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欢迎再来咸宁做客，更希望你们能
来温泉中学给同学们讲讲你们的故事！”3
月3日下午，李育军带着一份特殊的礼物
来到了楚天瑶池酒店看望云南援咸医护
人员，为他们送上60份由该校师生精心制
作的小礼物。

2月29日，温泉中学学校通过钉钉直
播、腾讯会议平台、微信群、QQ群等各类
网络平台开展“礼赞·感恩云南逆行者”线

上主题班会。班会上，云南医疗队队员们
的意志、无私奉献的精神深深鼓舞着师生
们，师生们也萌发了要做点什么来表达感
恩之心的念头，在老师的指导下，600余件
别出心裁的公益小礼品纷纷出炉。学校
从中选取、收集60多件实物作品，一一包
装。

2019级（15）班丁稞兆萌同学送上了
自己和妈妈一起做的手工山茶花；学校美

术组老师杨征利用梅、兰、竹、菊手绘书签；
编程老师魏琴和3位学生，设计编程了一套
机器人表演中国功夫节目……师生们自
导、自演、自创、自制的礼物，让云南援咸医
疗队员们眼花缭乱，赞不绝口。

“来到咸宁，暖心的事情每天都在发
生，看到同学们的鼓励和爱心，我们更有
信心打赢这场阻击战。”接过温中学生亲
手制作的“鲜花”，来自云南第三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的杨鸿霜激动地说。
听说有学生坚持绘画到凌晨，医疗队

员吕国润表示，希望同学们在疫期保持身
体健康，全体医护人员一定会坚守岗位，
做好救治工作，不辜负师生们的一片深情
厚谊。

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杨鸿霜
说：“非常感谢温泉中学师生们对我们的关心
和爱戴，我们会竭尽全力控制疫情。”

“上午9时在家里做课间操，下午跟着
爷爷学了半个多小时的太极，晚上我跟妈
妈学着做包子……”疫情期间，除了上文化
课，温泉中学八年级的学生章明还学会了
很多生活技能。

这些都源于该校给孩子们设计的一张
特制课程表。

疫情期间，该校响应“停课不停学”的
号召，迅速建立家校督促机制，率先开通
了医务人员子女学习义务辅导课程，随
后，九年级、八年级、七年级的在线辅导学
习也正式启动。各班科任教师采用电子
课本和微视频、推送导学案、网上提交作

业、在线答疑等方式对孩子进行在线教
学。而许多家长流露出了隐忧：长期线上
学习导致孩子用眼过度怎么办？针对家
长们提出的问题，学校对课表进行了调
整。

学校通过缩短课时、增大休息间隔、做
视力保健操、跆拳道操、广播体操等方式来
保护视力，增强体魄，保障学生身心健康。
一张特别的课程表就此诞生。

在八年级的课表中，记者看到，除了常
规的学科学习外，还增加了“收看新闻联
播”“家庭义务”“周末活动实践”等形式多
样的作业，并且硬性要求学生必须在下午

四点半将手机上交给家人保管。在这张特
别的课程表的引导下，同学们开始了“花式
居家隔离”。除了常规的阅读、练字外，孩
子们洗碗、拖地、叠衣服，成了家务小能手；
做操、跳绳、打太极，变成运动小健将；弹
琴、吹笛、学歌曲，则变身小小音乐家。在

“炒菜做饭”这项作业里，许多孩子表现积
极。在家长和“云课堂”的指导教学下，孩
子们完成了一盘盘色香味俱全的菜肴、一
个个造型特别的面点，一锅锅香气浓郁的
羹汤。

不少家长感慨，“拿起菜刀和锅铲后，
孩子俨然变身家里的小厨师。”“看着孩子

那专注认真不服输的劲儿，心里也是倍感
欣慰。”

“线上教学实不实，关键得看孩子接受
得好不好？‘手工实践’是八年级学生按照
课程表宅家学习期间的必做作业。”副校长
雷宗刚说，疫情期间，该校176名老师通过
视频、语音等形式在线辅导学生学习和作
业，增加了疫情防控、心理健康及安全教育
讲座、学法指导讲座和阅读作文教学指导
等，部分教师还组建了“QQ直播试验群”，
探索优化新的教学模式。希望孩子们不仅
能通过线上课堂温习课本知识，还能学到
有用的生活知识。

创新教学方式温暖学生

特殊礼物温暖云南勇士

3月16日，走进市温泉中学。校内绿
植萦绕，干净整洁，门口3位志愿者对进出
人员进行登记，虽然还没接到教育部门开
学的通知，但已陆续有家长戴着口罩在门
口为自家孩子领书。

大年初一开始，为保证温泉中学校内
居住的58户近200人的安全，该校校长李
育军第一时间在老师群里招募志愿者，建
立了24小时的值守机制，为方便隔离管

理，学校实行封闭式管理，只留有东门一个
进出口。

“虽然我们已经连着 23天为零了，
但疫情仍不容忽视，能不出门就不出
门，实在要出去，做好登记，也要记得做
好防护……”在学校门口不远处，李育
军正对一位准备出门采购的老师耐心
解释着。

“越是危险，党员都越要靠前站。”疫情

当前，拥有34年党龄的校安办主任王刚
富，办公室副主任秦俊伟，没有休息过一
天，物资搬运、小区值守、采购跑腿、深夜排
查，大家都带头干。

“拿起书本，我们是老师，背起米袋子，
搬起消毒液，我们也不含糊。”老师们笑着
说。

在疫情防控的紧要关头，温泉中学除
了校内安全，还包保了两个疫情执勤点：希

望桥纺织协会小区和温泉中学家属区。
纺织协会小区位于希望桥十字路口旁

边，是一个老旧小区，人员结构复杂，值守
的是该校文科支部11名党员。刚刚通知
值守任务时，7名女党员克服家庭困难提
前半小时，到达防控值守点。

抗疫一线，勇挑责任，紧急时刻，方显
担当。疫情期间，该校有25名老师坚守在
抗疫一线。

下沉社区值守温暖居民

7版
专刊中心主办 责任编辑：焦姣

电话：0715－8128771

2020年3月20日 星期五

E-mail:xnsy1972@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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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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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湖北省咸宁市人民政府批准，湖
北省咸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定于2020年3月20日至2020年4月20日，在湖北省咸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网上交易系统公开挂牌出让咸土网挂G﹝2020﹞011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并授权咸宁市土地交易管理办公室具体承办，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地块简介（宗地的四至见挂牌宗地图）

二、竞买人资格及其他要求
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

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
规等另有规定外，均可通过网上注册
参加报价竞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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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土网挂G﹝2020﹞011号地
块竞得人须严格执行国家产业政策、
环保法规和投资强度。受让宗地范
围内用于企业内部行政办公及生活
服务设施的占地面积不得超过受让
宗地面积的7%。

3、在咸宁市范围内存在欠缴土
地出让金未及时缴纳的、有闲置土地
及其他违法用地未及时纠正的、被省
厅和市政府相关部门列入联合惩戒
黑名单的自然人、法人和组织不得参
加本次咸土网挂G﹝2020﹞011号地
块竞买。申请人在申购土地前须到
咸宁市土地管理办公室查询拟申购
信息主体的信用信息情况。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
上挂牌不设底价，按价高者得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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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交易系统
操作说明》和《咸宁市国有建设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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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 上 交 易 系 统（http://
219.139.108.3/GTJY_HBXN/#） 查
询。申请人可于2020年3月20日至
2019年4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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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网上挂牌缴纳保证金截
止时间为2020年4月17日下午16
时，网上报价时间为2020年4月10
日上午8时到2020年4月20日上午

11时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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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咸宁市土地交易管
理办公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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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勘
现场。

八、如果在使用湖北省咸宁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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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交易业务及网上技术咨询
电话:陈先生 0715-8126510

刘女士 0715-8126565
地址：咸宁市温泉双鹤路18号

市政务服务中心A307、309室
数字证书办理及咨询电话：周女

士 15971562219
地址：湖北省咸宁市温泉咸宁大

道国际大厦A座15层
咸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日

咸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咸土网挂G﹝2020﹞011号

地块编号

宗地位置

土地面积（㎡）

主要
规划
指标

规划用途

行业分类

投资强度（万元/公顷）

出让年限

履约保证金（万元）

竞买备用金（含保证金）

挂牌起始价（万元）

容积率

建筑系数

建筑层数

建筑高度

绿地率

咸土网挂G﹝2020﹞011号

咸宁高新区三期横二路与西园十一路
交叉口东北侧

66673.21（100.01亩）

≥1.0
≥40%
≤6层
≤20米
≤15%

工业用地

电子和电工机械专用设备制造业

≥4500
50年

168

不少于418万元的银行资信证明

836

特殊的疫情 特别的温暖
——来自温泉中学抗击疫情的报道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朱亚平 通讯员 傅祖斌

咸宁市温泉中学教师在疫情防控中，社区值守，温暖小区居民；制作礼物，温

暖医护人员；创新教学，温暖广大学生。“疫”样的防控，不一样的温情。

初春乍寒，疫情挡不住决战中考的脚
步，病毒拦不了百日冲刺的激情。11日，在
冲刺中考100天倒计时，咸宁实验外国语
学校在网络上举行了一场别样的中考“百
日誓师”活动，以独特的方式，擂响了中考
冲刺的战鼓。

受疫情影响，咸宁市教育局要求从2
月3日开始，全市中小学按照教学计划，开
展在线课程教学。咸宁实验外国语学校接
到通知后，立即行动，于1月31日在网络上
开展“停课不停学”直播教学。

“901班方烨、902班黄恩熙、903班黄
子轩、904班聂妍、905班……”直播间里，
班主任带领同学们回顾总结班级的学习情
况，各班表彰了假期优秀作业、勤学好问、
认真听课等学习积极分子以及在个人防疫

等方面表现优秀的学生。班主任期待同学
们学习榜样，成为榜样，抓紧剩下的时间，
用激情点燃梦想，用自律成就未来。

电脑屏幕上，不停地播放着一份份严
谨的时间作息表，一项项清晰的学习目标，
一颗颗收获的学习果实，这些都来自多位
优秀同学分享的居家学习心得体会。

903班的黄子轩同学更是结合自己的
亲身经历，激励同学们：100天虽短，但只
要有决心，照样可以突飞猛进，疫情虽可
怕，终究是能够战胜的，特殊时期特殊经
历，中考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我们必定能
够笑到最后！

909班江子健同学的妈妈联合奋战在
抗击新冠肺炎一线的九年级家长朋友们为
孩子们送上祝福。

她说：“每一个孩子都是了不起的存
在，此刻你们正在一步一个脚印，书写自
己的人生路，跨过坎坷书山，渡过茫茫学
海，你们始终没有放弃，一直在奋力追
梦。而今，距中考不过百日，希望同学们
继续用热情去学，不忘父母期盼；用激情
去拼，不负恩师厚望；用豪情去搏，不弃青
春理想。”

九年级教师代表乐晓帅老师用历史经
验给学子们打气：“我们当前都在经历一场
没有硝烟的战役，回想到80多年前抗日战
争的战火纷飞，03年非典的白色恐慌，08
年汶川地震的山河破碎，越是这样的危难
时刻，作为学生的我们唯有学习强国，才能
承担起对家国的责任！疫情，我们能够战
胜，中考这座高峰，我们也必能攀越！”

直播间里，誓师动员活动的高潮一个
接着一个，学生们充满斗志，老师们情绪激
昂。

咸宁实验外国语学校副校长葛建新携
各科老师向九年级学子们送上最真切的鼓
励，期待孩子们能在这关键的百日展现奋
斗的青春姿态。

咸宁实验外国语学校校长甘老久寄语
学生：希望同学们能够抓紧最后的时光，努
力做到“弯道超车”，为美好的未来打下一
个良好的基础。

“我要用智慧追求梦想，我要用汗水浇
铸希望……”最后，云上动员大会在学子们
的朗朗宣誓声中落下帷幕，响亮的口号、铿
锵的誓言响彻在直播间，表达了同学们奋
战百日，决胜中考，梦圆六月的决心。

云上的誓师
——咸宁实验外国语学校中考“百日誓师”活动侧记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市特殊教育学校

录制疫情防控手语视频
本报讯 记者焦姣、通讯员鲁志明报道：近日，

市特殊教育学校七八年级线上学习群里，几个特殊
的视频引来了孩子们的阵阵欢呼，仔细一看，都是孩
子们自己录制的关于疫情防控的手语视频。

“手语可是孩子们的强项。”七八年级听障班老
师雷会星表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爆发
之后,网络上经常能看见有为湖北加油，为武汉加油
的手语视频，可很多视频中的手语并不专业，也存在
许多错误。遂利用线上教学的机会，让孩子们在家
录制了一段段关于疫情防控的手语视频。

市特殊教育学校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了响应教
育部门停课不停学的号召，对于不同的孩子，学校和
老师精心制定适合他们身心特点的“学习菜单”，有
手语版疫情知识，手语歌，手语舞蹈,有疫情宣传,有
文化课学习,有爱国情怀的教育等，每天为同学们选
择不同的学习内容进行线上学习。

“全国的白衣天使和奋斗在一线的工作人员，向
你们致敬，你们辛苦了！送给你小心心，送你花一
朵，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谢谢你，
感谢有你，世界更美丽；我要谢谢你，因为有你，爱常
在心底；谢谢你，感谢有你，把幸福传递；谢谢你，感
谢有你……”

3月18日，《学习强国》上的一段手语视频，引起
市民的广泛关注。

这段视频来自于市实验小学四年级一群小学
生。整齐划一的动作，富有韵律的节奏，发自内心的
情感……他们用手语向广大一线医护人员交出了一
份特殊的作业——《听我说谢谢你》。

视频中，实验小学的孩子们，有的和父母一起，
有的独自一人，面对镜头，伴随着动听的歌声，紧张
又认真地做着手语动作，以此来表达对所有白衣天
使和奋斗在抗疫一线的工作人员的感谢！

这份作业的“出炉”，背后有着一段感人的爱心
故事。

3月17日，在持续24天零增长后，咸宁迎来一
重磅消息：最后一位新冠肺炎患者出院了。

伴随着这个好消息，市实验小学405班的孩子
们，怀揣着一颗感恩的心，专门录制了手语视频《听
我说谢谢你》。

“这对孩子是一次感恩教育。”市实验小学相关
负责人表示，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与每个人的生活息
息相关，影响到了每一个人的生活，为此，无数人奔
扑在抗疫一线，为打赢这场战斗而努力拼搏。志愿
者的脚步，逆行的身影，震惊世界的中国速度，一次
又一次震撼着孩子们的心灵。通过电视、网络、作
业、家长的交流，孩子们不仅学会了防疫知识，也被
医护人员、警察、志愿者、捐赠者的行动深深地感动
着。虽然中国经历了一场巨大的危机，却成了孩子
们一次养成教育的重要契机，虽然孩子们闭门不能
出户，但收获的课外知识远比在学校学习的还要
多。对于孩子们都是一次心灵和思想的洗礼。“正是
孩子们懂得感恩，才能交出这么好的作业。”

不仅是这一次，在此之前实验小孩的孩子们也
多次行动：有的画出对一线医护人员的祝福；有的制
作了感恩的手工卡片；有的录下了感恩的小视频；有
的编写了对抗疫情的小故事；有的捐出自己存了许
久的压岁钱、零花钱……每个孩子，都在用自己的方
式，述说和表达着对所有奋战一线的医护人员的感
谢。

“这场疫情中，我爸爸工作的医院成了新型冠状
病毒定点医院。在爸爸‘逆行’的身影下，我才知道
原来有这么多勇敢的人。感谢他们，他们的精神值
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我也要做一个勇敢的人，对社
会有用的人。”408班的石念瑾同学说。

据了解，在疫情防控期间，该校每个班级都布置
了特色作业，如跳绳600个、自创新年祝福语、对联；
观看防疫视频、做手抄报；看新闻写报道，选择自己
喜欢的新闻说给家长听；观看汉字的演变分享给家
长；宅家护绿、种下希望等。

市实验小学

手语视频登陆学习强国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焦姣 通讯员 郎嘉娜 汪涵

我司承建的三湖连江沿湖景观工程已竣工验收，已于
2018年12月15日退场。请与该工程有债务关系的所有单位
及个人于2020年05月20日前向我司申报，逾期不主动联系、
不申报的，本公司将概不负责。

联系电话：0791-83805060
公司地址：南昌市红谷滩碟子湖大道时间广场A座15楼
注：原江西昌宏园林建设有限公司现变更为昌宏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
昌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20年3月18日

公

告

湖 北 庆 峰 纺 织 有 限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21200582496535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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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万元减至人民币5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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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庆峰纺织有限公司

2020年3月20日

减资公告

咸宁市丰达铸造有限公司遗失行政公章一枚，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21202MA4888CB3B，特声明作废。

遗失
声明

科教观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