健康的辐射粒子主要
有两类：一是太阳耀斑和日冕物质抛射时
产生的太阳高能粒子；二是剂量较低但长
期存在的银河宇宙射线。尤其是后者能
量高、穿透性强，即使是30厘米厚的铝
板，防护效果也很有限。

对此，只能寄希望于科学家尽早研制
出既能有效阻隔辐射，又能穿上走得动的
宇航服。

此外，火星上的风暴也让人“闻风色
变”。庞之浩说，火星风暴能达到地球12
级台风的6倍，掀起的沙尘遮天蔽日，有
时能持续几个月。2018年，美国“机遇
号”火星车就是遭遇沙尘暴而“阵亡”。

有着这么多“限定条件”，美国能在
21世纪30年代实现载人登陆火星的计划
吗？

截至目前，NASA并未确定载人登火
方案，科学家们倒是提出过各种设想：包

括以月球基地为中转站；以月球轨道空间
站或地月拉格朗日L2点空间站为跳板；
甚至“抓”一颗小行星当跳板等。不过现
在人类尚未实现重返月球，这些“跳板”更
不知何时才能搭起来。

庞之浩表示，按照当前航天技术的发
展，月球中转站等设想并非不能实现。包
括洛马公司此前披露的“火星大本营”计
划，虽然需要进行多次发射入轨，以及复
杂的在轨交会对接和在轨加注，但都是基
于目前已经掌握的技术，只需十年左右就
能实施。

他认为，未来十多年时间内，载人登
火涉及的技术问题有望得到解决，但关键
在于任务方案能否坚持如一，资金是否能
持续投入。如果随着政府更迭，航天计划
也不断变更，那将会给推动计划进程带来
困扰。

（本报综合）

科技 察观
◢

地表生存
辐射与风暴的死亡威胁

日前，国家航天局对外发布我国首次
火星探测任务科学目标先期研究团队招
募公告。据悉，此次计划将于2020年实
现火星环绕、着陆和巡视，对火星开展全
球性、综合性的环绕探测。

相较于我国稳扎稳打的火星探测计
划，美国人似乎很着急，已经开始研究在
太空中种辣椒，以保障宇航员在飞向火星
路途中的营养。毕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
局（NASA）的原定计划，是在本世纪30年
代将宇航员送上火星，而这是一段长达半

年之久的漫长旅途。
然而，在太空种辣椒并非火星探险者

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全国空间探测技术
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向科技日报记
者介绍，登陆火星任务分为发射、巡航、下
降和着陆、表面操作几个阶段。即使是无
人探测器，想要登陆火星也是困难重重，
再带上宇航员，难度将倍增。

毕竟，人类连30万公里远的月球都
迟迟未能重返，登陆火星的难度可想而
知。

火星距离地球最近时超过5000万公
里，最远约4亿公里，是地月距离的上千
倍。这样的距离带来了一系列麻烦。

第一个问题是通信。庞之浩介绍，无
线电信号在火星与地球间往返一次，延时
最长可达40分钟。信号衰减也很严重，其
强度仅为从月球发回信号的百万分之一。

因此，对于飞船变轨、近火制动等精
度要求极高的操作来说，等待地面指令无
疑是行不通的。而要由飞行器独立完成
这些操作，就要求它具有很强的自主能
力。

由距离造成的另一个问题是飞行时
间。基于现有技术，飞行器从地球飞到火
星需要8个月。种植蔬菜可以满足宇航
员的口味和营养需求，但长期失重环境以
及空间辐射对人体健康造成的影响，科学
家们还在苦苦寻找对策。

除了健康问题，宇航员还将面临心理
上的挑战。试想，6个人在狭小的舱内关

8个月，每天漂在一起面面相觑，还要不时
经历难以预知的风险，那滋味简直比坐牢
还难受。虽然许多国家开展过各种试验，
模拟火星飞行、登陆过程，但地面演习毕
竟无法跟太空实践相提并论。

最直接有效的解决办法是缩短这段
旅程，但这需要宇航运载工具迎来变革。
庞之浩介绍，美国与俄罗斯正在联合研制
核动力火箭，能将火星旅行时间缩短到2
个月。但该方案不仅存在众多技术难题，
还有一个严重的副作用——核动力产生
的辐射，相当于让宇航员每天拍8次X光
片。与核动力相匹配的防辐射措施问题，
目前尚待攻克。

另外，拥有四分之一华人血统的美国
前宇航员张福林，其成立的公司正在设计
一款“可变比冲磁等离子体火箭”。这种
核电火箭据说仅需1个月就能飞到火星，
但相关技术还处于研究阶段，距离工程应
用遥遥无期。

飞向火星
超远距离带来大困扰

所以目前看来，宇航员还需先熬过8
个月的“磨炼”，才能看到火星。当飞船精
准完成近火制动后，他们将迎来火星旅程
中最凶险的阶段——降落着陆。

庞之浩说，进入火星大气时，探测器
能接收到的遥测信号十分微弱；当它运行

到火星背面时，地球上又无法准确获取其
轨道参数。再加上通信延时的影响，火星
着陆过程完全需要探测器自主完成。这
一阶段，探测器的防热措施是否可靠，各
种着陆相关设备能否按程序工作都至关
重要。整个过程被称为“恐怖7分钟”，许

降落着陆
“恐怖7分钟”考验科技力量

多探测器都在此功亏一篑。
除了上述风险，载人飞船在火星着陆

的方式也需要研究。由于火星大气密度
仅为地球的1%，降落伞作用有限，只能作
为辅助手段之一。截至目前，人类火星探
测器的着陆方式主要有三种：包括“勇气
号”“机遇号”采用的气囊弹跳式、“洞察
号”采用的反推发动机+着陆腿式以及“好
奇号”所用的“空中起重机”式。

但是，以上方式都属于无人探测器。
即使是最重的“好奇号”，也不过960公
斤，就已将现有方案用到了极致。而未来
载人火星着陆器的重量可能超过20吨，
上述方法均不适用。

为此，NASA从2011年就开始进行
“低密度超声速减速器”技术验证，并在随
后几年间开展了数次试验。

庞之浩介绍，该技术由“超声速充气
式气动减速器”和“巨型超声速环帆降落

伞”组成。其中，气囊式的减速器部署在
碟形着陆器外缘，当着陆器落向火星时，
减速器会充气增大阻力面积，把下降速度
从3.5倍音速降至2倍音速左右，达到降
落伞安全展开条件。随后，直径33米的
巨型降落伞展开，把降落速度减至亚音
速。

这项技术被誉为“能够颠覆规则的技
术”。庞之浩表示，随着该技术的发展，配
合由四五个降落伞组成的多伞系统，有望
使火星表面软着陆方式所能承受的重量
提高到15吨。

但该技术发展并不顺利，高空试验连
续遭遇失败，以至于项目资金被NASA削
减了大半。直到2017年，该技术高空试
验才终于取得成功。

不过，现在谈论载人火星着陆器还为
时过早，NASA目前还在为载人登月着陆
器招标。

2019年8月27日到8月29日，我们在
学校的报告厅接受了为期两天半的生涯
教育培训。几天过去了，我的脑海中还在
反复回响着那两句话：我是谁？我要去哪
儿？如此玄妙的让人说不清道不明的哲
学问题实际上就是最现实的问题，只有弄
清了这两个现实问题，我们才能认识自
我、发现自我，看到生命的无限可能。

这次培训原本是帮助我们老师去指
导学生认识“我是谁”“我要去哪儿”，可我
觉得我们老师更需要认识“我是谁”“我要
去哪儿”。似乎解决了这两个问题，一切
就打通了。所以这次培训既是为了工作，
也是为了老师的幸福生活！

这次培训让我收获颇丰，可是我觉得
作为一个教师每年仅仅靠这两天半的时
间学习远远不够，教师要树立终身学习的
理念。一是知识更新速度快，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曾做过一项研究，结论是信息通信

技术带来了人类知识更新速度的加速：18
世纪，知识更新周期为 80-90 年；到上世
纪80-90年代就缩短为5年了；现在许多
学科的知识更新周期已缩短至 2-3 年。
知识更新的速度越快，对我们学习的要求
就越高。二是教育改革力度大、涉及面
广，它直接带来的就是课程设置、课堂设
置、教学模式、考试制度、招生制度等等的
变革，如果我们不学习，我们如何去适应
这种大环境，如何去教育学生？我们的工
作是为孩子终身负责的工作，如此长的时
间跨度，靠什么？靠学习。国家教育部原
基础教育司司长王文湛先生在跟我们作
报告时说了这样一句话：教孩子6年，想孩
子 16 年，看孩子 60 年。这就是一种生涯
教育理念。

通过学习，我意识到由因到果和由果
到因的教育对学生的影响是怎样的天壤
之别，倒果为因是先成为后拥有，是有梦

想；反之没梦想。可是我们平时都是怎样
在做，李萍老师的这一观点不得不引起我
们的反思。她还跟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案
例：让学生不要想粉色的大象，不要想粉
色的大象，不要想粉色的大象，结果学生
满脑子都是粉色的大象。江渔老师跟我
们找到了这一现象的理论依据：大脑结构
中的视觉脑，其中有两个特点，一是听不
到“不”，二是说三遍成真。所以我们平时
在教育学生时不要用“不要”“不要”“不
要”，而要用“要”“要”“要”，站在果位上，
积极正面引导，才会有我们期待的效果。
MBTI性格类型、霍兰德代码、多元智能是
这次培训的核心知识，它们在我的面前打
开了一个个全新的世界，我为之激动、兴
奋。如果我们、我们的学生在这些知识的
帮助下都能明白“我是谁”“我要去哪儿”，
那我们真的可以跳着踢踏舞去上班啦！

这种愿景的确美好，可是单靠一己之

力难见成效，只有学校树立生涯教育的理
念，让每一个老师都成为生涯老师，这种
教育才是切实可行的。李凯老师在生涯
教育领域早就有了探索和实践，帮助过不
少的学生。可是他也有困惑：做咨询和规
划非常有效，可是持续不了多长时间又会
打回原形，前功尽弃。问题到底出在哪
儿？教育的问题不是一次性的问题，咨询
和规划只是找到了病因，要彻底治好病是
要时间和过程的，而这一过程需要有人督
促、陪伴和引领，咨询老师一个人是做不
到这些的，需要班主任、科任老师、家长等
的多方配合。所以学校才会组织全校的
老师进行培训，只有每一个老师都成了生
涯老师、教练，生涯教育才会落地、开花、
结果。这可不可以成为我们鄂南高中办
学特色和发展方向呢?

（作者为鄂南高中高二年级组语文
教师）

什么才能让教师“跳着踢踏舞去上班”？
○ 廖拾英

全市学生服质量推进工作会议要求

确保全市学生服质量安全
本报讯 记者熊大平报道：8月27日，我市召开学

生服质量推进工作会议，要求确保全市学生服质量安
全。

会议通报了近两年全市学生服质量抽查情况。部
分学生服企业代表就如何保障质量安全进行了经验交
流，随后，与会企业共同签署质量承诺书。

学生服的质量关系着学生的健康成长，保障学生
服质量安全是学生服监管的底线，本次会议的召开，
对切实推进学生服产品质量提升将起到积极的作
用。会议强调要围绕立足咸宁实际，保障质量安全；
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推动产业发展；强化各环节监管，
推进质量提升，促进全市中小学生学生服产品提质增
效升级。

会议要求，要强化学生服使用单位责任人的质量意
识，为细致做好辖区内学生服使用情况的调查摸底工
作、有序开展学生服专项整治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为
确保新学期能够为学生提供安全、舒适的学生服提供有
力保障。

下半年教师资格笔试报名开始
网报和现场审核同步进行

本报讯 记者熊大平报道：近日，记者从市教育招
生考试院获悉，2019年下半年教师资格考试笔试现场审
核将于2019年9月3日至6日进行。截止时间为2019
年9月6日下午17点。

据了解，教师资格证笔试考试网上报名和现场
审核同步进行。网报截止时间为 2019 年 9 月 6 日
16点，现场审核截止时间为2019年 9月 6日下午 17
点。

今年教师资格考试笔试现场审核地址为咸宁职业
技术学院中专部（咸宁职院南门步行进入），考生按公告
要求携带相关材料进行现场确认，网上缴费截止时间9
月8日24点。

据悉，网上报名时，考生需要选择报考考区、笔试类
别、笔试科目，完成其他信息录入。10月28日至11月2
日期间，考生登录中国教育考试网打印笔试准考证，并
按照准考证上指定的时间、地点参加笔试。考试的具体
时间为11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