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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测体温、查“两码”、身份核对、信息录入……9
月4日，历时半年改造的黔南民族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青云湖
校区正式迎来2021级新生。

新生入学第一天，该校领导到杉木湖校区、青云湖校区
各系部报到点巡查开学报到工作情况，看望慰问坚守工作岗
位的师生及志愿者，并走进学生宿舍看望慰问新同学，了解
新生住宿等情况。

黔南医专青云湖校区原为都匀华宸一中校址，2020年，
州委、州政府将该校区划转给黔南医专办学。今年 1月，该
校开始对青云湖校区校舍、教学用房、内部道路、水电管网等
配套设施设备进行改造和安置。为保证新校区的顺利启用，

全校上下众志成城，团结一心，“与时间赛跑”，在保证工程质
量与施工安全的前提下，不断攻坚克难，按照预定计划在新
生开学前完成该校区的建设工作，终于从蓝图变成了现实。

青云湖校区的顺利启用，对于拓展学校办学空间和规
模、提升整体办学层次和多校区办学能力，都具有十分重大
的战略意义。目前已有医学检验系、医学影像系两个系部共
4个专业近2000名师生入驻青云湖校区。

据悉，新生报到结束后，学校将陆续开展开学典礼、军
训、“开学第一课”等教育教学活动。届时，3000余名新生将
迎来美好的大学生活。

（甘静 吴紫花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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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都匀市税务局组织 10名志愿者，在
开学第一天到都匀四小开展“助力开学季，服务进校园”
志愿服务活动。

都匀市四小地处都匀市青云湖大道中段，学校附近是
密集住宅区，学生上学和放学时间交通情况拥挤，每年夏
季开学则更加拥挤。因此，都匀市税务局积极组织开展

“助力开学季，服务进校园”志愿服务活动，提前与都匀
四小对接，实地勘察情况，确定服务人数和服务时间段。
并抽调 10 名青年干部，着税务制服，身披志愿者绶带，
分别在 7点 15分、11点、14点、16点到最拥堵的校门口
和学校前方的十字路口处协助疏导交通,每次1个半小时左
右。

活动当天，都匀市税务局志愿者现场疏导车辆150余
辆，劝阻家长高峰期长时间停车 40余辆，协调交警劝阻
小区道路违规停车 10 余辆，同时做好学生、家长的分
流，提醒孩子们安全行走、小心规避车辆。

“你们这次活动真是帮了我们大忙了，以往开学第一
天都堵得水泄不通，你们来了以后开学第一天不仅秩序井
然，这税务蓝和志愿红成为我们学校门口一道亮丽的风景
线。非常感谢你们，希望下次再得到你们的帮助。”都匀
四小副校长张专说。

此次活动的开展，不仅维护了现场交通秩序，有效的
提高了家长和学生的交通安全意识，传播了文明出行的正
能量，还增强了都匀市税务局青年干部的服务意识，有利

于将“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推向深入。
（刘婧维 本报记者 蒙帮婉 摄影报道）

都匀市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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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月3日，黔南农行与都匀市教育局签署校外培训
机构资金监管合作协议，正式成为都匀市校外培训机构唯一合
作银行。

前期，该行领导带头营销，多次走访，积极配合当地教育局
的工作规划，加强沟通联系，认真落实机构开户和资金监管各项
工作，充分利用公私联动机制做好场景建设，通过一系列努力，
获得都匀市教育局的认可和信任，最终促使协议的签订落地。

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黔南农行将在遵循国家法律法规、金
融政策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全能型金融业务优势，全力支持教育
事业的发展，为校外教育培训机构提供全方位、高品质金融服
务，并负责与都匀市教育局及其所管辖的校外培训机构签订学
员培训费资金管理三方监管协议，以及资金拨付和资金安全管
理等多项工作。

下一步，黔南农行将与都匀市教育局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
关系，以积极推动教育事业发展为目标，进一步探索新型银政合
作模式，助力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教育现代化、提升学校校
企创新能力、加强校外培训机构管理、信息化建设等工作。

（黎亚婷）

黔南农行成为都匀市
校外培训机构唯一合作银行

本报讯 近日，为缓解高考毕业生申请助学贷款存在人员
密集、排队长、耗时长等问题，平塘县政务服务中心联合县教育
局在县政务大厅开设“助学贷款办理窗口”，为高校学子开辟绿
色通道，畅通学子求学之路。

“工作人员的态度非常好，也很耐心，我忘记带的资料，他
们都会耐心地指导我处理，顺利帮我完成了助学贷款手续，真
的很感谢他们。”一大早，在县政务大厅“助学贷款办理窗口”，
前来办理助学贷款的金盆街道办事处吉古村拉先组的学生石
朝爽感激地说道。

助学贷款办理正值高峰期，疫情防控也正值关键时期，平
塘县政务服务中心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坚持疫情防
控和政务服务工作“两手抓、两不误”，积极做好助学贷款申办
工作，让办理大学生助学贷款的群众“最多跑一次”，帮助困难
学子圆大学梦。

“我们为需要办理助学贷款的家庭提供‘线上+线下’服务，
续贷和还款业务可在线上提交办理，首贷业务在线下办理，大
大减少人员密集，让群众少跑路，更加方便群众办事。”助学贷
款窗口工作人员介绍道。

据了解，截至目前，平塘县已陆续为 2860名学生办理助学
贷款业务，总放贷金额约2100万元。

工作人员正在为学生申办助学贷款。 （毛丽 摄影报道）

平塘

开辟助学贷款绿色通道 畅通学子求学之路

本报讯 近日，为筹备好三都全县中小学课堂教学改革展
示会，三都自治县教育局组织人员到鹏城希望学校观摩指导“三
阶五步”教学法。

当天，该县教育局教研员先后观摩了鹏城希望学校语文、数
学和英语各 1节课。课堂上，授课教师均能运用“三阶五步”教
学法来进行教学，改变了传统的“一言堂”、“满堂灌”的教学模
式，提高了学生在课堂上的学习积极性。在开展集中说课、评课
活动时，教研员和参加的观摩教师畅所欲言，认为授课教师充分
运用“三阶五步”教学流程和方法进行课堂教学，导学案编写格
式规范，教学目标明确，重、难点突出，问题设置合理，小组合作
探究积极，课堂整体效果较好。同时也指出了在授课中出现问
题和不足。

在总结会上，鹏城希望学校负责人针对存在的问题表示，将
及时组织授课教师继续打磨，努力打造出令人满意的课改样本
校，逐步完善和推广“三阶五步”教学法。

据悉，“三阶五步”教学法经过鹏城希望学校多年的打造已
初步成型，其最大的特点就是以教材为主线、学生为主体、教师
为主导，通过课前预习、课中学习、课后练习三个阶段及课堂教
学五步骤（即：预习检查、互学探究、展示提高、达标检测、点评总
结）的落实来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鹏城）

三都

“三阶五步”教学法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本报讯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幼儿园管理要求，规范办学
行为，近日，罗甸细化工作措施，强化“三抓三保”，迅速开展
无证幼儿园规范办学行为整治，对存在突出安全隐患、办学
行为不规范、不落实整改措施、不具备办学基本条件的幼儿
园坚决予以整治，并积极进行政策宣传和教育。

抓实安排部署，确保工作有序推进。 今年以来，罗甸县
教育局多次组织正在筹设期的幼儿园召开工作推进会，明
确幼儿园筹设时间、标准、内容等。7月，罗甸县教育局组织
评估组专家对全县 15家筹设幼儿园开展评估，评估结果有
10家幼儿园达不到设立标准，罗甸县教育局立即对涉及幼
儿园下发不同意设立通知书，召开无证幼儿园专项治理工
作会，对无证幼儿园治理工作进行安排，制定周密部署，有
力推进无证幼儿园治理工作。

抓实排查整顿，确保工作有效落实。为顺利推进无证
幼儿园治理工作，罗甸县教育局成立5个无证幼儿园治理工
作排查小组，实施蹲点包保，深入 10 家幼儿园排查治理成
效。对存在无证违规招生，拒不对在园学生进行分流的，县
教育局切实履行职能部门责任，深入开展劝停劝退，做好幼
儿分流等工作。截止目前，罗甸县 10所无证幼儿园中已全
部关停。

抓实宣传教育，确保工作氛围浓厚。开展无证幼儿园
治理工作以来，罗甸县教育局会同县委宣传部等部门，强化
宣传引导，通过电视、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开展治理宣传，相
继下发《罗甸县教育局关于公布 2021年民办幼儿园白名单
的公告》及《罗甸县教育局关于依法取缔无证民办幼儿园的
通告》等公告，营造积极浓厚的宣传氛围，确保人人知晓，深

入人心，引导家长将子女送到有资质的幼儿园就读，确保治
理工作平稳有序推进。

据悉，目前罗甸共有 81 所幼儿园，其中公办幼儿园 57
所，民办幼儿园 24所（23所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在园幼儿
11517名，其中普惠性幼儿园在园幼儿11412人。下步，罗甸
县教育、市监、民政、公安等部门，将采取有力措施，强化县
内民办幼儿园的监督管理，健全长效监督管理机制，进一步
规范办园行为，努力推进学前教育良性发展。

（岑正前 摄影报道）

罗甸：“三抓三保”规范无证幼儿园办学行为

评估组到相关幼儿园开展评估工作

基于国家大科技基础设施
FAST望远镜（“中国天眼”），南
京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邱
科平教授团队在距离银河系中
心22 kpc（1 kpc约为3262光年）
的地方发现了一条长度达5 kpc
的中性氢结构，根据其形态将其
命名为“香蒲”（Cattail）。根据
分析，这可能是目前银河系中距
离最远、尺度最长的巨纤维结
构，或者是一段新的旋臂。

近年来，基于赫歇尔（Her⁃
schel）空间天文台等设备的观
测，天文学家发现银河系星际气
体普遍呈现出纤维状或丝状结
构。在多层次的气体纤维结构
中，长度大于 10 pc（1 pc 约为
3.26 光年）的被称为巨纤维结
构。到目前为止，银河系已发现
的巨纤维结构中，尺度最大的约
长 1 kpc，与银河系中心距离最
远为 12 kpc。绝大部分巨纤维
结构都是基于分子气体探针发
现的。

FAST是目前世界上口径最
大的射电望远镜，能够给出分辨
率和灵敏度综合性能最好的中
性氢 21 厘米谱线数据。结合
FAST和最新的全天中性氢巡天
项目HI4PI的数据，邱科平教授
团队发现“香蒲”的总长度和银
心距离都远大于以往所发现的
巨纤维结构。

研究团队提出了两种可能
性：

（1）“香蒲”是银河系中距离
最远、尺度最长的巨纤维结构，
然而，理论模型预言巨纤维结构

一般与旋臂成协，而在“香蒲”视线方向上已知的旋臂离银心
最远也只有15 kpc，那么在银心距为22 kpc的地方如何产生这
样的巨纤维结构？这个问题目前没有好的答案；

（2）这是一段新的、银心距为 22 kpc的旋臂，但是研究发
现它的银纬高度并不完全满足这个距离上物理银盘的翘曲程
度。因此，无论哪一种可能性，都与目前的银河系结构图像有
显著偏差。“香蒲”的发现为我们认识银河系结构提供了新的
视角。此外，此项工作还证认出外盾牌-半人马臂在银经 70
度到100度之间的新的延伸结构（图1中绿色虚线所示）。

该项研究成果将以“银河系中最大气体纤维状结构或一
段新旋臂的发现（The discovery of the largest gas filament in
our Galaxy, or a new spiral arm?）”为题在近期《天体物理学快
报》（The Astrophysical Journal Letters）发表。

所有作者均来自于南京大学，邱科平教授为该论文通讯
作者，博士后李翀为第一作者。据了解，该论文也是FAST第
一篇谱线成图工作。该工作得到了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与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 （南京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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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FAST运行与发展中心就FAST数据科研成
果新闻发布作出相关规定。

规定要求，FAST用户在宣传使用FAST数据产生的科研成
果时，要注意宣传用语的规范性、真实性和准确性，以避免造成
不良影响。

尤其针对重大的科学成果召开新闻发布会时，应提前与
FAST运行和发展中心沟通，商议新闻发布的内容、形式、时间、
地点及参会人员信息等，建议双方达到一致后进行新闻发布
会。如用户违反此规定，FAST运行和发展中心有权拒绝为该
用户提供后续观测。 （本报记者 陈海）

FAST运行与发展中心

为FAST数据科研成果新闻发布立规

积极引导保持车辆和行人行走畅通积极引导保持车辆和行人行走畅通

志愿者正在维持上学放学秩序志愿者正在维持上学放学秩序

科普宣传活动现场科普宣传活动现场

本报讯 近日，长顺县妇联在广顺镇核子村开展“幸福家”宣
讲会、“两癌”防治科普、“妇女之家”建设调研等活动。

活动进一步增强了广大妇女对“两癌”疾病知识的了解，不断
提升妇女的自我保健意识，促进“两癌”早发现、早诊断、早治
疗。 在“两癌”防治知识科普宣传活动现场，播放了“两癌”科普
视频宣传片，从乳腺癌、宫颈癌的症状、如何自我诊断、筛查以及
早期防治、治疗中间注意事项、术后防止复发以及宫颈癌疫苗防
疫等多个方面，由相关人员结合视频进行详细解说。现场聆听讲
座的妇女纷纷表示：“这堂课上得好，能听得懂”。

本次宣传活动通过对“两癌”知识的讲解和女性生殖健康知
识宣讲，切实提高了广大妇女身心健康的自我检测和防范保护意
识，为她们筑起一道健康屏障，让更多的妇女得到真正的关爱和
帮助。 （韦江美 陈海 摄影报道）

长顺县妇联开展“两癌”防治科普宣传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