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王乐报道：近日，
焦先生拨打消费者投诉举报热线
12315，向工作人员反映称：他在网上
看到某通信公司发布的19元/月手机
卡套餐广告称，含1000分钟通话及上
网免费。当焦先生购卡后联系客服才
了解到：该资费19元/月，可添加3个亲
情号，亲情号享受互打免费1000分钟
优惠及30GB专属流量月包，套餐外1
元/GB日租通用流量，全国语音0.1元/
分钟。焦先生觉得该套餐与广告所宣
不符，马上到营业厅要求注销此卡，结果
被告知按照入网协议规定需要满3个月
后才能办理销户。焦先生认为该通信公
司有虚假宣传的嫌疑，要求该通信公司
注销此卡并退还50元办卡费用。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12315的工作
人员收到该消费者投诉后立即将其分
流至辖区市场监管所，该所工作人员
再将投诉件分流至该通信公司的消费
维权服务站，并电话通知该站站长及
时处理该投诉。

当天，该站站长立即联系了投诉
人，在将具体情况了解清楚后，通过双
方协商的方式达成和解。该通信公司

工作人员通过湖北政企协作平台将和
解详细情况录入平台并上报辖区市场
监管所，该所工作人员通过回访了解
办结实际情况后点击办结，从投诉到
达成和解仅用了1个工作日，大大缩短
了处理时间。

湖北消费维权政企协作平台是在
市场监管部门的指导和监督下，可以
通过全国12315互联网平台提供消费
纠纷在线解决服务。线下在市场主体
建立消费维权服务站，线上通过政企
协作平台将投诉件分流至该维权站，
实行站长负责制，在源头解决纠纷。
以往遇到消费纠纷，消费者、商家需要
一起到辖区市场监管部门进行协商调
解。市场主体通过建立消费维权服务
站加入政企协作平台，省略了双方到
市场监管部门见面的过程，将消费纠
纷和解在企业。

目前，咸宁市已有170余家市场
主体建立了消费维权服务站，通过应
用湖北消费维权政企协作平台大大地
提高了消费纠纷处理效率，构建了将
消费纠纷和解在企业，化解在基层，解
决在源头的社会共治格局。

我市建立170余家消费维权服务站

提高消费纠纷处理效率
赤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经赤壁市人民政府批准，赤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托湖北中盛拍卖有限公
司以公开拍卖方式出让P（2021）02号地块，赤壁市生态新城赤马港办事处木田畈社
区，平安路与周瑜路交叉口西南侧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备注：1、地块内商业建筑面积与计
容建筑面积的比例不得超过 25%（商业
建筑面积/计容建筑面积≤25%）；2、地块
规划条件以赤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
具的赤自然资规条字（2020）039号《赤壁
市木田畈社区 2020-交易-28 号地块规
划条件》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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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请竞买（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申请
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参
加竞买须提出竞买申请，并按《拍卖出让
须知》中要求提供相应文件资料。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
出让采取增价拍卖方式，按照价高者得
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现场踏勘和地块情况介绍：地块
自公告之日起在其所在地公开展示，赤
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与湖北中盛拍卖
有限公司对本次拍卖出让不另行专门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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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领取拍卖文件与报名的时间与
地点：申请人可于2021年 1月 15日至
2021年2月4日16时前到赤壁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或湖北中盛拍卖有限公司获
取拍卖文件及报名。

六、竞买资格确认：申请人应于2021
年1月15日至2021年2月4日16时前到
赤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一楼大厅或湖
北中盛拍卖有限公司提交书面申请。交
纳竞买保证金截止时间为2021年2月4

日16时前（以实际到账时间为准）。经审
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并具备
申请条件的，湖北中盛拍卖有限公司于
2021年2月4日17时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七、拍卖时间地点：定于2021年2月
5日下午14时30分在赤壁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赤壁市河北大道391号）二楼
会议室举行。

八、本次拍卖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将
在有关媒体刊登变更公告，届时以变更
公告和拍卖出让文件的内容为准。

九、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
赤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单位地址：赤壁市瑞通大道198号
联系地址（土地交易业务）：赤壁市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三楼305室（赤壁市
河北大道391号）

联系人：石先生
联系电话：0715-5368890

0715-5889579
竞买保证金账户：
开户单位：赤壁市非税收入财政专户
开户行：中国银行赤壁支行
账号：5729 5755 0728
湖北中盛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武汉市汉阳区鹦鹉大道

619号武汉国际博览中心A0
联 系 人：袁先生
联系电话：027-84881125

13554137812
赤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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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经赤壁市人民政府批准，赤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托湖北中成拍卖有限公

司以公开拍卖方式出让P（2021）03号赤壁市赤马港办事处砂子岭社区东风路东侧
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备注：1、地块内商业建筑面积与计
容建筑面积的比例不得超过 20%（商业
建筑面积/计容建筑面积≦20%）；2、P
（2021）03号地块详细规划条件以赤壁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的赤自然资规条
字(2020)036号《赤壁市赤马港办事处砂
子岭社区东风路东侧地块规划条件》为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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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请竞买（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申请
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参
加竞买须提出竞买申请，并按《拍卖出让
须知》中要求提供相应文件资料。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
出让采取增价拍卖方式，按照价高者得
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现场踏勘和地块情况介绍：地块
自公告之日起在其所在地公开展示，赤
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与湖北中成拍卖
有限公司对本次拍卖出让不另行专门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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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领取拍卖文件与报名的时间与
地点：申请人可于2021年 1月 15日至
2021年2月4日16时前到赤壁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或湖北中成拍卖有限公司获
取拍卖文件及报名。

六、竞买资格确认：申请人应于
2021年1月15日至2021年2月4日16
时前到赤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一楼大
厅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截止

时间为2021年2月4日16时前（以实际
到账时间为准）。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
交纳竞买保证金并具备申请条件的，湖
北中成拍卖有限公司将在2021年2月4
日17时确认其竞买资格。

七、拍卖时间地点：定于2021年2月
5日下午15时30分在赤壁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赤壁市河北大道391号）二楼
会议室举行。

八、本次拍卖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将
在有关媒体刊登变更公告，届时以变更
公告和拍卖出让文件的内容为准。

九、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
赤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单位地址：赤壁市瑞通大道198号
联系人：石先生
联系电话：0715-5368890

0715-5889579
联系地址（土地交易业务）：赤壁市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三楼305室（赤壁市
河北大道391号）

开户单位：赤壁市非税收入财政专户
开户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赤壁市

支行
账号：2034212810010000 0181552
湖北中成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咸宁市温泉邮电路69号
联系人：刘先生
联系电话：0715－8130288

18107151110
赤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二0二一年一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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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对以下标的进行公开拍卖，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标的物基本情况
标的一：鄂L10U62丰田牌GTM6481AD车辆，初登日期2012

年5月21日，公里数：18.9万公里，起拍价：65000元。
标的二：鄂L1A206五菱牌LZW6407B3小型汽车，初登日期

2009年12月14日，公里数：15.8万公里，起拍价：2400元。
二、拍卖时间：2021年1月22日上午10：00时开始拍卖。
三、拍卖地点：中拍平台（https://paimai.caa123.org.cn）
四、拍卖标的展示时间：2021年1月20日至2021年1月21日。
五、标的展示地点：标的一在本公司停车场，标的二在桂花镇卫

生院公开展示。
六、竞买登记手续：有意者自公告之日起至2021年1月21日17

时前向指定账户交纳竞买保证金（以到账为准），公司报名的凭竞买
保证金缴纳凭证和有效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法人身份证明，个人
报名的凭竞买保证金缴纳凭证和有效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到湖北泉
盛拍卖有限公司办理相关竞买手续，方可取得竞买资格，逾期不予办
理。【报名资料费200元/人（一经确认报名，概不退还）】

注：竞买人交纳1万元竞买保证金的只能竞得其中一个标的，交
纳2万元竞买保证金的不限定竞得的标的数量。

七、竞买保证金的指定银行账户：（户名：湖北泉盛拍卖有限公
司；账号：1818000509200009211；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湖北省咸
宁市泉塘支行）。

八、公司地址：咸宁市咸宁大道39号国际大厦A座19楼。
九、联系人及联系电话：朱先生（18871500917）。

湖北泉盛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1月15日

遗失声明
咸宁市咸安区工业行业协会遗失在工商银行咸安支行的开户

许可证正本，核准号：J5360000242904，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1242120201134209X0，特声明作废。

赤壁市华祥公路石料有限公司遗失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赤壁支行营业室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5362000337602，账
号：1818050109200085005，特声明作废。

咸宁市鼎刚渣土运输有限公司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以及法
人 私 章（ 胡 义 印 ）各 一 枚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21200MA49D71A0P，特声明作废。

通城县枫叶山庄托老康复部遗失法人登记证书正、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52421222MJJ018159M，特声明作废。

咸安区华帮兄弟家电遗失在中国农业银行咸宁市永安支行的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J5360000254301，账 号 ：
685401040002331，特声明作废。

咸宁市朗诵艺术家协会遗失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51421200MJH999029A，特声明作废。

林莲云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21223MA4AQBKH14，特声明作废。

今年冬天格外冷？
专家：恰是全球变暖所致

今年冬天格外冷。在刚刚过去的“霸王
级”寒潮中，全国降温8℃以上的面积达250
万平方公里，降幅12℃以上面积达40万平
方公里；北京、河北、山东多地气象观测站最
低气温突破或达到建站以来的历史极值。

“不是说全球变暖吗，怎么今年还这么
冷？”很多民众不解。

“殊不知，我们现在感觉到的冷恰与全
球变暖有关。”中国工程院院士丁一汇说。

北极增温 冷空气得以长驱南下

我们知道，北极是北半球冷空气的发源
地。在漫长的冬季，冷空气堆积在一起，伺
机南下，势力强劲时可一路冲上青藏高原或
奔向南海甚至南半球。

丁一汇介绍，从极地的强大高气压到赤
道海洋的低气压之间出现气压梯度，大气便
由气压高的地方向气压低的地方流动。而
由于地球的自转，风沿地表做水平运动会受
到地转偏向力影响，在北半球向右偏转成西
北风。北半球冬季的气候正“受控”于中纬
度地区的西风带。在极地的冷与赤道的暖

之间，形成跨半个地球的温度梯度场，二者
之间存在明显的南北温度梯度。

正常情况下，这个温度梯度很大，使得
西风带稳定而强大，存在于其中的环流形势
（槽和脊）很稳定，称为纬向环流型，这种环
流型主要使气流从西向东沿纬圈运动。但
全球气候系统平衡被打破后，西风带开始不
稳定，环流形势也躁动起来，开始扩张自己
的“地盘”，这时就会出现宽阔的大槽大脊，
引导着冷空气顺着大槽长驱南下。

今年这次寒潮的症结正在于此。丁一
汇表示，在全球变暖大背景下，北极以其他
地区2倍到3倍的速率升温，即其他地区增温
1℃，北极可以增温2℃到3℃，导致海冰快速
融化。2020年9月，北极海冰为有观测记录
以来第二少，是北极变暖的有力证据。

“快速增温的北极，缩小了原本从极地
到赤道的经向温度梯度。”丁一汇说，在这种
情况下，西风带气流变得十分不稳定，通常
不会延伸到北纬50度的高压脊伸展到了北
极地区，而通常处在长江以北的大槽则伸向
了华南甚至南海。北极的冷空气正是被强

壮的大脊引导南下，顺着大槽一路横扫，在
短短一周时间内成为全国型大寒潮。

此外，赤道中东太平洋目前处于发展盛
期的拉尼娜事件也推波助澜。一般而言，受
拉尼娜事件影响，冬季全球温度偏低的概率
较大。就此次寒潮而言，拉尼娜事件中，太平
洋赤道和热带中东部海温明显变冷，在极地
与赤道温度的“一升一降”中，北半球南北经
向温度梯度进一步减小，控制西风纬向环流的
作用也进一步减小，有利于大槽大脊的发展。

丁一汇认为，全球变化正是通过北极地
区和热带地区的逆向温度变化使南北温度
梯度减小，而促使中纬度大槽大脊的发展，
这充分表明了冬季的极端寒潮事件是在气
候变化影响下发生的，而此次寒潮北极和热
带海洋都起到了减少南北温度梯度的作用。

一次极端冷事件 无法阻止全球变暖趋势

增温或许不可怕，但可怕的是增温的速
度和范围。有研究显示，最近50年的增暖
速率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而且影响范围也
在扩大，发生在全球每一个地区。

丁一汇介绍，从1960年至今，我国温度
曲线一直为上升趋势，在这条攀升的曲线上
出现自然周期叠加的震荡，则将我国气候大
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冷期、暖期和气候变
暖停滞期。

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为冷期，该时
期气候变暖刚刚施加影响，但海洋处于冷
期，所以，1960年至今的极端冷事件有80%
发生于此时；20世纪80年代到2000年，气
候变暖持续，海洋转为暖位相，自然的“暖”
与人类活动的“暖”相叠加，迎来了暖期，此
时期极端冷事件几乎很少发生；2000年开
始，海洋变冷，但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暖
并未止步，自然的“冷”与人类活动的“暖”叠
加影响，使我们处于一个气候变暖停滞期，
数个极端冷事件也在此时发生。

“目前，全球依然在升温，即使叠加自然
周期，也很难将温度‘拉下来’。届时，夏季
的高温热浪将会不断向北扩展，而冬季冷事
件的总量尽管可能减少，但更加极端化却会
带来很大风险。”丁一汇强调。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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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职业教育（集团）学校

学习贯彻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本报讯 记者焦姣、通讯员刘旭报道：近

日，咸宁职教（集团）学校举行第二期读书班，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市委宣讲团
成员、市教育局局长陈礼高应邀作宣讲报告。

宣讲报告以《指明方向、勾画蓝图、建设高
质量的职业教育体系》为题，全面深入讲解了十
九届五中全会的背景意义、结构内容、核心要义
以及职教使命，他说，当前，职业教育迎来了发
展的春天和广阔的前景，《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
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有多处涉及到职业教育，
凸显了新时代国家对于职业教育的高度重视，
也为我市“十四五”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了基本遵
循。

该校相关负责人表示，十四五期间，咸宁职
教（集团）学校将以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创新职
业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深化校企合作、产教
融合协同育人模式的改革，提升教师的“双师”
素质和职业教育专业与课程教学质量、打造高
素质专业化管理队伍等十个方面为着力点，解
决当代职业教育发展的难点和痛点，不断谋求
创新，全力实现咸宁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通山职业教育中心

为贫困学生开辟就业新路
本报讯 特约记者徐大发、通讯员徐家水

报道：12月18日，由TCL集团公司承办的老区
职业院校产教融合就业扶贫对接座谈会在
TCL科技大厦举行，通山职业教育中心负责人
与该集团签订了校企合作协议书。

TCL集团公司是我国著名的大型企业，是
国际领军的电子行业龙头企业，其电子制造工
程技术与工艺居世界领先地位。签订合作协议
书后，通山职业教育中心将与TCL集团公司开
展订单培养、跟岗实习、课程开发、教师培训等
多种形式合作，真正把课堂搬入企业，把实训基
地设在车间，共同打造“工学交替”模式，为社
会培养专业技能人才及双师型教师培训开拓一
条新路。

通山职教中心校长金汉锤告诉记者，明年
春该校将开设两个“订单班”，“订单班”主要是
帮扶贫困学生，毕业学生直接到TCL集团公司
实习就业。为贫困学子顺利完成学业、高质量
就业、脱贫致富开辟一条新的路子。

经历黑暗，迎向黎明。踏过雪地，走向
春天。 ——题记

随着高考时间的临近，部分心理弹性
脆弱的学生会出现焦虑情绪。下面以班级
学生A的教育为例，和大家分享高三后期
学生过度焦虑情绪的关注和干预。

弄清缘由，解答疑惑
一个周一的晚上九点多，学生 A 来到

我办公室，请求以后两个月在家自习。理
由是现在成绩一次比一次后退、上课听不
懂理科课程、频繁考试，不如在家里自己多
做点题目，然后在外面培训机构请人补习。

我没有同意。学生 A 眼泪就出来了，
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大意是美国一个农夫
养了乌龟和羊，但是饲料不够，不能同时满
足乌龟和养的需要，政府只收购大的，所以
农夫就把饲料全部拿来喂羊，因为乌龟长
得慢。她说在班级，她就是乌龟，其他的尖
子学生是羊，老师们只会在乎养羊，而会放
弃她这样的乌龟。

我首先和她分析了最近几次大型考试
的成绩。从名次来看，确实是在逐渐退
步。但是，属于正常的波动范围。考一个
211学校是没有问题的。即使再退步，考一
个一本是没有问题的。

接着，告诉她咱们班级是学校的重点
班级，班级的任务是全部上一本学校，51个
要考双一流学校。老师都会不惜一切努
力，自然不会放弃每一个同学。

最后，和她分析上课具体有多少没有
听懂，明确告诉她，老师肯定会认真解决她
提出来的问题。

总结：了解学生焦虑的具体情况需要
倾听。和学生一起分析具体实际情况是缓
解焦虑的关键。班主任对她的态度是缓解
焦虑的核心。

驳斥归因，降低焦虑
哲学家Epictetus说，造成你困扰的不是

你周遭的事件，而是你对这些事件的看法。
人们习惯认为，诱发性事件直接引起

了人们的情绪困扰和行为不适。美国心理
学家埃里斯认为，个体对诱发性事件的解
释才是引起人的情绪及行为反应的更直接
的原因。

埃里斯建议对持有的不合理解释进行
驳斥，动摇他们惯有的自动化的思维，使个
体产生一种新的信念，个人就会消除情绪
的困扰和行为的不适。

又是一个周一，学校参加了上海圆创教
育公司组织的考试。A 和同学在操场散
心。诱发事件是考试中数学和化学不会做。

不合理的解释是考试越来越频繁，成
绩越来越差，这次更差。上课没有效果，听
不懂。只有自己在家自习，自己做题才有
机会把成绩提高。表现出来的负性情绪主
要是考试焦虑，思维空白，一看到试题就不
想做。

我一一辩驳了她的固有错误思维和归因。

一个月一次联考和周测是高三学校的
常规安排。考试成绩和试题难度偏大有关。

上课要集中注意力，少数没有搞清楚
的地方，下课及时问老师和同学。同时，针
对错题，要一一弄懂。

自己在家里自习，没有老师指导，没有
教室的氛围，没有进度的保障，没有备考方
向的指引，肯定是不行的。

我们要清楚，努力了成绩不一定就要
提高，因为人人都在努力；分数不一定就有
进步，因为试题总是很难。要学会承认自己
在某一学科中有不及其他同学的地方，但是
我们一直努力，只为薄弱学习有所缓解。

总结：班主任要研究焦虑，学习缓解焦
虑的策略。学生对事情的错误归因是焦虑
不断加深的关键。班主任要一针见血，引
导学生对问题有新的认知。

家校同育，情感温暖
良好的班级氛围、深厚的同学情谊、民

主的师生感情有助于提升学生心理弹性。
家庭中和谐的成长氛围、父母对子女无微
不至的关怀、民主的相处模式等也会有利
于心理弹性的提升。

我首先和学生 A 的家长取得联系，要
家长立场坚定，不能答应学生A的自习要
求。同时，和孩子深度沟通，利用家庭的温
暖和亲情，暖化孩子的内心，消除焦虑。要
求家长不要给孩子压力，不谈和成绩相关
的话题。带孩子到外面散散心。

然后，我和学生 A 有了第三次的谈
心。这次主要是从情感的角度。

首先回顾学生 A 在班级中的表现，谈
谈我自己对她的看法，让她知道班主任和
老师的心中是有她的。告诉她是班级不可
缺少的一员，是班级51个双一流指标的一
个。接着，要求她从不同的角度看待自己
的焦虑。父母、老师和同学都有不同程度
的焦虑，适度的焦虑是有利于学习的，过度
的焦虑是有害的。

晚上，她妈妈发来微信，说回家后状态
好多了，感谢我的关心。

总结：焦虑的学生的认识往往容易走
向死胡同。班主任既要从不同的角度引导
学生，也要从情感上关心和爱护学生。爱
是治愈焦虑的良药。

教育反思

常言，独行快，众行远。班主任在引领
班级阔步向前的过程中，不要一直在队伍
的前面领跑，要时不时走在队伍的后面。
关注那些鞋子里面进了沙子的学生，关注
那些崴了脚的学生，关注那些体力不支的
学生。

教育需要快慢结合，刚柔相济。要在
奔跑的征途中要停下来欣赏路旁的野花，
要在月亮明亮的时候抬头，要在雪山上欣
赏雪莲花的美，要在高山之巅看云飞云涌。

(作者单位：湖北省鄂南高级中学)

踏过雪地走向春天
○沈文炳

本报讯 记者王苒宇报道：孩子在游乐
设施里爬上爬下，甚至追逐、打闹，家长却在
一旁低头玩手机，甚至专心致志地打游戏
……上周末，记者走访一些大型商场的儿童
游乐区域，发现这类“低头族”家长带娃的情
况非常普遍。

下午三点，记者来到万达广场负一楼的
付费型儿童乐园。在一个约50平方米大
小、20多米高的综合型攀爬类游乐设施内，
约20名孩童分散在各个攀爬架位置玩耍，
除了3名工作人员在内陪同外，其余家长都
待在外面的休息区，玩手机的“低头族”家长
比比皆是。

部分用手机聊天的家长还会时不时抬

头看看孩子，而刷视频、打游戏的家长则比
较入神。其中一位宝妈正在玩“王者荣耀”
手游，两只耳朵都塞上耳机，可谓专心致
志。宝妈表示:“乐园内有工作人员看着、
还有安全绳不会出事。”也有家长表示，好
不容易放飞“小神兽”了，当然要让自己休
息下。

记者观察发现，虽然该乐园内配有防护
头具，但是在内游玩的孩童却无一人穿戴，
而且平均1名乐园工作人员高峰期要同时
看顾10名左右孩童，对于碰撞、滑落等情况
很难照顾周全。

同样，万达广场2楼的儿童轮滑运动馆
里也有类似情况，10余名孩童在2名轮滑教

练的陪同下，在室内游玩，而家长则排排坐
在玻璃墙外，齐刷刷低头玩着手机，场面好
不壮观。

不光是付费型、全封闭式游乐场所，当
天下午记者走访金城·沃尔玛购物广场发
现，在室外儿童蹦床处，不少家长也表现得
十分“心宽”。

尽管门前的三张蹦床都有孩童在嬉戏，
附近却只有一名家长在眼前陪同，同样也是
低头摆弄着手机，放任孩童自顾自的上下跳
动。

在一家商场二楼的迷你赛车游乐区，几
名儿童正在赛道里上演“速度与激情”，最令
人费解的是，赛车虽然开起来速度不快，周

围也有工作人员指导，但家长非但不在身边
看护，竟然“躲”进了旁边的室内休息区，悠
闲的刷着手机。“孩子太吵了，晃得我眼花。”
一位爸爸说，反正孩子也不小了，玩累了就
会回来找自己。

【记者手记】

记者留意到，这些游乐设施都贴有“入
园须知”“免责声明”等，提醒家长尽到看护
义务，部分家长仍视而不见。商家作为乐园
的运营者有做好设施防护的责任和义务，而
家长作为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不单要成
为保卫孩童安全的护航员，更应该是他们健
康生长的见证者。

放飞“小神兽”“低头族”家长要当心

崇阳教师王值军

荣获“2020马云乡村教师奖”
本报讯 记者焦姣报道：心有光芒，必有远

芳，近日，2020“马云乡村教师奖”出炉，我市崇
阳县青山镇尺冲教学点教师王值军获此殊荣。

现年43岁的王值军，自1995年从蒲圻师
范毕业后，就一直在崇阳县青山库区的盘山教
学点、沈家教学点、郑家教学点和尺冲教学点担
任教学工作，多年来风雨无阻地摇着小船接送
一届又一届的学生上学，被学生们亲切地称为
是通往知识海洋的“摆渡人”，先后多次荣获全
县“优秀教师”和全市"模范农村教师”，2017年
还被评为“全省十佳师德标兵”。

“感谢马云基金会主办方把这个奖项颁发
给我，这既是对我个人工作的鼓励，更是对我们
扎根在乡村一线教师支持。”王值军说道。

据了解，马云公益基金会是马云个人发起
并捐赠成立，重点关注乡村教育发展领域，旨在
唤醒社会对乡村教师与乡村教育的关注，使乡
村教师的价值得到认可。2020年度马云乡村
教师计划启动以来，收到了来自全国30个省市
自治区有效申报材料5500份，经过基金会的实
地走访、评委初评、公示终评、复核，最终确定全
国100位获奖教师。其中王值军老师获此殊荣，
也是湖北省四名获奖教师中、咸宁市唯一一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