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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市第三小学

积极做好开学准备工作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报道：“校园环境逐日清扫，办公

区域仔细消毒……”23日，咸宁市第三小学后勤工作人员
正深入校园，全方位做好卫生管理工作。

“把疫情作为课程资源，对学生进行健康教育。”教
学负责人介绍，针对前期线上教学效果，该校通过网络
反馈、电话家访等形式进行了效果评估，有效做好线上
线下教学衔接，确保疫情防控期间教学效果。针对线上
网络教学的特点，加大了新冠肺炎等传染病防控的力
度，持续跟踪关注学生健康状况，积极开展病毒防疫相
关专题指导和心理健康教育。

同时，该校严格遵照全市疫情防控要求，继续创新
形式，设计更多疫情背景下的课程和德育活动，保障学
生的全面发展与身心健康愉悦，并在具体实施防疫工作
中及时梳理总结，不断完善疫情防控应急方案，提高疫
情应急处置能力，确保新学期开学工作顺利展开。

教育部启动“一帮一”工作

无锡职院对接咸宁职院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报道：为做好“稳就业”工作，

切实帮扶湖北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创业，教育部近日启
动全国高校与湖北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一帮一”
行动，第一批全国高校与湖北高校“一帮一”行动名单
中，无锡职业技术学院对接咸宁职业技术学院。

咸宁职院相关负责人介绍，帮扶行动时间定为2020
年4月至9月，并将根据疫情防控安排适时调整。目前，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和该院已完成对接工作，正在共商制
订帮扶协议。

“一帮一”行动考虑到学校办学类型、就业工作特点
和受援高校需要。支援高校与受援高校将在充分协商
基础上，明确帮扶工作目标和具体措施，建立起共享就
业岗位信息、共同开拓就业渠道、共同加强就业指导、共
用优质教学资源、共同开展创业实践活动、共同提高就
业管理水平“六共”帮扶机制。

通山县

启动留守儿童关爱工程
本报讯 通讯员张远杰、焦建雄、范放报道：“感谢教

育局、民政局及社会好心阿姨送来救助资金。”4月20日，
通山县通羊镇第四小学学生吉鑫梦流下感激的泪水。

吉鑫梦今年12岁，去年5月她患严重胃糜烂、充血，
在县、市、省各医院往返住院治疗近10个月。在治病药
费困难时，该县教育局、民政局领导及通羊四小学校师
生为她救助、捐款近4万元，解决了她的燃眉之急。

通山县时今很多年轻父母双双外出打工，将孩子交
托给老人或亲戚照管。针对这一情况，县教育局、民政
局组成调查组，到各乡镇学校调查研究，建立镇、村干
部、学校、家庭住址、家长监护人联系卡，分类登记造册，
加强多边管理模式，为留守儿童营造健康成长。

据了解，去年至今，该县为全县留守儿童办好事、实
事34件，为1400余名留守儿童解决生活难、治病难等资
金约160余万元，深受家长赞扬。

咸宁实验外国语学校

开展疫情防控应急演练
本报讯 记者王恬报道：4月14日下午，咸宁实验

外国语学校召开了疫情防控培训会，会后还进行了疫情
防控应急演练。

疫情防控培训会上，学校发布了《疫情防控制度汇
编》，集中通报了学校针对此次疫情所建立的工作方案
和应急预案，以及相关报告制度、晨午检制度、登记与追
踪制度、卫生教育管理制度等。

会后，学校举行了疫情防控应急演练。此次演练由
部分教职工充当“学生”，分七个情境进行日常管理演练
和应急处理演练。演练过程还将拍摄制作成相关视频，
发放给全校师生进行学习。

实验外校通过此次培训会和应急演练，积累了经
验，将进一步优化各个环节的操作性，提升机制运行的
高效性，为确保师生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保障教育教
学工作的有序开展打下坚实基础。

本报讯 通讯员佘亚奇报道：4月16日，市交通运输局、市交
通物流发展局主要负责人前往市交投集团“咸宁市综合物流储运
中心”项目开展调研活动。据介绍，咸宁市综合物流储运中心项
目拟选址咸安区官埠桥镇，建设规模约1080亩，总建筑面积约72
万平方米，总投资约10亿元。主要建设公交首末站、新能源充电
桩、加油站、冷链储运、邮政储运、商旅服务、城市停车场、货运周
转服务、仓储运输。项目建成后，将大大提升咸宁市交通整体服
务能力，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调研中，市交通局负责人就咸宁市综合物流储运中心项目选

址、功能、设施及运营等问题与参会人员进行深入交流讨论，并提
出建设性意见。要求项目对接武汉、依托武汉、融入武汉、服务武
汉；市交投集团要做好与市交通物流发展局沟通协调工作，全力
以赴共同推进咸宁市综合物流储运中心项目落地；做好咸宁市综
合物流储运中心园区内功能规划工作，明确储运中心主营业务及
亮点之处；做好咸宁市综合物流储运中心招商引资工作，要充分
利用储运中心亮点业务吸引优质企业对项目进行投资。市交投
集团负责人表示，将以此次调研活动为契机，加快咸宁市综合物
流储运中心项目早日落地生根，促进集团高质量发展。

◀ 4月 21 日，市交投集团机关党支部召开换

届选举党员大会，选举产生由 5 人组成的新一届

机关支部委员会。新一届机关党支部表示，将恪

尽职守，将支部工作抓出特色、抓出亮点，树好标

杆、做好表率，让组织放心，让广大党员干部满

意。

通讯员 佘亚奇 摄

交投集团筹建综合物流储运中心项目

咸宁交投

咸安区烟草专卖局
疫情防控工作获肯定

本报讯 通讯员饶霞义报道：4月17日，咸安区
烟草专卖局营销部防疫工作得到包保社区温泉街道
办事处学府社区的肯定，并荣获“疫情防控工作先进
单位”称号，9名志愿者获得“先进个人”表彰。

自疫情防控战役打响以来，咸安区局营销部按
照区委区政府和公司党组统一部署，切实担负起疫
情防控政治责任，组建志愿队积极下沉社区，迅速投
身到包保社区疫情防控一线，服从社区安排，同社区
工作人员一起并肩抗疫、共克时艰，守护小区居民身
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为疫情防控工作贡献一份力
量。据悉，志愿队在包保社区共值守61天，累计参
加社区防疫工作人员300余人次，开展入户摸底排
查6次，排查人数2100余人次。

下一步，咸安区局营销部将继续以严的管理措
施保障疫情防控和企业发展各项工作落细落实，以
强的担当精神和实际行动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为推
动咸安烟草高质量发展再鼓干劲、再立新功。

金叶风金叶风
咸宁市烟草专卖局主办

通城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的有关规定，经通城县人民政府批
准,受通城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托，通城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联合湖北德润古
今拍卖有限公司以公开挂牌方式出让G（2020）001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地块简介

二、竞买人资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

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参加竞买（法律法
规限制的除外），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
也可以联合申请，竞买人参加竞买须提
出竞买申请，并提供《挂牌出让须知》中
要求提供的相应文件资料。

三、通城县G（2020）001号地块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价高
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
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
2020 年 4 月 24 日至 2020 年 5 月 22
日，到通城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或湖北
德润古今拍卖有限公司获取挂牌出让
文件。

五、申请人可于2020年4月24日
至2020年5月22日下午16时，到通城
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或湖北德润古今
拍卖有限公司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
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0年5月22
日下午16时（以到帐时间为准）。

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
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湖北德润古今
拍卖有限公司将在2020年5月22日
下午17时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通城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和湖
北德润古今拍卖有限公司对本次通城
县G（2020）001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挂牌出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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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本次通城县G（2020）001号地
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地点为通
城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五楼开标厅，通
城县G（2020）001号地块的挂牌时间
为2020年5月14日上午8时30分至
2020年5月25日上午10时整，揭牌时
间为2020年5月25日上午10时整。

八、联系方式：
（一）通城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联 系 人：胡先生
联系地址：通城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联系电话：0715--4818356
（二）湖北德润古今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经理
联系电话：027-82798836

15727151166
地址：武汉市江岸区沿江大道159

号时代广场1座26楼
（三）竞买保证金的指定银行账户
户名：通城县财政局非税收入汇缴

结算户
账号：82010000000151536
开 户 行：通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银山支行
行号：402536402534

通城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通城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0年4月24日

地块
编号

G（2020)
001号

地块
位置

通城县
麦市镇
陈塅村

土地面积
（㎡）
1941.5

（2.91亩）

土地
用途

批发
零售
用地

使用
年限

40年

容积
率

≤1.0

建筑
密度

≤35%

绿地
率

≥20%

起始价
（万元）

137

竞买保证
金（万元）

69

谷雨刚过，气象学意义上的春天

还在中途。“春雨贵如油”，虽然夸张也

的确说明了春雨对人们生产生活的重

要性。我们对自己家乡的春雨都很熟

悉，那么全国各地的春雨都有什么特

点呢？中国天气网研究了1981年至

2010年这30年间我国春季（3月至5

月）降雨的大数据，发现各地春雨可谓

“性格迥异”。

同样是春雨 “性格”各不同

“善变”的江南春雨

江南的春雨有些“善变”，既有温柔的
一面，也有猛烈的一面，其中不乏短时强
降雨、雷暴等强对流天气。

“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
风。”——《绝句·古木阴中系短篷》（宋·志
南）

一提起江南的春雨，相信很多人脑
海里浮现的都是这样的画面——杏花微
雨、烟雨蒙蒙。但仔细研究过气象数据之
后我们发现，江南的春雨并不只有“温柔”
的一面。

“欲布如膏势，先闻动地雷。云龙相
得起，风电一时来。”——《春雨》（唐·齐
己）

这首诗将江南春雨猛烈的另一面表
现得淋漓尽致。每年3月至4月，冷空气
势力减弱，很难再翻越南岭和武夷山。于
是，江南地区就成为了冷空气和暖湿气流

“交战”的主战场，容易出现连绵的阴雨，
其中也不乏短时强降雨、雷暴等强对流天
气。

从我国省会级城市3月平均降水量
排行来看，排在第一位的是地处江南的南
昌。177.6毫米的降水量要明显高于广
州、南宁、海口等华南地区城市。从3月
平均雷暴日数来看，江南城市依然占上
风，南昌和长沙均为5.7天，排在并列第一
位。

“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北方春雨

北方的春雨“千呼万唤始出来”，而且
不论雨量还是雨日，和南方相比均明显偏
少。

“春雨贵如油，下得满街流。”——《春
雨》（明·解缙）

明朝解缙幼时随口而出的一句诗，成
为了北方春雨最好的注脚。北方春雨为
何如此珍贵？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少。从我国省会级城市的春季平均降水
量排行来看，排在后半部分的几乎清一色
的都是北方城市。

以北京为例，北京春季平均降水量只
有71.2毫米，比全国省会级城市的降水量
第一名——南昌少了 540 多毫米。从
1981-2010年逐年的数据来看，1990年
春季平均降水量最多，达到218.3毫米；
最少的是1996年的春季，仅有19毫米。
北京的春雨以小雨为主，大雨以上的降雨
非常罕见。

为什么北京春雨如此稀少？这是因
为，春季北京依然多受相对干冷的西北风
控制，南部的暖湿气流北上相对还比较
难。很多时候，北京春季降雨的水汽还是
靠冷空气入海后回流带来，但这种水汽并
非每次冷空气都会带来，即使能带来，往
往也比较有限。而北京真正开启雨季，还
需要等到7月下旬，届时伴随着副热带高

压主体北跳，南部源源不断的暖湿气流才
会顺其外围北上到达华北一带，带来丰沛
的雨水。

和北京一样，北方多地的春季雨水
普遍少于南方。此时正是北方越冬作
物开始返青、春耕春播工作陆续开始的
重要农时，对水的需求量非常大，贵如
油的春雨可以很好地滋润北方土地和
作物。

华南春雨有点儿“暴力”

华南的春雨从4月开始发力，雨势
强、雨量大，有点儿“暴力”，强势开启华南
前汛期。

“炎国逢花早，春船载雨过。”——《客
居岭南》（宋·张子龙）

每年3月初，华南地区雨水开始增
多，进入春雨期，到了4月至5月，会出现
一个爆发性的增长。到了5月，广州的月
平均降水量能达到285.6毫米，是3月的
三倍多，同时也一跃成为我国省会级城市
月平均降水量的第一名。除了总雨量大
之外，广州降雨强度也明显变强，大雨以
上的降雨日数平均能达到5天，同样排在
了所有省会级城市的首位。

华南地区4月至5月的降雨是西南
季风、东南季风爆发的产物，雨量大、雨
势强、强对流频发，有点儿“暴力”。令
人“闻之色变”的华南前汛期，也往往由
此拉开序幕。5月中旬前，强降雨带位
于华南北部，这主要是北方冷空气南下
形成的锋面降水。5月中旬后，受东亚
季风影响，大雨带移至华南沿海，降水
量增大，雨水主要降落在冷锋前部的暖
区中。

从气候平均来看，华南前汛期的开
始时间为4月6日，但年际波动较大。最
早的开始时间为3月1日（1983年），最晚
的为6月1日（1963年）。

最温柔的春雨在西南

西南的春雨最温柔，成都几乎九
成以上的春雨都是小雨。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
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春夜喜
雨》（唐·杜甫）

公元761年的春天，已经在成都草
堂定居两年的杜甫写下了这首流传
千古的《春夜喜雨》。西南地区的春
雨，降雨日数多，总雨量却不大。重
庆、贵阳、成都三个城市的春季平均
降雨日数都在 12天以上，能够排到
所有省会级城市的前十名。但是在
这些降雨日数里，七成以上是小雨，
成都的小雨日数更是占到了将近九
成，远远高于江南和华南地区。细雨
霏霏，润物无声。原来，最温柔的春
雨竟是在这里。

除了温柔，西南地区的春雨还有
一个“浪漫”的特点，那就是多夜雨。
根据气象观测统计，四川、重庆以及贵
州部分地区一年四季都是夜雨频繁，
且夜雨率最高的是春季。以重庆的北
碚为例，当地平均一年中夜雨占全年
降雨次数的比例为61％，但是在春季，
夜雨的比例能够达到70%。

四川盆地多夜雨的原因，主要是
由于盆地内空气潮湿，天空多云。云
层遮挡了部分太阳辐射，白天云下气
温不容易升高，也就不容易导致对流
的发展。夜间云层上层由于辐射散
热，温度降低很快，就形成了上冷下
暖的显著温差。于是上下空气就发
生对流、翻腾，使云层发展，出现降雨
现象。此外，特殊的地形也是四川盆
地多夜雨的原因之一。在春季，冷暖
空气交锋最为频繁，所以夜雨也就最
多。

北方“灵动”的春日飞雪

除了春雨，北方不少地方也会降
下春雪，和春雨相比，春雪出现的概率
会更低一些。

“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
花。”——《春雪》（唐·韩愈）

在一千两百多年前的古都长安，
韩愈用这两句诗把初春的雪花幻化成
了一片春色，也赋予了春雪更多的灵
性。

春季冷空气活动依然频繁，乍暖
还寒。当冷空气来袭，气温下降到0℃
左右且水汽又相对充足的情况下，春
雨就会变成春雪，洋洋洒洒飘落人
间。冬雪常见，春雪难得。和冬雪相
比，春雪多了几分色彩，也多了几分灵
动。在我国纬度相对较高的西北和东
北地区，见到春雪的概率会更大。乌
鲁木齐和西宁的春季平均降雪日数最
多，能达到近14天。

北京春季常年平均（1981-2010
年）的终雪日期是3月12日，想要看到
春雪需要些运气。21世纪以来，北京
共有 12个年份出现过春雪，其中在
2018年4月4日至5日，还曾经出现过
一场纷纷扬扬的清明雪，上演了春雪
压桃花的美景。

（本报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