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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科技学院数统学院

创意涂鸦扮靓校园

本报讯 记者焦姣、通讯员谢兰东报道：近日，湖北科技
学院校园里的井盖涂鸦图片在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平台走红，
原本斑驳的井盖，被画上了绚丽多彩的涂鸦，吸引着来来往往
的同学们驻足观赏。

记者从校方了解到，这些井盖由该校数学与统计学院“彩
绘湖科”团队成员涂鸦创作而成。目前，校园内的大部分井盖
一改往日的锈迹斑斑和暗沉的色彩，被画上了以“抗疫防洪”
为主题的各色艺术画，有的是抗击疫情奋战一线的医生护士、
有的是对抗洪水的基层工作人员……一幅幅可爱的涂鸦，表
达了对抗疫人员，防汛人员的感激之情，献上“井”上添“画”的
美好祝福。

“志愿者的这次行动不仅给校园增添了一道靓丽的风景，
表达了对一线抗疫防洪人员的感谢，同时也是学校结合自身
专业特色，充分发挥育人功能，营造浓郁校园文化的有益尝
试。”该校相关负责人表示。

追问陨石猎手，
在哪里可以发现微陨石踪迹

科学家研究发现，每年降落到地球表面的微陨
石总量超过千吨，然而考虑地球5亿平方公里的表面
积，这点重量的微陨石有如撒胡椒粉。“据估算，在1
平方米的地球表面，一年中会有1粒微陨石降落。”

微陨石爱好者戚浩存告诉记者，“亲民”的微陨
石无处不在，不论是在高山之巅、极地雪原、寂静深
海、还是繁华都市，都有它们的踪迹。然而，要找到
它们却又是另外一回事。

地球上和微陨石粒度甚至形态类似的尘埃颗
粒，几乎无处不在且数量繁多，少量微陨石杂处其
中，要找到它们用大海捞针来形容毫不为过。“寻找
微陨石最通常的地方就是屋顶及其排水沟内，采集
颗粒样品并逐步筛查，其中需要用到光学及电子显
微镜。”戚浩存说。

对于专业人员来说，最容易发现微陨石的地方
要数极地和深海沉积中了。“不过，科学家们最中意
发现微陨石的地方是地球两极，因为在极地远离人
类尘埃污染，同时冰海雪原赋予了微陨石独特的富
集机制。廖世勇表示，“更为重要的是，冰川在缓慢
流动的过程中，在一些特定地区受到阻挡，会不断
上升消融，埋藏其中的微陨石会随着融水搬运，并
在冰碛岩和基岩裂隙等处沉积富集。目前来看，极
地发现的最多。深海软泥中尽管也富集微陨石，但
因为矿物容易发生蚀变不利于保存，所以略输极地
一筹。”

由于保存条件的限制，人们发现的大多是降落
于100万年内现代微陨石，与地球45亿年的年龄相
比，不过瞬息。目前，人类发现的最古老的微陨石
来自澳大利亚西北部Pilbara地区的灰岩，年龄是
27亿年左右。

“或许在不远的将来，我们能聆听到更多微陨
石讲述有关它们和宇宙的秘密。微陨石小而平凡，
却蕴含着精彩的故事。”廖世勇说。

（本报综合）

微型“天外来客”，
如何造访地球

众所周知，陨石是地外天体的碎片穿越大气
层陨落到地球上形成的。微陨石的形成机制和
普通陨石类似，是脱离地外天体引力的碎屑或尘
埃，在坡印亭——罗伯逊力和/或轨道共振作用
下，向内太阳系迁移，并被地球引力捕获降落地
表形成。

廖世勇表示：“在太空中，微陨石没有经历与
地球大气层的作用，因此将它们称为宇宙尘埃可
能更合适。”在太阳系中，这些尘埃主要沿黄道面
分布，弥漫于行星际空间。我们在地球上能够观
测到的黄道光，就是这些细小尘埃对太阳光的散
射形成。不过，这些宇宙尘埃通常具有很高的速
度，可能对没有大气层保护的天体和人造飞行物
表面等造成破坏。

2018年，国际空间站曾出现轻微漏气的情
况，科研人员初步查找发现，可能就是太空微陨
石撞击空间站上对接的俄飞船出现微小裂缝所
致。

当微陨石造访地球时，它们的“杀伤力”几乎
降为零。因为粒度细通量小，通常情况下微陨石
对地球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人们也难以感受到
它们的存在。

但是，“人多力量大”也在微陨石身上得到了
展现。廖世勇告诉记者，在一些特殊时期，比如
4亿多年前的一次直径100多公里的小行星母体
的裂解事件后，到达地球的微陨石通量突增了
3-4个数量级，持续时间长达数百万年。“有观点
认为，这种微陨石突增曾对当时地球古气候、环
境以及地球生命演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那么，流星雨和微陨石有什么关系呢？廖
世勇解释，在全球范围内，微陨石和流星雨是没
有关系的，但局部则有。“微陨石就像下雪一样，
是小尘埃从小行星带以及太阳系更遥远的地方
降落到太阳上，‘雪量’通常很稳定。地球只是
捕获到了其中很小一部分。而流星则像砸在地
球上的雪球，会导致流星降落的那个小区域微
陨石量急剧增加。但相对整个地球而言，它出
现的概率还是低的，也不会导致整个地球的微
陨石增加。”

微陨石自带“扩音器”，
或揭秘“宇宙大事件”

“通过微陨石，我们能够研究地外物质类型、
来源和通量等信息，进而获得太阳系形成和演化
历史的知识。”廖世勇表示。

从古至今，地球上降落的微陨石不计其数。
不过，由于微陨石在地表环境保存时间有限，目
前人们研究最多的还是现代微陨石，也就是降落
时间大概在100万年以内的微陨石。“对于其他时
代，比如几亿年甚至几十亿年前的微陨石，科学家
是通过溶解相应时代的碳酸盐岩地层获得。因为
这些地层已经通过其他方式知道了年龄，所以我
们也就能知道其中微陨石降落的年代了。

“鹤发银丝映日月，丹心热血沃新
花。”自1992年走上讲台至今，他一直在
乡镇中学努力耕耘，将对教育事业的一
颗忠心，献给了大山；把一腔热血洒在了
三尺讲台；将无私的爱传递给了学生；把
青春献给了农村的教育。

他就是省优秀农村教育工作者、省
（市）骨干教师、咸宁名师、市师德标兵、
市优秀班主任、县模范校长鲁敦荣。

对待学生，他为人师表，以身作则。
坦诚而不鲁莽、关爱而不骄纵、信任而不
包庇，在学生当中树立了良好的师长形
象，使学生“敬而亲之”。他深深意识到

“教育的艺术在于鼓舞和唤醒”，教育是

创造性很强，又极富挑战性的过程，只懂
教书不会育人，不是一个合格的教师。
从教28年，他深入学生之中，了解思想
动向，沟通思想，解决问题，坚持做到每
天至少要找两名学生谈话，每周召开一
次班干部会，每月召开一次高质量主题
班会，每期写一篇有价值的班主任经验
论文，同时自己注重以身作则，言传身
教，为学生做好榜样。对于后进生，他也
关心偏爱，给他们以各种方式捕捉成功
与欢乐的机会。

教学工作，他从不马虎。他潜心钻
研教材，精心设计教法，细心批改辅导，
积极参加学习，努力提高教学质量。由

于教育教学和管理成绩突出，他所教授
的班级，每次期末考试和中考成绩名列
前茅。教学相长，也使他很快成为了教
育教学骨干，先后获省级骨干教师、市
级学科带头人、县级名师、市级常规教
学先进教师等称号。优质课、课件、教
学设计曾在国、省、市、县获奖，指导青
年教师讲课多次在市、县获奖，并指导
和培养了两名教师快速成长为县级学
科带头人。

学校管理，他始终以办好人民满意
教育为宗旨。他狠抓教育教学管理，打
造绿色书香学校，取得了突出成绩，得到
了家长、领导和社会的好评。近八年来，

他三次在通山县“两考”质量分析会上作
了经验交流，两次在该县德育工作现场
会上作了典型发言。特别是2015年10
月28日在杨芳林乡成功举办了通山县
第五届德育工作现场会，为该县当年迎
接省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验收起到示范引
领作用，是通山教育界一位名副其实的
草根专家、亲民校长。

通山县大畈、横石、杨芳、厦铺、洪
港……28载春秋，他几乎教遍了通山大
大小小的乡镇中学，用满腔的热情和不
懈的追求，根植于乡村的土地；以勤奋踏
实的工作作风，一步一个脚印地履行着
教师的职责，哺育出一片桃李芬芳。

用心做教育 以爱润桃李
——记通山县洪港中学校长鲁敦荣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焦姣

通山县九宫山镇

开展校园安全大检查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通讯员葛张冰报道：近日，通山县

九宫山镇安全工作检查组对辖内九宫山镇中学、九宫二小、新
村实验幼儿园的安全工作，进行了全面检查和指导。

检查组深入学校教学楼、食堂、宿舍、办公室等进行全面
的安全检查，主要对校园安全管理及制度建设、学生饮食安
全及传染病防控措施、校园周边环境治理、校舍安全及消防
安全、安全设施配备、校园安保与治安防范等情况进行检
查。同时，对学校餐厅环境，荤素搭配的足量食物，消毒设
施，食物留样柜的科学使用，错峰就餐的合理方式，进行了
巡视。

检查组每到一处都仔细核对，细致询问，对存在的问题逐
项进行了登记和分析，并提出了整改意见，要求相关责任人明
确问题，及时消除校园安全隐患，切实提高学校安全应急能
力，为学校安全管理提供了屏障。

通过此次检查，进一步落实安全管理责任，切实增强了校
园安全防范意识，全面提升了校园自身的安全管理水平。净
化了校园周边治安环境，为广大师生营造了安全、宁静、舒心
的工作和学习环境。

鄂南高级中学

三名学子获国家级奖项
本报讯 记者焦姣报道：近日，记者从鄂南高中获悉，该

校三名学生的团队项目《青少年心理健康》在第十一届全国中
学生领导力大赛活动中荣获“项目二等奖”。

据了解，本次全国中学生领导力大赛活动由宋庆龄基金
会担任指导单位，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新教
育研究院、商务印书馆主办，北京益公公益基金会承办，活动
吸引了来自22个省份、57所学校千余名师生及志愿者参加。
该校的三位同学凭借着扎实的功底、坚定的团队信念，在陈述
时慷慨陈词，面对评委提问时沉着应对，在大赛各个环节都发
挥出极佳的领袖气质，赢得了评委的一致好评。

“近年来，随着模拟联合国、中学生领导力活动等研究性
学习的不断开展与推进，我校学生研究性学习取得丰硕成
果。也希望通过这类研究性学习，让同学们在不同的课题中
展开调查研究、分析透视，同时感受社会责任感，培养各项才
能，激发潜能，寻找自我价值。”该校相关负责人表示。

虽然微陨石身材“迷你”，但作为“天外来客”，
它们经历的磨难并不少。廖世勇说，相当一部分微
陨石在进入大气层时会发生部分甚至完全熔融，这
种一般被称为熔融型微陨石。当然也有不少“幸运
儿”被称为未熔融型微陨石，基本原汁原味地保留
了它们从遥远太空出发时的信息，未熔融型微陨石
也是科学家们最为青睐的类型。

廖世勇表示，和那些体格硕大的“老大哥”陨石
一样，微陨石也能够帮助人类认识太阳系的演化历
史，为研究地外物质类型、通量和源区性质等提供
重要信息。

除此之外，它们甚至还有些“老大哥”们没有的
“独门绝技”。比如它们类型丰富，能够协助追踪陨
石所不能涵盖到的源区信息；含有丰富的前太阳系
颗粒，能够帮助我们探寻太阳系的前世今生。甚至
有科学家借助熔融型微陨石在穿越大气层时与大
气反应所记录的信息，还原了27亿年前地球大气层
上部的氧含量，深入揭示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大
气层的形成和演化过程。“所以，别看它们‘微不足
道’，却大有作为，不可替代。”廖世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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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科技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名医风采
彭圣威 男，硕士，副教授，副主任医，法医师，

内科教研室兼内一科主任
美国纽约STATEN学院和北京天坛医院访问

学者，先后在武汉同济医院工作3年，北京天坛医
院1年，咸宁市中心医院12年，擅长神经和心血管
内科疾病诊治。

李彩蓉 博士，教授，美国纽约理工大学访问
学者

从事临床工作20年，对心内科和肾内科常见
病、疑难杂症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参与或主
持10余项国家级、省厅级科研课题，发表论文20余
篇，SCI收录9篇。

湖科院临床医学院内科教研室于2012年正式承担附二内
科业务，设有普通门诊、住院部和专家门诊，于2019年分设内
一科（心血管、神经、肿瘤、血液、风湿免疫专业）、内二科（呼
吸、消化、泌尿、内分泌），医生30人，其中博士7人，硕士14人，
护士19人。科内开展了胃镜、纤支镜、TCD、HP、心脏电生理、
血气分析。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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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由我单位建设香城大道（现贺胜路）（二期横

三路-107国道）市政改造工程，为确保施工质量
和安全，将对香城大道实行半幅封闭施工，现公
告如下：

一、施工范围：香城大道横温路驾考中心旁
高架桥至107国道交叉口处全长3040米。

二、施工日期：2020年10月9日至2021年4
月1日。

三、施工期间过境车辆、摩托车及电动车注
意安全，减速慢行。请行人车辆严格按照交通标
志通行，服从现场管理人员及公安交警指挥。

因施工给过往车辆和行人带来诸多不便敬
请包涵和理解。

咸宁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城区大队
咸宁市公安局咸安分局交通警察大队
咸宁市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和执法局

2020年10月14日

遗失声明
赤壁市狮子山林牧专业合作社遗失在湖北赤壁长江村镇

银行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5362000330801，特声明作废。
赤壁市狮子山林牧专业合作社遗失行政公章、财务专用

章以及法人章（饶汉兵印）各一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34212816951249499，特声明作废。

咸宁市金色假期旅行社有限公司遗失行政公章一枚，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1200676466716L，特声明作废。

徐锦霞遗失残疾证，证号：42022119760826572161，特
声明作废。

赤土网挂G（2020）25-1号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结果公告

经赤壁市人民政府批准，赤壁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委托赤壁市土地储备交易中
心对赤土网挂G（2020）25-1号国有建设
使用权公开出让，现将出让结果公告如下：

（一）地块编号：赤壁网挂 G（2020）
25-1号；（二）宗地位置：赤壁市中伙铺镇
中伙社区赤壁大道南侧2020-交易-35号
地块；（三）出让面积：79849.68(折 119.77
亩)；（四）容积率：＞1.0；（五）土地用途：工
业用地；（六）出让年限：工业50年；（七）供
地方式：网挂；（八）起始价：1331.58万元；
（九）成交价：无人申请、流挂；（十）公告时
间：2020年9月2日至2020年10月11日；
（十一）成交结果时间：2020年10月13日；
（十二）受让人:无人申请、流挂。

赤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0月15日

赤土网挂G（2020）33号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结果公告

经赤壁市人民政府批准，赤壁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委托赤壁市土地储备交易中
心对赤土网挂G（2020）33号国有建设使用
权公开出让，现将出让结果公告如下：

（一）地块编号：赤壁网挂G（2020）33
号；（二）宗地位置：赤壁市神山镇文清村
2019-2批次-6号地块；（三）出让面积：
45292.86(折67.94亩)；（四）容积率：＞1.0；
（五）土地用途：工业用地；（六）出让年限：
工业50年；（七）供地方式：网挂；（八）起始
价：685.60万元；（九）成交价：685.60万元；
（十）公告时间：2020年9月2日至2020年
10月11日；（十一）成交结果时间：2020年
10月13日；（十二）受让人：湖北乾诚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

赤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0月15日

赤土网挂G（2020）32号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结果公告

经赤壁市人民政府批准，赤壁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委托赤壁市土地储备交易中
心对赤土网挂G（2020）32号国有建设使用
权公开出让，现将出让结果公告如下：

（一）地块编号：赤壁网挂G（2020）32
号；（二）宗地位置：赤壁市中伙铺镇中伙社
区赤壁大道南侧2020-交易-16号地块；
（三）出让面积：33255.67(折49.88亩)；（四）
容积率：＞1.0；（五）土地用途：工业用地；
（六）出让年限：工业50年；（七）供地方式：
网挂；（八）起始价：549.43万元；（九）成交
价：549.43万元；（十）公告时间：2020年9
月2日至2020年10月11日；（十一）成交
结果时间：2020年10月13日；（十二）受让
人：赤壁凯利隆科技有限公司。

赤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0月15日

赤土网挂G（2020）34号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结果公告

经赤壁市人民政府批准，赤壁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委托赤壁市土地储备交易中
心对赤土网挂G（2020）34号国有建设使
用权公开出让，现将出让结果公告如下：

（一）地块编号：赤壁网挂G（2020）
34号；（二）宗地位置：赤壁市茶庵岭镇
107 国 道 东 南 侧 ；（三）出 让 面 积 ：
22132.83(折 33.20 亩)；（四）容积率：＞
1.0；（五）土地用途：工业用地；（六）出让
年限：工业50年；（七）供地方式：网挂；
（八）起始价：329万元；（九）成交价：无人
申请、流挂；（十）公告时间：2020年9月2
日至 2020年 10月 11日；（十一）成交结
果时间：2020年10月13日；（十二）受让
人：无人申请、流挂。

赤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0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