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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您好！”

我市点亮“教师节”灯光秀

本报讯 记者焦姣、通讯员余茹报道：“老师，您
好！”9月9日晚，记者在同惠广场、市人民广场、中百、沃
尔玛等城区多个地段看到，电子显示屏都播放了教师节
标语口号，向教师致敬。

今年9月10日是我国第36个教师节，为大力弘扬
尊师文化，引导社会各界感念师恩、礼敬教师，努力营造
浓厚的节日氛围，教育部教师工作司、中国教师发展基
金会联合发起“为教师亮灯”公益活动，号召全国各地于
教师节当晚8时至9时在地标性建筑上为教师“亮灯”，
为广大教师送去节日祝福。

据了解，为响应国家号召，9月9日和9月10日晚
20:00-21:00，我市、县教育部门及各级各类大中小学
校，市、县有室外电子显示屏的机关事业单位，市、县地
标性建筑，均会通过电子显示屏，以字幕滚动、飞字或灯
光秀等方式为教师“亮灯”。

当晚，在同惠广场散步的市民们，也为“亮灯”活动叫
好。王女士看到有灯亮，专程赶到近处拍照。“女儿在桂泉
校区读书，昨晚在家制作了一个手工贺卡，希望在教师节
送给老师。”王女士表示，老师们平日里很辛苦，她自己每
年教师节也会给自己的老师发信息问候。“这个亮灯很有
意义，老师教书育人，值得全社会尊重”。

我市高校

联合开展医学科普直播活动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通讯员田丽报道：近日，湖北

科技学院开展了一场云游直播活动，目的是让更多的人
“识古今生物之名，晓科普医学之妙”。此次活动由咸宁
市科学技术协会、湖北科技学院生命科学标本陈列馆、
咸宁职业技术学院科协联合主办，中国地质大学逸夫博
物馆协办，湖北省地质科学研究院和咸宁社区科普大学
共同合作完成。

本次云游直播活动联合了咸宁，武汉两地的展馆。
以湖北科技学院标本陈列馆为主会场，由18级医学生伍
子涵，16级临床医学专业的留学生kaleem以及咸宁实
验外国语学校的骆昕怡小同学搭档主持进行直播讲解。

“地球生命是怎么来的？是如何演化到今天的？而
我们人类的身体中又蕴藏着多少生命奥秘呢？”在镜头
的带领下，同学们仿佛置身标本馆，一个个制作精美，保
存良好的标本通过直播镜头展现在大众眼前。馆内共
有六大展区，共陈列标本三千余件。“面对这些标本，要
心怀敬畏之心。”看到这些标本，同学们感叹，生命是多
么的神奇，医学又是多么的神圣。是捐献者们的无私奉
献精神，让医学有了更长远的发展。

“大学生活、学习环境、人际关系等
与高中截然不同，大一新生入学后要学
会适应这种变化。”湖北科技学院心理
健康教育中心副主任刘芳表示，青少年
进入大学，离开了熟悉的家人和环境，
逐步走向成人世界，在这个过程中，遇
到新问题，是很正常的。面对变化，应
调整心态，尽快融入新生活。

刘芳建议，目前一些高校尚未开
学，准大学生们可以提前在网上搜索关

于学校、专业、地域、城市等内容，了解
相关情况，并可以学习一些简单的急救
知识、生活常识、安全常识等，让自己遇
到问题时不会手足无措。

“刚入学时，新生会参加军训，这也
是为了让孩子们讲纪律、明规矩，提高
自理能力。”湖北科技学院护理学院学
生工作办公室主任阎振瑛表示，新生入
学后应做好生活和学习两方面的准
备。除了要应对学业挑战外，对于许多

没有住过校的新生来说，还要提升自己
独立生活的能力。

“刚进大学，一切都是新的：新的校
园，新的老师，新的同学，新的开始，一
切看起来都十分美好。许多新生会感
到新奇兴奋，也可能因为现实与理想有
差距而失望、沮丧甚至心生怯意。”刘芳
表示。

据了解，有些大一新生进入大学
后，发现学业成绩不再是评价的唯一标

准，自己也不再像高中时表现那么突
出，由之前的最受关注变得默默无闻，
很容易产生低落沮丧的情绪。

刘芳说，对于这些孩子，应注意调
整心态，提升心理抗压能力，可以多参
加竞技类的体育活动，从失败中汲取经
验，不断学习，不断成长。在遇到自己
无法解决的问题时要学会向他人求
助。需要找人诉说心里的烦恼时，可以
到学校心理咨询中心寻求帮助。

适应大学生活

大学新生如何开启校园新生活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焦姣 通讯员 谢兰东

今年9月，大一新生们将迈进

象牙塔，开启大学校园生活。初入

大学校园的他们，可能会在学业发

展、人际交往、心理调适、生涯规划

等方面遇到新的困惑和烦恼。

面对新的征程，大一生活，怎样

处理，才能更好地度过？近日，记者

对此进行了采访。

大学生活异彩纷呈，但学业专业仍
是绝大多数同学未来立足于社会的根
本。如何选课、如何适应专业学习、挂
科了怎么办……初入大学，新生的困惑
有很大一部分都与专业学习相关。

“学习上，要由之前的被动式学习
转变为主动式学习。”阎振瑛表示，大学
的课程学习不像高中那样，有老师在后

面紧盯着你，时刻督促你，大学你是否
认真听讲，学的怎么样，更多地靠的是
学生的自主性。在学习上遇到问题，要
主动通过电话、QQ、邮箱等方式和老师
交流。

阎振瑛建议，大一新生可以在拿到
录取通知书后，提前了解自己专业所需
要学习的内容及发展前景，合理规划自

己的大学生涯。
“有些孩子在上大学之前被灌输了

一种错误观念，但考上大学并不是想玩
就玩。”

入学后，一些新生担心自己不能通
过考试，出现最不想面对的问题之一
——挂科。“如果出现挂科，就要认真反
思这一学期自己是否认真听课，学习态

度是否端正。大学成绩的判定由平时
成绩和考试成绩共同构成，一般学习态
度不端正是挂科的主要原因。”阎振瑛
表示，大学培养的是学生的综合素质，
需要学生全方面发展，专业课程上的学
习只是学习的主要部分。除此之外，大
学生还应在社会实践、志愿服务、兴趣
爱好等方面积极拓展。

增强主动学习

进入大学后，除了学习上的不同，在
生活上也会面临着各种不同的问题，像
和同学室友的相处，人际关系的处理，以
及如何规划自己的业余时间等等。

“大学里，新生遇到的最多的问题
出现在人际交往上。”刘芳介绍，大学类
似于小社会，比起高中，覆盖面更广，人
际关系也更加复杂且多元。和你同寝
室的不一定同专业，和你同专业的不一

定同班级，同班级的也不一定有相同的
兴趣爱好。

“有些孩子可能会因为内向，人际
交往的对象比较狭窄，在班级上会被忽
略、被冷落。”刘芳表示，在鼓励孩子们
积极与他人交友的同时，也应该学会分
辨，按自身需要来，不一定每个人都需
要结交众多的朋友。

在和室友的相处上，阎振瑛建议，

遇到矛盾时，应多多包容，站在他人的
角度看问题，学会换位思考，同时，也应
自我反思，审视自己的问题。

“业余生活中，可以参加一些社团
组织，既可以拓宽个人视野，也可以提
高交际能力和组织能力等综合素质。”
阎振瑛介绍，目前高校的社团组织一般
分为文娱体育、公益服务、学术科技、社
会实践等。

她建议，大学社团活动丰富多彩，
新生要根据个人需求和兴趣来挑选，数
量上要少而精，切记不要贪多。同时，
要注意平衡好日常学习与社团活动，合
理分配时间。

合理分配时间

教育热点

本报讯 记者焦姣、通讯员余茹报
道：为支持教育事业的发展，鼓励更多
男教师投身乡村学校从事教育事业，10
日上午，“湖北省盛帆公益基金会——咸
宁乡镇男教师资助项目”启动及捐赠仪
式在市教育局举行。相关单位代表、
2018届入选男教师及各县市区2019年
招录的乡村男教师代表参加了本次启动
仪式。

此次活动旨在鼓励应届男大学生去
乡镇学校执教，缓解乡镇教育中男教师严

重匮乏的现象，湖北省盛帆公益基金会计
划七年出资1000万元资助去乡镇学校执
教的应届毕业男大学生，每个人资助三
年，一年一万元，第三年再奖励一万元。
每年新增50人，最高峰150人。首期选定
仙桃，咸宁市进行试点,成功后再推广到
恩施、宜昌、十堰等地区。

活动中，湖北省盛帆公益基金会与市
教育局签订了资助咸宁市2018—2022共
五届男教师，每届15人共计300万元的捐
赠协议。市教育局为湖北盛帆公益基金

会颁发了荣誉证书，以彰善举。
“感谢盛帆基金会的无私捐助，市教

育局对我们乡村教师的关心与照顾，我们
乡村教师也将以更广阔的视野，以及追求
教育理想的不竭动力与决心不断前行。”
受赠教师代表胡振铎表示。

据了解，武汉盛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是湖北省百强民企，2015年注册成立了
湖北省盛帆公益基金会，主要在湖北省内
从事支教助学公益事业，迄今累计已捐资
近三千万元。

爱心企业捐资300万元资助我市乡村教育

崇阳县大集中学

消防安全进校园
本报讯 通讯员饶德斌、黄丹报道：近日，崇阳县消

防大队在该县大集中学开展“烟室逃生”进学校消防宣
传活动，给该校二分校和附小2000多名师生上了别开生
面的一课。

“当火灾发生时，同学们应保持冷静，用湿毛巾捂住
口鼻，弯腰低头，迅速顺着安全通道撤离。”消防官兵边
讲边演示干粉灭火器的使用步骤。随后教官们组织部
分学生亲自上场，手把手教导，很快学生们掌握了灭火
器的使用要领，他们拿着灭火器，实地操练灭火。消防
教官们还演示并组织学生关闭着火的燃气罐，指导学生
如何迅速穿戴好消防战袍。

通过此次活动，强化了师生的安全防火意识，增强
了师生应对紧急情况的心理素质，提高了师生抗击突发
火灾的自我保护和应对能力。

通城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经通城县人民政府批准，通城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定于2020年9月11

日至2020年10月15日，以网上挂牌交易方式出让一宗工业用地的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通城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具体承办，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详见附表）。

以上地块公示面积均以实测为准，公告内容及地块供地规划条件以地
块挂牌文件和最终审批的具体供地规划条件所示内容为准。

二、竞买人资格及其他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
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通过网上注册参加报价竞买。申
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联合申请应明确联合竞投所涉及的
企业出资比例、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受让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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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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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咸宁市国土资源网上交易系统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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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本次网上挂牌出让地块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网上挂牌出让文
件。意向竞买人可于2020年9月11日起登录中国土地市场网、咸宁市国
土资源网上交易系统查询下载网上挂牌出让文件。

五、本次网上挂牌缴纳保证金截止时间为2020年10月13下午16时，
挂牌起始时间为2020年10月1日8时整，揭牌时间为2020年10月15日
9时30分。地块在挂牌时间截止时，网上交易系统限时5分钟在线询问，
有竞买人在此规定时限内表示愿意参与网上限时竞价的，系统自动进入网
上限时竞价程序，以竞价方式确定竞得人。

六、竞买人参加本次网上挂牌出让活动须办理CA数字证书，办理流
程请登录网上交易系统，详见《数字证书申购指南》。

办理地址：咸宁市体育路希望巷175号
咨询电话：15629968858、15971562219
七、竞买人参加本次网上挂牌出让活动须详细阅读网上挂牌出让文件。
查询网址：湖北咸宁市国土资源网上交易系统http://219.139.108.3/

trade-engine/trade/index
中国土地市场网 www.landchina.com
联系地址：通城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咨询电话：0715-4818356、13339870488
八、本次网上挂牌公告如有变更或补充，以通城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发布的网上挂牌补充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通城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0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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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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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

≥40%

绿地率

≤15%

起始价
（万元）

1156.04

竞买保
证金

（万元）

231.2

通城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经通城县人民政府批准，通城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定于2020年9月11

日至2020年10月15日，以网上挂牌交易方式出让一宗工业用地的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通城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具体承办，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详见附表）。

以上地块公示面积均以实测为准，公告内容及地块供地规划条件以地
块挂牌文件和最终审批的具体供地规划条件所示内容为准。

二、竞买人资格及其他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
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通过网上注册参加报价竞买。申
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联合申请应明确联合竞投所涉及的
企业出资比例、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受让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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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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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咸宁市国土资源网上交易系统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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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本次网上挂牌出让地块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网上挂牌出让文
件。意向竞买人可于2020年9月11日起登录中国土地市场网、咸宁市国
土资源网上交易系统查询下载网上挂牌出让文件。

五、本次网上挂牌缴纳保证金截止时间为2020年10月13下午16时，
挂牌起始时间为2020年10月1日8时整，揭牌时间为2020年10月15日
9时。地块在挂牌时间截止时，网上交易系统限时5分钟在线询问，有竞买
人在此规定时限内表示愿意参与网上限时竞价的，系统自动进入网上限时
竞价程序，以竞价方式确定竞得人。

六、竞买人参加本次网上挂牌出让活动须办理CA数字证书，办理流
程请登录网上交易系统，详见《数字证书申购指南》。

办理地址：咸宁市体育路希望巷175号
咨询电话：15629968858、15971562219
七、竞买人参加本次网上挂牌出让活动须详细阅读网上挂牌出让文件。
查询网址：湖北咸宁市国土资源网上交易系统http://219.139.108.3/

trade-engine/trade/index
中国土地市场网 www.landchina.com
联系地址：通城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咨询电话：0715-4818356、13339870488
八、本次网上挂牌公告如有变更或补充，以通城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发布的网上挂牌补充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通城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0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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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米）

18730.6㎡

土地
用途

工业
用地

出让
年限

50年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1.0

建筑
密度

≥40%

绿地率

≤15%

起始价
（万元）

325.91

竞买
保证金
（万元）

65.2

遗失声明
咸宁市千桥大酒店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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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5360000187102， 账 号 ：
200153403710010，特声明作废。

冯光祥遗失位于咸安区永
安路（市五金公司院内）的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代理证，编号：咸
规工2009294号，特声明作废。

咸宁市福睿商贸有限责任
公司现已变理为湖北福睿汽车
有限公司，原咸宁市福睿商贸有
限责任公司行政公章以及财务
专用章遗失，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421202582454845Y，特
声明作废。

咸宁市博亿消防科技有
限公司遗失行政公章、合同
专用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
用章以及法人章（董遥东印）
各一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1200MA492KYW63， 特
声明作废。

咸宁市博亿消防科技有限
公司遗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咸宁泉塘支行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5360001766401，
账号：1818000509200092574，
特声明作废。

咸宁市新闻出版协会遗失
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副本，证
号为：社证字第299号，特声明
作废。

赵正据，教授，主任医师,专长：骨外科
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骨伤分会委员，

咸宁市外科学会常委，咸宁市外科学会骨科
分会副主委，咸宁市知联会理事，长期从事骨
科临床及外科教学工作，擅长四肢复杂骨折、
脊柱和骨盆骨折等创伤骨科的治疗。

邓卫东，本科，副主任医师，专长：普外科
湖北省腹腔镜学会委员，咸宁市外科学

会委员。长期从事普外科临床工作，擅长腹
腔镜下胃、结直肠肿瘤根治，低位直肠癌保肛
手术，双镜（腹腔镜、胆道镜）联合肝脏、胆道
探查，各类腹外疝（成人、儿童）及甲状腺、乳
腺和肛周疾病微创及开放手术治疗。

湖北科技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外科经过多年的发展，
形成了5个特色鲜明的专业和学科方向：普外科、骨外科、
泌尿外科、心胸外科、手足外科。其中教授、主任医生3
人，副主任医生4人，主治医生8人，并配有腹腔镜、超声
刀、麦默通、C臂机、胆道镜、关节镜等各种进口设备齐全。

外
科
简
介

医院地址：湖北省咸宁市温泉马柏大道168号（东门）/茶花路58号（西门）
健康热线：0715—8102616

医院简介

湖北科技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临床医
学院/咸宁市精神卫生中心，三块牌子一
套班子。医院座落于咸宁市温泉老城区,
占地面积53.6亩，建筑面积约5万平方
米。医院（医学院）现有职工500人，其中
正高职称29人，副高职称65人；博士27
人，硕士52人；二级教授4人，三级教授4
人；国务院津贴专家1人，省政府津贴专
家5人，楚天学者和彩虹学者4人。

医院是湖北科技学院直属的二级甲
等综合医院，开放病床650张。开设有
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精神科、老年
科、心理科、中医康复科、感染性疾病科、
肿瘤科、五官科、皮肤科、体检中心、检验
科、病理科、放射科、超声科、机能科等临
床医技科室；购置有磁共振（MRI）、CT、
彩超、全自动生化分析仪、DR机、数字胃
肠机等一系列先进的大中型诊疗设备。

医院秉承“科教创院、人才强院、特
色兴院”的办院理念和“为病人谋福利、
为咸宁添活力”的服务理念，全心全意为
人民的身心健康服务。

湖北科技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名医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