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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顺县开展“科普大篷车进校园”活动

“中国天眼”多项重磅成果发布
新华社北京 1 月 6 日电 持续发现毫秒脉冲星；FAST 中
性氢谱线测量星际磁场取得重大进展；获得迄今最大快速射
电暴爆发事件样本，首次揭示快速射电暴爆发率的完整能谱
及其双峰结构……
被 誉 为“ 中 国 天 眼 ”的 500 米 口 径 球 面 射 电 望 远 镜
（FAST），是观天巨目、国之重器。记者从中国科学院获悉，
2021 年，科学家依托 FAST 取得一批重要科研成果。基于超
高灵敏度的明显优势，FAST 已成为中低频射电天文领域的
观天利器。
中性氢是宇宙中丰度最高的元素，广泛存在于宇宙的不
同时期，是不同尺度物质分布的最佳示踪物之一。中科院国

家天文台庆道冲、李菂领导的国际合作团队采用原创的中性
氢窄线自吸收方法，利用 FAST 首次获得原恒星核包层中的
高置信度的塞曼效应测量结果，为解决恒星形成三大经典问
题之一的“磁通量问题”
提供了重要的观测证据。
快速射电暴（FRB）是宇宙中最明亮射电爆发现象，起源
未知，是天文学最新热点之一。国家天文台李菂、王培、朱炜
玮领导的国际合作团队利用 FAST 对快速射电暴 FRB121102
进行观测，在约 50 天内探测到 1652 次爆发事件，获得迄今最
大的快速射电暴爆发事件样本，超过此前本领域所有文章发
表的爆发事件总量，首次揭示了快速射电暴爆发率的完整能
谱及其双峰结构。

发现脉冲星是国际大型射电望远镜观测的主要科学目
标之一。国家天文台韩金林领导的 FAST 重大优先项目“银
道面脉冲星快照巡天”在不到两年时间里，新发现 279 颗脉
冲星，其中 65 个为毫秒脉冲星，在双星系统中的有 22 颗。截
至目前，FAST 共发现约 500 颗脉冲星，成为自其运行以来世
界上发现脉冲星效率最高的设备。
据悉，FAST 自 2020 年 1 月通过国家验收以来，运行效率
和质量不断提高，年观测时长超过 5300 小时。2021 年 3 月，
FAST 正式向全球开放共享，已有 14 个国家（不含中国）的 27
份国际项目获得批准并启动科学观测。
（新华社记者 张泉 宋晨）

本报讯 为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近日，长顺
县科普大篷车走进长顺摆塘小学，将 20 余件科普展品整齐
摆放在操场上，
为孩子们送去了丰盛的“科技大餐”。
活动当天，师生们兴致勃勃地参观了“无弦琴”、
“锥体
上滚”、
“听话的小球”、
“无形的力”等 20 余种展品。同学们
亲身体会到了科技神奇的力量，感受到了科学带来的快乐
和魅力。
此次活动，共发放科普宣传书籍 600 余份。科普大篷
车进校园活动传播了科学思想、弘扬了科学精神，
开发了同
学们的智力，开阔了他们的视野，为他们学科学、用科学提
供了有益的帮助。
（常科 陈海 摄影报道）

中国天眼FAST 拟向中小学生
开放1%观测时间
被 誉 为 “ 中 国 天 眼 ” 的 500 米 口 径 球 面 射 电 望 远 镜
（FAST），是目前世界上最大、最灵敏的单口径射电望远
镜，能捕捉 137 亿光年之遥的宇宙信号。截至目前，它共发
现约 500 颗脉冲星。
FAST 正式开放共享以来，14 个国家的 27 份国际项目获
批启动科学观测。2022 年，FAST 还考虑向中小学生开放 1%
的观测时间。
（来源：央视新闻）

都匀市：名师送“三课”
为“双减”下的教师赋能

罗甸县公安局

开展水生野生保护科普宣传活动
2021 年 12 月 19 日拍摄的“中国天眼
中国天眼”
”
全景（维护保养期间摄
维护保养期间摄，
，无人机照片
无人机照片）
）。
新华社记者 欧东衢 摄

龙里县

举办刺梨冬季修剪技术现场培训

本报讯 2021 年，都匀市教育局聚焦“双减”背景下教师专业
能力和综合素养，
以名师工作室为载体，
开展“三名人才”
送教学示
范、集慧教研、专题培训“三课”
活动，
积极推动教师能力提升、课堂
质量提高、减负增效提质，
加大“双减”
政策落实力度。
送“教学示范课”
优化教法，
提高课堂质量。围绕“向课堂要质
量”目标，精心组织、高效打磨各学科优质课、示范课 48 节，组织 19
间教学名师、名校长、名班主任工作室研训团队面向全市城乡学校
推广先进教学范例，
开展送课活动 22 场次，
覆盖城乡教师约 880 余
人，
深度释放名师资源效益。在示范教学中，
授课教师以新颖的教
学理念、独特的教学风格向参训教师展示多元课堂教学，
为老师们
创新课堂教学方式和推进课堂教学改革提供了启迪和参考，引导
教师们强化改革意识、创新意识、质量意识，为提高“双减”背景下
的课堂教学质量奠定良好的师资基础。
送“集慧教研课”
强化素养，
提升专业能力。围绕“向教研要质
量”
目标，
充分发挥名师工作室引领示范作用，
积极开展送研活动，
各名师工作室在完成送课活动基础上，组织开展送研活动 20 余场
次。活动中，
各工作室主持人组织全体参与教师和成员通过听课、
评课、研讨、交流，围绕示范课教学目的、教学设计、教学环节和教
学效果深入展开“集慧式”研讨，大家聚焦“双减”主题讨论示范课
存在的优点和不足，
在集体研讨中碰撞思维，
激发提高课堂质量的
“金点子”
和好办法，
启发教师打开思路、反思不足、借鉴参考，
提高
处理教材、安排教材、驾驭课堂的能力。
送“专题培训课”
转化成果，
提质减负增效。围绕“向培训要质
量”目标，在送课送研活动之后，各工作室还向学校送去“第三课”
即“专题培训课”。由工作室主持人、学校管理干部、学科骨干教
师，
以及邀请到的黔南师院专家教授为送培学校校长、管理干部和
教师开展专题培训讲座，
切实转化示范教学和教研活动成果，
共开
展送培讲座 29 场次。各主讲专家、骨干教师围绕班主任工作、校
长能力提升、学科核心素养、作业设计、课后服务、班级管理、校园
文化等多方面内容、多角度展开培训，全面增强全市学校、教师的
底蕴和素质，
进一步释放教学活力，
实现“减负不减质”。
“双减”
是一项系统工程，
需要持续发力，
“减负”
只是手段和方
法，该市教育局将立足为“双减”下的教师赋能，步履坚实地走好
“立德树人，减负增效”的实践之路，共同实现师者的梦，点燃孩子
的梦。
（杨波 摄影报道）

本报讯 根据
《龙里县 2021 年专
家服务刺梨产业高
质量发展行动工作
方案》 和 《贵州省
首届科技文化节
—— 龙 里 县 2021
年科技助力刺梨产
业高质量发展“五
个一”活动工作方
案》 要求，近日，
龙里县科协、县林
业局联合在湾滩河
金批村开展刺梨冬
季修剪技术现场培
训会，全县种植户
及 农 技 人 员 50 余
人参加培训。
培训会上，省
刺梨学会理事长樊
卫国教授根据现场
刺梨长势情况，结
合当地地理位置、
气候条件、土壤特
点，向群众分析并
讲解了刺梨田间管护、微量元素配方施肥、生物防治等
技术。通过“面对面”“手把手”教学方式将刺梨修剪
技术传授给种植农户，并对群众提出生产问题给予解
答。

专家现场指导刺梨田间管护技术
通过培训，种植农户们切实感受到技术管理与粗放
管理对刺梨产量和品质的影响原因，同时，增强群众科
学种植的信心，激励群众规模发展的创富干劲。
（陈绘宇 摄影报道）

荔波县 20 名教师获“励耕计划”资助
本报讯 近日，荔波县举行 2021 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
金教育助学项目“励耕计划”发放仪式。该县符合条件的
20 名家庭经济困难教师每人分别获得 2021 年中央专项彩
票公益金教育助学项目“励耕计划”1 万元资助，共发放资
助金 20 万元。
据了解，
“励耕计划”
是中央财政安排专项彩票公益金，
由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具体组织用于资助家庭经济困难教
师的项目。专项用于资助爱党爱国、遵纪守法、爱岗敬业、
师德高尚的家庭经济困难的幼儿园、中小学和中职学校教
师。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资助长期就职于乡村学校的教
师。资助项目包括一般资助和重点资助两部分，一般资助
即资助标准为 1 万元。

本报讯 1 月 5 日，受深圳多乐基金会委托，罗甸县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县教育局到平岩小学组织举行爱心物资捐赠
仪式。
捐赠仪式上，罗甸县教育局负责人代表平岩小学对深圳多
乐基金会表示衷心感谢并表示，此次捐赠是深圳多乐基金会爱
心人士对罗甸教育事业发展的大力支持，也是对平岩小学全体
学生的殷切关怀，希望学校将不负所望，不断提高教育教学水
平，
使每个学生都能快乐学习、快乐生活、快乐成长。

本报讯 近日，罗甸县公安局各派出所深入辖区水域
进行地毯式巡查，
广泛开展禁捕退捕法律宣传，
依法打击非
法捕捞、违规垂钓等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科普宣传活动。
针对辖区蒙江坝王河内有国家二级保护对象斑鳠（芝
麻剑），
其他保护对象包括南方白甲鱼、多耙光唇鱼、大鳞细
齿塘鳢等珍贵资源，
在宣传活动中，
各派出所民辅警结合辖
区河段情况，深入辖区农贸市场、餐馆、河流沿线、水库、村
社等多个地方开展禁售禁捕野生鱼排查，向群众讲解禁渔
期和禁渔区常识以及非法捕捞的危害性，并通过讲解打击
非法捕捞渔业资源的违法犯罪案例来积极引导群众自觉遵
纪守法，让群众做到不捕捞、不加工、不食用非法捕捞的水
产品。同时，
号召鼓励群众积极举报各种违法行为，
对发现
非法捕捞的线索要及时报告。
开展此类宣传活动，
旨在号召群众自觉遵守禁捕规定，
营造出“不敢捕、不能捕、不想捕”的社会氛围，有效震慑了
濛江流域非法捕鱼的违法犯罪活动。调动周边群众保护河
道的积极性，
提高群众的生态保护意识，
严厉打击辖区水域
的非法捕捞行为，为维护好辖区水域生态平衡发展夯实了
基础。此次活动，新发放宣传册 3000 余份，新张贴警示标
牌 100 余个，
出动警力 200 余人次，
警车 30 余辆。
（何知才 王文丽 摄影报道）

向群众讲解科普知识

2021 年度该项目开展以来，荔波县教育局高度重视，
按照“公平、公正、公开”
的原则，
周密制定工作方案，
规范操
作程序，对申请教师严格审核材料。相关学校对申报教师
家庭开展了实地走访，
切实把广大教师中因遭受自然灾害、
突发事故或重大疾病等原因造成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教师
遴选出来进行资助，
把党和政府的惠教政策落到实处，
让他
们深切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怀。
发放仪式上，
受资助教师们纷纷表示，
获得资助体现了
党和国家及各级组织对自己的关心、关怀，
资助真是雪中送
炭，给了无限的温暖，给自己很大的帮助，让自己重新点燃
对生活的信心和希望。
（何可武）

罗甸县平岩小学获捐赠价值 5.5 万元校服

学生代表领取校服

学生参观科普展品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希望学校以此次捐赠为契机，加
强校园文化建设，促进学校内涵发展，创造书香、人和的文化育
人氛围；希望老师在工作中永葆不辞辛苦、无私奉献的精神，为
学校的教育教育发展继续奉献力量；
希望同学们认真学习、奋发
图强，
用优异的成绩回报深圳多乐基金会爱心人士的真切关怀，
感恩老师的辛勤教导。
据悉，
此次捐赠活动，
深圳多乐基金会共向罗甸县平岩小学
捐赠学生校服 421 套，
价值 5.5 万元。
（蒲开明 摄影报道）

龙里县

延伸“校农结合”链条 奏响乡村振兴“惠民乐”
本报讯 “哇！紫山药好好吃啊，吃了还想吃”。龙里
各学校传来学生们的赞叹声。 为丰富学生营养餐种类、保
证学生营养均衡，
近期龙里县教育局创新工作思路，
拓宽工
作渠道，
不断延伸“校农结合”
链条，
打通产销对接渠道。
醒狮镇凉水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种植了大量紫山药，紫
山药口感好、营养价值很高，
但价格是普通山药的两倍。龙
里县教育局第一时间会同营养餐配送公司（黔南州健源餐
饮管理有限公司）与凉水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对接，
合作社了
解情况后，
为了让学生能够吃上新鲜的紫山药，
同意以略高
于普通山药的价格销售签订了长期收购合同，拓宽凉水村
农产品的销售渠道。
龙里县醒狮镇凉水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负责人罗顺玉
说：
“我这里的山药都是新鲜的，
虽然收购价格低了点，
但合
作社的农产品有了稳定的销路，
带动了地方群众就业增收，
学生们也能吃到优质的山药”。
黔南州健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钟旭说：
“公司愿
高于普通山药价格收购配送到学生食堂，
同时，
会选派农业
专家帮助农户解决种植和养殖技术层面上的问题，只要合
作社种植出来的食材能够达标学生营养餐食材安全标准
的，
公司都愿意第一时间收购”。
下一步，
该县教育局还将进一步让学生在校能够吃饱、
吃好，积极开展农产品进学校工作，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
力振兴乡村提速增效。
（李佳 摄影报道）

做好的紫山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