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月 24 日上午 9 点， 世界上最长的跨海
大桥———港珠澳大桥正式通车。

港珠澳大桥横跨伶仃洋海域，是世界最长
的跨海大桥、世界最长的钢结构桥梁，也是拥
有世界最长的海底隧道大桥，这项超级工程凝
聚了无数人的心血。

这项超级工程的完成，离不开湖南人的贡献。
华菱钢铁添彩“龙之骨骼”

港珠澳大桥如彩虹一般凌空跨海，这背后
少不了华菱钢铁的功劳。

从 2012年起，华菱湘钢先后生产了 4万多
吨桥梁钢，其中超过一半用在港珠澳大桥的主
桥面、侧板及护板。 这些桥梁钢“宽度尺寸超过
4米、平整度差不超过 2毫米”，标准非常严苛。

此外，华菱涟钢也提供了 2 万多吨的桥梁
钢，用在桥梁护栏矩形管和钢管桩上。

中车株洲送上防震御风“定海神针”
在港珠澳大桥的每个桥墩和桥面之间，有

一个橡胶隔震支座。 这个支座长 1.77 米、宽
1.77米，尺寸为世界最大。

它像是大桥的“气垫鞋”，“穿”上它，就如
同拥有“定海神针”。 无论是面临 16 级台风、8
级地震， 还是 30 万吨巨轮的撞击都能轻松消
解其冲击力。

这些“神针”由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
有限公司的子公司时代新材研发，能有效降低
袭击物对大桥的冲击力。

此外，该公司还为港珠澳大桥提供了氯丁
橡胶止水带，成功解决水下工程的防水问题。

收费大棚由湖南建工集团承建
港珠澳大桥建成之后， 管理养护非常重

要。
在港珠澳大桥的桥头，有一个现代化的收

费大棚， 它是港珠澳大桥一个地标性建筑，由
湖南建工集团承建。

2015 年 5 月， 湖南建工集团派 1000 多名

湖湘工匠，进驻大桥主体，耗时 3 年，完成 38
万平方米的施工场地，相当于一个大型楼盘那
么大。 先后建成大桥管理养护中心、大桥管理
区、 东人工岛工区和西人工岛工区建筑主体、
夜景灯光等工程。

今年 9 月，超强台风“山竹”过境，湖南建
工集团“建设成品”在台风中安然无恙，建筑湘
军的实力一览无遗。

除此之外，三一重工参与海底隧道沉管
浇注工作，同时组织 60 台（套）混凝土机械
设备参与施工； 中联重科在 2016 年 9 月和
2017 年 6 月期间，安排两台 500 吨的全路面
起重机 (QAY500) 进驻香港段人工岛的建
设，同时，还有 40 多台（套）泵车、塔机、起
重机等参与建桥；龙凤机械专门设计市面上
最大平台的桥梁施工安装车，用于港珠澳大
桥建设。

宗合

港珠澳大桥背后的湖南元素

踩单车为站台“绿色发电”
● 创意展台

在广州有轨电车海珠线琶醍站的 “智慧电车·绿色健康主题站”，
等车的乘客可骑上特制的单车健身，运动的能量可用于点亮站台黄色
安全线，也可为手机免费充电，富余电量还可用于站台装置的夜间照
明。 图为两位乘客在琶醍站体验踩单车“绿色发电”。 据新华社

● 动态传真

本报讯（通讯员 任彬彬 夏润龙）
《湖南创新型省份建设方案》 近日获科
技部通过。 根据方案，湖南拟进一步发
挥科教资源优势， 提升研发投入强度，
加强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统筹推
进长株潭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创
新型城市、国家高新区等创新平台载体
建设，加快培育高新技术企业，壮大高
新技术产业，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深化
制度创新和开放创新，完善引才用才机
制，营造良好创新生态。 科技部则将通
过建立定期工作会商机制、加强部省战
略对接、政策衔接、措施协同、资源集聚
等方式，助力湖南省研究解决建设中的
重大问题， 持续监测评价建设进展情
况，鼓励湖南形成具有湖南特色的创新
驱动发展模式，并及时总结典型经验予
以推广。

本报讯（通讯员 黄
乙珊）10 月 28 日， 由中
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
心、 中国青少年科技辅
导员协会和湖南省科学
技术协会共同主办的第
九届全国青少年科学影
像节展映展评活动在长
沙开幕。 来自全国 31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以
及澳门特别行政区的青
少年和科技教师代表、
评审专家和各地青少年
科技教育工作机构代表
近 500人参加。

本次全国青少年科
学影像节活动于 2018
年 4 月启动， 共收到申
报作品 3057 部，经过省
级评选，2356 部作品进
入全国阶段评选。 经专
家初评，124部作品入围
并参加展映展评活动。
活动期间，入围学生将角逐科学万花筒
最佳作品奖、最佳单项奖、一等奖、二等
奖、专项奖等多个奖项。

据了解，全国青少年科学影像节是
面向广大青少年开展的一项融知识性、
科学性、趣味性为一体的探究性科普活
动， 是鼓励广大青少年探索科学世界、
体验媒介技术、展示实践成果的一种重
要形式。 活动已连续举办 9 届，从 2015
年开始，被教育部列为“圆梦蒲公英”暑
期主题活动之一，活动已成为我国青少
年科普工作的一张靓丽名片。

浙江大学谢涛教授课题组提出一种在塑料制品中精
确“编码”的方法，通过数字化调控塑料制品内部“应力”，
植入精致的“隐形”图案，实现信息的隐形存储。

“我们并没有在材料里加入颜料，也没有改变材料表
面的微观结构，有图案是因为应力。 ”论文第一作者、浙江
大学博士生张国高说，应力由工艺原因带入，在塑料制品
中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普遍存在，日后会以翘曲、变形、甚至
开裂的形式释放出来， 这也是塑料制品不耐用的原因之
一。

课题组找到了一种数字化控制应力的方法。研究人员
首先在 60摄氏度左右均匀拉伸一张高分子塑料膜来储存
应力，之后用激光打印机在高分子膜上打印出不同灰度的
图案，并用红外光照射，在素色底片上定点“消除”应力。温
度的差异，让每个像素点应力的释放程度有所不同，于是
应力呈现出精细的梯度变化。这样一来，图案就从灰度“转
码”为应力分布，进而在材料中形成预设的“隐形”图案。

“在材料中，应力通常是被动引入的、不可控的一种
因素。而我们把这种力控制起来，进行‘编码’操作，去产生
更多的功能。 ”谢涛说，第一个可见的应用，就是实现信息
的隐形存储。 朱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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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俄罗斯正在制造一种“患者模拟机器
人”，它看上去非常像真人，可以流血、排尿和尖叫。 这种仿真机
器人身高 1.83 米，体重 70 公斤，看上去年龄在 40～50 岁之间，
它们能够模拟患者癫痫、咳嗽、晕倒，以及身体流血，患者模拟机
器人可作为医务工作者的实际培训模型。

这款机器人外观上非常像真人， 因此医生和护士可以在不
同情形下进行手术练习。“患者模拟机器人”设计公司表示，复杂
的医疗仿真器是“现实主义机器人的最高标准”。 它们将用于培
训新一代医学工作者， 让他们知道如何治疗从心脏病发作至手
臂割伤等各种疾病。

负责制造这款机器人的公司称， 他们的主要目的是提供一
个逼真模型进行心脏复苏和重症监护， 这通常很难在病人身上
复制实现。 卡麦拉

湖南创新型省份
建设获科技部批复

患者机器人会流血和尖叫

10 月 29 日从河北省科学技术
厅传出消息，“杂交水稻之父” 袁隆
平及其团队培育的超级杂交稻品种
“湘两优 900（超优千号）”再创单产
纪录：经第三方专家测产，该品种的
水稻在试验田内亩产 1203.36公斤。

此次测产由河北省科学技术厅
组织，邀请华中农业大学等单位的 5
名专家组成专家组， 在现场考察的

基础上，随机抽取了 3 块土地，机器
脱粒后，经除杂、称重等，最终评测
结果为平均亩产 1203.36公斤。

2017 年， 该品种的水稻在试验
田内亩产 1149.02 公斤，中国工程院
院士袁隆平曾亲临测产现场， 对于
评测结果， 袁隆平在现场写下了：
“亩产量遥遥领先于全世界。 ”

据新华社讯

亩产 1203.36公斤

袁隆平超级稻再创纪录

衡阳县三湖镇鼓峰中学有这样一位年轻
女教师，她身材娇小，却屡挑重担；她正值韶
华，却扎根乡村；她工作任务冗杂，却样样出色
……她，就是衡阳县优秀乡村教师凌朝霞。 凌
朝霞老师出生于 80年代，2000年参加工作，扎
根乡村教育事业二十年如一日，用真心和爱心
感化学生，用责任和专业成就学生，引领一批
批乡村孩子踏上求知求学的康庄大道。

凌朝霞老师在衡阳县西北边陲的三湖镇
工作了 9 年，长期担任初中语文、历史等学科
的教学工作，并一直担任班主任，周课时超过
20 节，早上比学生早起，晚上比学生晚睡，工
作任务相当繁重。她从不抱怨，每天都有忙不
完的事情和用不完的劲。夜深了，照顾好小女
儿睡下，还要查寝、备课、批改作业……

凡是凌朝霞老师任班主任的班级， 无论
是班风、 学风还是教学成绩都在同年级中遥
遥领先。“我觉得我真心爱学生，付出了我的
感情，学生愿意听我的话，学习上就会自觉一
些。 ”凌老师语言平淡无华，但却正是在这种

平淡中彰显着师德的光辉。
凌老师不提倡死读书和读死书， 她会经

常在班上组织活动帮助学生减负、减压，班级
气氛活跃，师生关系、生生关系非常融洽。 在
凌老师班上毕业的很多学生， 都会想方设法
将自己的弟妹送到凌老师身边， 希望他们也
能跟着凌老师学习。

作为班主任， 凌老师关注着班上每一个
孩子的成长， 尤其是一些家庭情况比较特殊
的孩子。 在乡村中学从教 18 年，她都会不厌
其烦地用自己的爱心和责任心， 滋润每一个
渴望被关爱的孩子， 赢得所有家长和学生的
称赞。

学生时代，凌朝霞就是闻名全校的学霸，
参加工作后对待自己的专业教学更是不断钻
研，精益求精，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学风格。

在课堂教学中， 凌老师积极进行课堂教学改
革的探索和研究，大胆实践。 她从学生的角度
出发，从乡村学校实际出发，极力发掘学生的
个性、潜能，指导学生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
让每一位学生都能在课堂上有所发展。 她所
任教的语文学科， 班级综合排名屡次在全镇
教育教学质量检测中名列第一。 辅导学生参
加省第二届中小学校园文学大赛， 获优秀辅
导老师奖；撰写的教学论文《新课标下初中语
文教学的几点探索》获国家级一等奖；2012 年
上交的教学论文《培养学生自改作文的能力
设想》获省二等奖。

凌老师不仅语文教得好， 跨学科教学也
十分出色。她是县级历史骨干老师，在全县历
史教师培训中为老师们上过示范课，多次代
表学校赴县市参赛，均获得好成绩。 她所任

教的历史科目班级综合排名连续 8 年位居
全镇第一，学生平均分超出全县平均成绩 20
多分。

凌老师突出的业务能力、 务实的工作作
风、朴实的处事风格，得到了领导、同事、家长
以及当地老百姓的一致好评， 也为她赢得了
一系列荣誉。 2006年、2007年、2015年度考核
被评为“优秀”，2017 年被评为县优秀班主任
和三湖镇“三八红旗手”，2018 年被评为“衡阳
县优秀乡村教师”。

十八年不长也不短， 一切都慢慢好起来
了，乡村教育事业越来越被重视，乡村学校校
容校貌、设备设施日新月异，“互联网 + 教育”
让山里娃也能享受到城里孩子同等的优质教
育资源， 乡村教师各项倾斜性的福利待遇以
及在职称评定、 评优评先等方面的优惠政策
得到了全面落实， 这一切都让凌老师对中国
乡村教育事业的发展更加充满了希望和期
盼， 也更加坚定了她为乡村教育事业奉献的
信念和决心。

鼓峰岭上朝霞红
———记衡阳县三湖镇鼓峰中学教师凌朝霞

通讯员 周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