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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焦姣、通讯员傅祖斌
报道：6 月 28 日，全市初中非毕业班
70511名学生迎来本学期开学第一天，
至此，全市124所初中学校已安全顺利
地完成了所有学生的开学复课工作。

当日上午6时50分左右，温泉中学

已经热闹起来，从各地赶来的初一初二
学生陆续到达，正排队进入待检区，大家
都戴着口罩，保持1米以上的间距。在
学校工作人员组织下，实行错时错峰、分
班分流，依次从专用通道进入，校门口的
值班老师细心为学生做好行李消毒、体

温检测，做好登记。
“为保障校园安全，学校实行封闭式

管理，家长及汽车一律不能进入校园。”
校门口工作人员介绍，为此，学校安排了
6名跟班教师用私家车专门帮学生运送
行李。进入校园，学生按有无行李分组，
按照不同路线进入宿舍楼或教学楼。

报到结束后，各班举行了“开学第一
课”主题班会，组织学生学习疫情防控知
识以及防溺水安全教育，提高防控意识
和防控能力，激励学生们在做好安全防
护的同时扎实复课。课堂上，各班主任
结合全国抗疫的形势，通过播放视频、给
学生讲故事等方式再现了医护人员等逆
行者们在“战疫”第一线的英雄壮举，重
温“战疫”后方为保民生无私奉献的充满
温情的精彩瞬间。并根据当前高温天气
特点，进行了防溺水、防剧烈运动等安全
教育。

此外，为落实校园疫情防控，减少交
叉感染风险，该校特意制定了学生活动
区域图，按年级划分不同学生的活动区
域；对于初一年级的学生，要求每个班不
超过55人，严格控制班级人数；教学楼
每层都设立了楼层管理人员及文明礼仪
岗，对有聚集性的学生进行劝导；并严格

落实“晨午检”“零报制”“日报制”，为师
生安全保驾护航。“主要是为了提升安全
性，减少人员聚集的风险，目前从九年级
学生的复学情况来看，没有什么突发情
况，一切有序良好。”温泉中学副校长雷
宗刚介绍。

与此同时，为保障学生返校后用餐
安全，学校实行错峰就餐制度，将每日定
时对就餐区域实施消毒，学生就餐前将
由带餐老师带领依次列队走到食堂，在
洗手区每隔一米进行排队，按照“七步洗
手法”科学洗手，所有进入餐厅的师生需
经过消毒地毯进行足底消毒后方能进入
餐厅。倡导学生进餐时不要交流，分散
就坐，实施“交叉”就座，确保单人单座，
同向就餐，尽量缩短就餐时间，防止扎堆
就餐、面对面就餐。

据了解，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防范
和控制疫情在学校发生，开学前，该校已
做好师生摸排、健全完善工作方案和应
急预案、人员调配、物资储备、隔离室准
备、校园封闭管理等准备工作，并对七、
八年级的教室及公共区域进行了彻底
消毒，还开展了从常规操作到应急处
置的全程演练，确保开学工作安全、平
稳、有序。

我们回来啦
——温泉中学七、八年级复学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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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麻塘风湿病医院
咸宁麻塘中医医院 主讲

盛夏酷暑，人易感到困倦、气短、失眠、烦躁、闷热不安——

须养心为先 饮食宜清淡

张仕玉，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
毕业，咸宁麻塘中医医院(咸宁麻塘风
湿病医院)病区主任

咸宁的夏季是非常炎热的，此时的
气候特点是燥热、湿热太过。盛夏酷暑
蒸灼，人易感到困倦、气短、失眠、烦躁、
闷热不安。为了应对炎热的气候，我们
首先要使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神清气
和，避免发怒、急躁，以防心火、肝火过
盛。夏季养生必须注重精神调养，保持
愉快而稳定的情绪，切忌大悲大喜大怒，

以免以热助热，火上加油，心静人自凉。
夏季白天长，夜晚短，气温高。人

体与自然是一个整体，所以人体的阴阳
变化会与冬季、春季不同，我们要适应
自然界的变化。那么应怎样进行自我
调节呢?中医认为应“夜卧早起，无厌于
日，使志无怒，使华英成秀，使气得泄，
若所爱在外，此夏气之应，养长之道
也。”其意思是说，合理休息，早些起床，
适当外出活动，不要过于贪凉饮冷，顺
应阳气的充盛。心情平和，避免心情烦
躁，滥发脾气。同时，心理的喜怒哀乐
都要适当地表达出来，不要抑制在心
里。

总之，夏季里调养情志很重要，养
“心”为上，养“心”为先。心为五脏六腑
之大主，“一份愉快的心情胜过十剂良
药”。同时还要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劳
逸适度，身心共养。

夏季饮食宜清淡、易于消化，少吃
油炸、烧烤、油腻、辛辣的食物。清淡饮
食有助于清热、防暑、敛汗、补液，还能

增进食欲。冷饮、雪糕等寒凉食物要适
度，一次性吃得太多会损伤消化系统，
削弱人体阳气，特别是晚上不能过度饮
冷食冷，防止出现腹泻、感冒、风湿病。
多吃新鲜蔬菜瓜果，既可满足所需营
养，又可预防暑热生疮、失眠。还可适
当饮些清凉饮料，如广东凉茶、酸梅汤、
菊花茶等。天热出汗多，消化液分泌减
少，食欲下降，可用各种营养保健粥来
开胃，并调理身体。如早、晚进餐时食
八宝粥、绿豆莲子红枣粥，午餐时喝瘦
肉冬瓜汤、瘦肉海带汤，这样既能生津
止渴、清凉解暑，又能开胃、补充营养。

以下四种夏日常见瓜果大家可以
适当食用。

西瓜：味甘，性寒凉，可以清热解
暑、除烦止渴、利尿。适用于热盛伤津、
暑热烦渴导致的口干舌燥、咽喉肿痛 、
心慌气短、烦热失眠、小便黄、口舌疼痛
等症。富含电解质，是大汗淋漓后的滋
补品，既可生食，又可熟食。但血糖高、
尿酸高、脾胃虚寒腹泻的人不宜食用。

黄瓜：含水量约为97%，是生津解
渴的佳品。鲜黄瓜有清热解毒、利尿通
便的功效，对口干舌燥、咽喉肿痛 、烦
热失眠、小便黄、口舌疼痛等燥热症有
明显效果，夏季便秘者宜多吃。脾胃虚
寒、腹胀腹泻的人不宜食用。血糖高、
尿酸高、肥胖、血脂高的人都可食用，凉
拌、炒、煮、榨汁均可。

苦瓜：味甘苦性寒，能清火、清心明
目，口干舌燥、咽喉肿痛 、烦热失眠、大
便干结的人可以多吃些。血糖高、尿酸
高、肥胖、血脂高的人都可食用。

冬瓜：味淡性寒，能清热利尿、除烦
解暑、解热毒，血糖高、尿酸高、肥胖、血
脂高的人都可食用。

本报讯 通讯员何浩、周象
明报道：为了维护好赤壁形象，
打造宜居赤壁，蒲圻办事处抓好
重点部位、重要地段的环境整治
工作。

在没有实现“无缝对接，无
间隙管理”前，107国道、旅游快
速通道两旁，乡村客车、来往车辆
上的乘客有随意丢弃垃圾的现
象，极大地影响了赤壁旅游快速通
道沿线、107国道两旁的景观。

蒲圻办事处发现问题后，拿
出20余万元，聘请了11名常态
保洁员，进行“无缝对接，无间
隙”管理，同时，处村两级加强监
督管理，不定期查考核，发现问
题，即查即改。通过环境综合整
治后，确保了快速通道路两旁无
白色生活垃圾、107国道两旁环

境亮丽干净。
原陶瓷厂棚改拆迁后，留下

200余亩空地，未作规划建设前，
附近居民图方便、图省事，将生
活建筑垃圾无序倾倒在空地的
边缘或者偏僻处。蒲圻办事处
通过现场勘察，迅速做出处理。
6月上旬，天气炎热，社区工作人
员指挥挖机、铲车、运输车辆清
理清运垃圾。经过3天时间，共
清理生活、建筑垃圾200余车，从
而彻底清除了拆迁空地周边的
生活建筑垃圾，还拆迁场地一片
洁净亮丽。

此次针对重点地段进行，重
点整治，为整治常态化打下坚实
基础。该处的环境整治工作进入
平常百姓的意识中，营造出“人人
爱护环境，保护环境”的氛围。

蒲圻办事处加大环境整治力度

鄂南高中

全力推进智慧校园建设

本报讯 记者焦姣、通讯员王德三、黄紫薇报道：“数码
显微镜、卫星模型、智能机器人、3D打印……”近日，记者走进
鄂南高中，各种高科技设备让人目不暇接。据悉，经过1年多
的精心设计和建设，鄂南高中数字化实验室和心理健康辅导
中心正式投入使用。

据了解，该校新建成的数字化实验室，设备先进，功能齐
全，包括数字化化学实验室、数字化生物试验室、数字化物理
（奥赛）实验室、地理空间实验室、创客实验室、航天科技实验
室等，有利于全面提升学生的现代化、科技化、创新化的科学
素质，让学生在知识、品质、能力、个性等方面得到和谐、全
面、可持续地发展。

心理健康辅导中心是目前我市中小学首家设施高端、功
能齐全的心理健康辅导中心，也将成为我市未成年人课外心
理健康辅导中心。中心共设有10个功能区，占地面积约430
平米。目前拥有一名专职和两名兼职心理辅导老师。中心
的建成将为该校师生及全市青少年提供高质量、全方位的心
理健康服务。

该校相关负责人介绍，数字化实验室和心理辅导中心的
建成是大力改善教育教学设施的一个缩影。目前，该校正在
全力推进智慧校园建设，提高现代教育技术应用能力，运用
现代教育技术优化教学过程，促进信息现代化与教育教学的
深度融合。

咸宁职业技术学院学子

全市“军创杯”大赛中获奖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通讯员张义军报道：近日，我市首

届“军创杯”退役军人创新创业大赛颁奖典礼在市退役军人
事务局举行，咸宁职业技术学院健康管理学院安全防范技术
专业2019级学生（退役军人）梅兴南的参赛项目《雏鹰行动军
事特训营》在最后的决赛中荣获一等奖。

据介绍，本届军创大赛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旨在
激发退役军人双创热情，展示退役军人双创风采，在全社会
树立并强化退役军人人才观，营造支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
良好氛围。大赛分网上报名、初审、决赛三个阶段进行。自5
月份启动以来，共收到参赛项目36个，涉及新兴产业、传统产
业、生活服务业和现代农业等众多领域。

该校自活动开展以来，认真备赛，最终以梅兴南的项目
为重点推荐对象，学校导师全程予以精心指导，一路过关斩
将，向评委会展示该项目的独特优势及核心竞争力，生动诠
释“退役不褪色，青春更出彩”的大赛主题，用实际行动为地
方经济社会发展和鼓励更多退役军人创新创业做出了表
率。

湖北科技学院

将投近亿元新建体育馆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通讯员田丽报道：近日，从湖科传

来好消息，该校已获得省政府批复，将投入9989.11万元建设
综合体育馆。

据了解，此次获批的综合体育馆项目位于温泉校区揽月
湖旁，包含体育馆和训练馆两个建筑项目，总建筑面积11020
平方米。目前，五套项目设计方案正在面向全校师生征集意
见。下一步，学校将严格按照批复文件要求，周密安排、科学
布局，扎实稳步推进项目进展，力争在今年底开工建设，2021
年投入使用。

综合体育馆项目将是该校的又一标志性建筑，项目建成
后可承接大型体育比赛和文化娱乐活动，不但能够满足学校
日常体育教学训练需求，还能解决学校举办大型会议和文体
活动的场所问题，助推学校和我市体育事业发展。

超7成中国智能手机已用上北斗
20年来北斗系统提供的服务已在交通运输、农林渔业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据统计，2019年我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总体
产值达3450亿元。北斗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
新技术的融合发展，正在构建以北斗时空信息为主要内
容的新兴产业生态链，并正在成为北斗产业快速发展的
新引擎和助推器，推动着生产生活方式变革和商业模式
的不断创新。

经过多年发展，北斗已形成完整产业链，北斗基础
产品已实现自主可控，国产北斗芯片、模块等关键技术
全面突破，性能指标与国际同类产品相当。多款北斗芯
片实现规模化应用，工艺水平达到22纳米。

截至2019年底，国产北斗导航型芯片、模块等基础

产品销量已突破1亿片，国产高精度板卡和天线销量分
别占国内市场30%和90%的份额。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所属航天系统公司依托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高精度卫星定位授时技术与自主研制的
高精度多模卫星导航芯片，为电信设备制造商、基础设
施管理部门、银行和金融企业等提供高精度定位授时技
术产品与服务解决方案。该公司累计开发北斗多模导
航芯片6代10余款，形成了高精度授时、差分定位和组合
导航等多样化产品型谱，已应用于交通、物流、司法、公
安等众多领域。

（本报综合）

基础产品销量已突破1亿片
数据链接

近日，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星座部署

全面完成，这一系统将为全球用户提供全天候、全

天时、高精度的定位、导航和授时服务。随着北斗

卫星的全球组网，“北斗”将如何推动生产方式变

革和商业模式创新？又会为人们的生活带来哪些

便利？

“高大上”的北斗导航，已经不知不觉“飞入寻
常百姓家”。据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工程总设计师
杨长风透露：“在中国入网的智能手机里面，已经
有70%以上的手机提供了北斗服务。”

天上的北斗不仅与手机相连，我们日常生活
很多地方都有它相伴。自2000年我国发射第一
颗北斗导航试验卫星以来，历经20年建设发展，
北斗系统已经广泛应用于国计民生各个领域。

哈啰出行数据算法首席科学家刘行亮告诉记
者，目前，全国超过360座城市的哈啰单车已全线
适配北斗。每辆哈啰单车的智能锁内均包含北斗
定位装置，智能锁接收北斗卫星信号，向哈啰数据
中心发送车辆定位信息。

未来，随着北斗全球系统建成，“中国北斗”将
进一步造福全球，也将更加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人
们的生活。

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有关负责人介
绍，北斗系统大众服务发展前景广阔。基于北斗
的导航服务已被电子商务、移动智能终端制造、位
置服务等厂商采用，广泛进入中国大众消费、共享
经济和民生领域，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
式。

在电子商务领域，国内多家电子商务企业的
物流货车及配送员，应用北斗车载终端和手环，实
现了车、人、货信息的实时调度；在智能穿戴领域，
多款支持北斗系统的手表、手环等智能穿戴设备，
以及学生卡、老人卡等特殊人群关爱产品不断涌
现，得到广泛应用。

深刻改变人们生活
七成以上中国智能手机用北斗

小到一顶安全帽，大到交通运输、农林牧渔……北
斗系统提供服务以来，已在交通运输、农林渔业、水文监
测、气象测报、通信时统、电力调度、救灾减灾、公共安全
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

我国电网设备分布广泛，许多电力设施都在无通信
公网地区，电网公司一线员工在这些地区进行电网建设
或者巡检作业时，往往缺乏有效的通信手段与后方人员
取得联系。

有了北斗卫星系统，电网公司的员工在无通信公网
地区作业时，只需要携带一个小小的“短报文通信终
端”，通过蓝牙与手机相连后，就可以让普通的手机具备
了发送北斗短报文的能力，将现场情况和位置信息发到
后方人员的手机里。

在交通运输方面，北斗系统广泛应用于重点运输过
程监控、公路基础设施安全监控、港口高精度实时定位
调度监控等领域。目前，全国已有超过660万辆道路营
运车辆、8600座水上助导航设施等应用了北斗系统。在
首架运输航空器上也安装使用了北斗系统，实现零的突
破。

在农林渔业方面，基于北斗的农机作业监管平台实

现农机远程管理与精准作业，服务农机设备超过5万台，
精细农业产量提高5%，农机油耗节约10%。

从“梦想在望”变成“梦想在握”，今日之北斗已完成
“三步走”的战略。到2035年，以北斗系统为核心，我国
还将建设完善更加泛在、更加融合、更加智能的国家综
合定位导航授时体系。

广泛应用于各领域
经济社会效益显著

采用北斗航标遥测遥控装置的一艘大型灯船投放在
珠江口担杆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