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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交通实验幼儿园

举办第三届膳食品尝会
本报讯 记者马丽、通讯员曹宏亚报道：近日，市交通实

验幼儿园举办第三届“眼见为食”家长膳食品尝会。
膳食品尝会上，家长们首先了解了该园的膳食管理工

作，包括食堂卫生情况、幼儿食谱的制定、幼儿进餐情况、幼
儿园膳食的新举措、交幼食谱分享等方面内容。

接着，家长们品尝了该园大厨们烹饪的美味佳肴。中
（二）班学生家长魏女士说，交通实验幼儿园的伙食搭配科学营
养、加工细腻精巧、口味咸淡适宜，健康美味，真是不错。小
（六）班学生家长章先生说，自从上了幼儿园，小孩就长胖长
高了，这都是幼儿园色香味俱全的伙食的功劳。

据了解，该园2013年被评为湖北省餐饮服务食品安全
示范单位，是市直唯一获此殊荣的单位，也是湖北省卫生
厅授予的食品卫生等级A级单位。2015年，该园打造“明
厨亮灶食品安全民生”工程项目，随时可通过24小时高清
摄像头监控厨房内的情况，且这些摄像头与幼儿园的监控系
统联网。

本报讯 通讯员周国鹏报道：为进
一步深入推进咸宁地区机电产业院校与
企业全面战略合作，近日，咸宁校院合
作交流座谈会在湖北科技学院举行。市
政协副主席、湖北科技学院副院长吴鸣
虎出席会议。市人社局、高新区科经局
代表、湖北科技学院、咸宁职业技术学
院、咸宁职业教育（集团）学校分管领导、
科技处处长、智能机电相关院系负责人、
科研骨干等共40余人共聚一堂，就深化
产教融合、推进校院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进行了深入交流。

此次座谈会旨在通过院校的良性互

动，探索科研合作、人才培养模式，以进
一步提高学院科研能力，更好地满足市
场需求，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据了解，湖北香城智能机电产业技
术研究院是咸宁市唯一的一家校外省级
科研机构，承载着服务全市智能机电产
业创新、产业升级的重要使命。近年来，
研究院为咸宁的机电发展做出了突出贡
献，

座谈会上，与会人员围绕技术开发、
成果转化、平台共建共享、项目联合申报
等方面，就如何加强校院合作提出了设
想。希望通过校院合作，提升高校和研

究院科技创新和服务社会能力，助力企
业科技创新、提升产品的核心竞争力，从
而实现校、院、企的深层合作，实现共赢。

与会人员建议，机电产业是咸宁具
有竞争力的优势产业，研究院作为产业共
性技术攻关平台，需具备一支核心竞争力
的研发队伍，高校要与研究院结合起来，
推动校企深度合作，就地转化为先进生产
力，推动本地技术升级。要全权放手，鼓
励科技创新，研究院以市场机制提供项目
支持，高校以制度优惠提供支持，要让教
师在经济上有所收获，2020年，高新区将
在技术攻关、项目补贴等方面提供更多

经费，全力支持研究院发展。
与会人员一致认为，研究院要依托

三所高校，汇聚人才、合作攻坚、为咸宁
智能机电产业集群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一是坚持“市场”方向。要坚持“面向市
场、服务产业、促进发展”的科研方向，切
实提高学术与市场需求吻合度。二是共
建“融”的基础。院所和高校要找准“结
合点”，要充分利用当地办学优势和研究
院整体资源，院校共建共享，搭建共赢平
台。三是强化责任担当，扎实推进院校
合作，为高校区产业发展服务，以创新求
发展，以贡献求知识。

湖北科技学院举行校院合作交流座谈会

共商智能机电产业发展大计

2019年十大科学新闻出炉

人类首次“看见”黑洞列榜首

2019年4月发布的人类历史上首张黑洞照片。

2019年，我们经历了很多第一次：第一次
拍摄到黑洞、第一次在月球背面发现月幔物
质、第一次看见量子纠缠……每个“第一次”，
都意味着人类的认知范围又扩大了一点儿。
正是这些“第一次”，筑成了人类文明一路前
行的阶梯。

《环球科学》杂志在中科院地质地球所、
中科院物理所等单位的帮助下，评选出2019
年十大科学新闻。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回顾
科学家在2019年为我们搭建的“文明阶梯”。

我国成功发射的“玉兔2号”月球车。
显微镜下的艾滋病病毒。

2019年4月10日，事件视界望远镜（EHT）项目团
队在全球六地同步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了人类历史
上的首张黑洞照片。这个黑洞位于巨椭圆星系M87中
心，距离地球5500万光年，质量为太阳的65亿倍。这是
人类首次目睹黑洞真容，这项成果不仅可以让科学家在
引力极强的极端环境中验证广义相对论，也有助于揭开
宇宙学领域的更多未解谜团。接下来，科学家将进一
步增加观测望远镜的数量，希望拍出细节更丰富、角度
更多样的黑洞照片。

1.人类首次直接拍摄到黑洞

2019年6月6日，中国工信部正式发布5G商用牌
照，电信运营商获得牌照后，标志着5G业务的正式商
用和5G元年的到来。同时，中国也成为韩国、美国、瑞
士、英国后，第五个正式实现5G商用的国家。中国发
放5G牌照后，相关部署进展迅速——截至2019年11
月，中国5G套餐签约用户数达87万，开通5G基站11.3
万个。同时，包括华为在内的中国企业在5G技术上也
处于全球领先地位。这些事实意味着，中国在经历了
1G空白、2G落后、3G追赶、4G同步的阶段之后，在5G
技术领域终于跻身全球第一梯队。5G的广泛应用也
必然会像互联网和4G网络一样，深度重塑人类社会，
改变正在到来。

2.5G正式进入商用元年

2019年10月23日，《自然》杂志以封面文章的形
式，发表了谷歌研究人员在量子计算领域的重要进
展：谷歌研制的量子计算机首次实现“量子霸权”，这
台量子计算机用200秒就能解决的问题，当今最先进
的经典计算机需要花费1万年才能解决。在这篇论文
中，谷歌量子计算机负责人约翰·马丁尼斯带领的团
队构建了一个名为Sycamore的量子芯片，在执行复
杂任务时表现出了令人震惊的效率。尽管在论文发
表后，IBM公司的研究人员对马丁尼斯团队的数据提
出了质疑，认为采用先进算法的经典计算机在两天内
就能完成任务，但谷歌的最新研究仍是量子计算领域
的重大进展，也显示了量子计算机的强大潜力。谷歌
的工作引用了我国国防科技大学吴俊杰团队提出的
量子计算模拟的新算法。除了谷歌、IBM等国外企
业，阿里、腾讯等中国科技公司也已布局量子计算，目
标就是造出真正通用的量子计算机。

3.谷歌宣布实现“量子霸权”

谷歌量子计算机。

2019年1月3日，“嫦娥4号”在月球背面
的冯·卡门陨石坑着陆。然后，“玉兔2号”月球
车便与“嫦娥4号”分离，先后前往着陆点南侧
与西北侧的两个探测点，获取了这里的光谱数
据。探月团队分析数据后发现，在上述两处探
测点，橄榄石的占比分别为48%和55%，这是
人类首次在月球找到高橄榄石含量的岩石样
本，这种矿物组成也意味着，它们很可能来自
上月幔。这项发现让人类得以透过月球表面
了解月球深处的物质组成，为完善月球形成与
演化模型提供了有力支撑。2019年 5月 16
日，《自然》杂志发表了来自中国探月团队的重
要论文：“嫦娥4号”在月球背面首次发现月幔
物质。

4.“嫦娥4号”在月球背面首次
发现月幔物质

2019年4月18日，美国耶鲁大学科学家
内纳德·塞斯坦发表论文称，利用全新的体外
灌注系统——BrainEx，他和同事成功让死猪
的大脑恢复了部分细胞功能。在这项研究中，
塞斯坦团队利用特殊的管道，将猪的颈动脉和
BrainEx相连，向猪脑灌注模拟血液。在持续
灌注6小时后，研究人员发现，大脑皮层的细胞
可以维持正常形态，并恢复了部分细胞功能。
尽管在研究中没有检测到意识、感知等高阶大
脑活动，但这项研究仍然令人震撼，这也说明在
适当的情况下，大型哺乳动物的大脑组织可以
在死后维持更长时间并恢复部分功能，这为严
重的大脑创伤治疗提供了新思路。当然，这项
研究也给科学家提出了新的问题：如果能让死
亡的大脑恢复功能，这是否意味着死亡也可以
逆转？我们对死亡的定义也需要修改？

5.死猪大脑恢复部分细胞功能

2019年8月，亚马逊雨林再次发生严重火
灾，让全球震惊的是，这场火灾持续了3周以上
的时间，烧毁森林超过80万公顷。亚马逊雨林
被誉为“地球之肺”，有着极其丰富的生物多样
性，在全球生态系统中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但在南美地区，为了开垦耕地，当地人经常砍伐
森林，然后点燃倒下的树木，把草木灰当作下一
季耕作的肥料。由于这种耕作方式，亚马逊雨
林常年火灾不断，一步步将这座原始森林推向
危险的边缘：如果毁坏面积达到20%至25%，亚
马逊雨林可能就会进入衰退期，引发全球性的
生态灾难。而目前，已经有15%至17%的雨林
被毁，危机已经不远了——亚马逊需要全球的
帮助。

6.亚马逊森林大火

2019年3月6日，《自然》杂志上的一篇论文引起了全球
媒体的关注与报道：一名感染HIV的“伦敦病人”经过干细胞
移植，病情得到了缓解。在停止服用抗HIV药物18个月后，
这位病人体内仍然检测不到HIV，他也有望成为世界上第二
个被治愈的艾滋病患者。在他之前，“柏林病人”经历了大剂
量的放化疗，完成了两次移植后，最终摆脱了艾滋病。但至
今，“柏林病人”的成功一直未被复制，这让研究人员不禁怀疑

“柏林病人”是否具有某种特殊性。而“伦敦病人”让科学家们
看到了希望，尽管目前还不能确定他是否被治愈，但他的出现
让科学家确信，艾滋病被治愈的理论依据是存在的，未来或许
可以利用基因技术或抗体技术治愈艾滋病。

7.世界第二例艾滋病治愈病例有望诞生

2019年7月16日，在一篇发表于《科学·进展》的
论文中，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物理学家保罗-安托万·
莫罗展示了他和同事拍摄到的史上第一张量子纠缠
照片，人类终于亲眼看见这种“幽灵般的超距作用”。如
今的科学界已经普遍接受量子纠缠是存在的，不过始终
没人真正看到量子纠缠。在这项最新研究中，莫罗设计
了一个巧妙的系统，当两个相互纠缠的光子通过分束器
分开之后，会沿着两条光路传播，而A光子被探测器检
测到之后，也会触发另一条光路上的相机进行拍照，
进而可以捕捉到量子纠缠的图像。这项研究以直接
的证据证明了量子纠缠是存在的，并且可能推动量子
计算等新兴领域的发展，催生新型成像技术和设备。

8.人类第一次看见量子纠缠

9.基因研究首次论证现代人类确切起源地

2019年10月28日，澳大利亚科学家瓦妮莎·海斯带领
的研究团队对非洲南部一个部落的1217人进行血液采样，通
过研究一种名为“L0”的线粒体DNA，首次把现代人类的起
源地指向20万年前的马卡迪卡迪湿地。 这是首个论证现代
人类起源确切地点的研究，但也有不少科学家指出，这项研
究的结论有待商榷，因为仅从线粒体DNA这一个层面来确
定现代人的起源地并不是那么可靠，而且此前通过研究Y染
色体，科学家还得出过相反的结论——人类起源于非洲西
部，而不是南部。但不管怎样，海斯团队至少为“我们来自何
处”这一古老谜题提供了重要线索和探索方向，也许未来的
科学家会基于他们的研究找到可靠的答案。

10.马德里气候大会未能取得重要成果

2019年12月15日，马德里气候大会在延时两天之后落
下了帷幕。这届气候大会被称为“史上最长”，直到15日，缔
约各方才通过了《智利-马德里行动时刻》。而在本次气候大
会上备受关注的《巴黎协定》第六条碳市场机制的探讨，各方
未能取得共识，只能留待来年审议。从目前来看，要在2050
年达到碳中和目标，时间已经相当紧迫，而美国在2019年11
月正式启动退出《巴黎协定》的程序，更是给这一目标的达成
蒙上一层阴影。好在马德里气候大会的与会各方在碳市场机
制问题上持积极态度，中国也在持续推动相关各方早日达成
共识。在2020年的气候大会上，我们也许能听到好消息。要
把全球平均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2℃内，只能依靠全球的共同
努力。 （本报综合）

市实验小学高新校区

教学楼已封顶
本报讯 通讯员余茹报道：近日，咸宁市实验小学高新

校区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教学楼、实验楼、综合楼已经封
顶，其余楼栋建设正在顺利推进中。

据了解，咸宁市实验小学高新校区由金润科投有限公司
投资1.2个亿援建捐赠，这在咸宁公益教育史上尚属首次。

学校总占地2.8万㎡，总建筑面积约1.5万㎡，建成后可
提供1800个学位，计划于2020年9月正式开学。

武汉大学向鄂南高中

授牌“优质生源基地”
本报讯 通讯员余茹报道：日前，湖北省鄂南高级中学

举行武汉大学优质生源基地授牌仪式 ，武汉大学副校长、博
士生导师周叶中教授向该校授予“优质生源基地”牌匾并赠
送武汉大学系列丛书。武汉大学本科生院副院长王福，教
授、博士生导师、咸宁招生组组长方志祥参加活动。

市教育局党组成员，鄂南高中校长、党委书记袁慎彬出
席仪式并致欢迎辞。他表示，武汉大学是我国首批“双一流”
（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建校126年来始终站在
学科发展的前沿，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众多栋梁之才。而鄂南
高中建校35年来，也已向武汉大学输送了近千名优秀学子。

他指出，此次武汉大学将鄂南高中确立为优质生源基
地，是对该校办学思想和成绩的充分肯定，更是对学校发展
的激励。鄂南高中将以此次授牌活动为契机，依托武汉大学
优质资源探索联合育人模式，培养出更多的优质创新人才。

周叶中表示，鄂南高中多年来在教育教学、尖子生培养、
人才输送等方面成绩突出，希望更多的鄂南高中优秀学子报
考武汉大学，希望两校能在招生政策、奥赛培优、学生综合发
展等方面紧密合作，实现跨越式发展，为国家的教育事业做
出更大贡献。

授牌仪式后结束后，周叶中在鄂南高中学术报告厅以宪
法为主题作学术报告。鄂高尖子生培养小组全体教师和高
三年级200余名学生聆听讲座。

我市五所学校

上榜全省“团建优品汇”项目
本报讯 记者熊大平、通讯员葛巍、余茹报道：近日,记

者从相关部门获悉，我市5所学校团建项目突出，入选全省
“团建优品汇”项目。

据了解，去年8月以来,团省委部署开展了“团建优品汇”
项目申报工作。经基层申报、各地推荐、审查筛选、综合评
审，确定乡镇(街道)共青团、中学(中职)共青团、非公有制经济
组织共青团、国有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共青团等4类团建优
品汇特色项目共370个。

我市5所学校的团建项目入选全省“团建优品汇”，分别
是崇阳职业技术学校团委《“我与祖国共奋进国旗下的演
讲”特别主题团日活动》、嘉鱼县第一中学团委《五四运动
100周年“青春心向党，建功新时代”文艺汇演》、咸宁高级中
学团委《“新时代新青年新奋斗”演讲比赛等系列活动》、赤
壁市机电信息技术学校团委《“我和国旗合个影,我为祖国
送祝福”活动》、通城县第一中学团委《纪念五四运动100周
年主题团日活动》。

首批中职生专项国家奖学金发放

咸宁财税会计学校4名学子拿奖
本报讯 记者熊大平报道：“感谢老师的培养，我一定不

辜负学校、老师，努力学习，回报社会。”元旦前夕，咸宁财税
会计学校学生刘柱宁拿到了中职在校生国家奖学金，激动之
情溢于言表。这是首批专门向中职学生发放的国家奖学金。

刘柱宁是该校2017级学生，也是我市首批获得国家奖学
金的学生之一。“听到获奖的消息很惊喜，这对我来说也是一
笔大的生活学习补贴，对我的学业更是一种肯定和鼓励。”刘
柱宁进入中职之后，认真学习，勤学苦练，各科成绩名列前
茅，是同学们学习的榜样。有了国家奖学金的鼓励，刘柱宁
表示要更加努力学习，争取继续深造，回报社会。

当天和刘柱宁一同获得国家奖学金的一共有4名同学，
每人获得6000元奖金。大家纷纷表示，国家对中职生的关
爱政策将更加激励他们努力学习，为社会的发展尽自己的绵
薄之力。

该校负责人表示，国家奖学金的申报条件非常苛刻，文
化课成绩、专业技能成绩、综合素质等各方面表现特别突出
的同学才能申请。这是对获奖学生在校期间优异表现的肯
定，学校也将以此次颁发国家奖学金的契机，在全校营造学
比拼的氛围，激励更多的同学努力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