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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为何雾霾天格外多
刚刚过去的几天，我国大部分地区
被雾霾笼罩。每到冬季，雾霾就会不期
而至，
让人不胜其烦。
为何一到冬天，雾霾天似乎就多起
来，我国雾霾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全球变
暖对雾霾究竟有着怎样的影响，又该采
取怎样的防治措施？
煤消费过量是雾霾的主因
影响我国雾霾的主要因素有两类：
一是排放，二是气象条件。其中，最根本
的原因是以煤炭为主的不清洁能源的过
量消费。
大气气溶胶是悬浮在大气中的固体

和液体粒子的总称，表土、海洋、植被是
气溶胶粒子主要自然来源，人为排放源
则主要是化石燃料、生物质燃烧，土地利
用、土地覆盖的变化，如城镇化以及涂
料、化工产业等。
世界气象组织用能见度来定义雾和
霾，空气中的小水滴过多也会使能见度
下降，由小水滴引起的能见度小于 1 公
里时，称作雾；由气溶胶粒子和吸湿性气
溶胶引起的能见度小于 10 公里时，称作
霾。过去的雾、霾是自然现象，气溶胶是
背景气溶胶，作为云雾凝结核的气溶胶
主要来自自然过程，现今不论是雾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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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为什么要逆风起飞
都说“顺水推舟”，但对飞机而言，却是
逆风起飞更容易，
这是为什么呢？
这和放风筝的道理是类似的——想让
风筝升起来，你得逆着风跑。逆风跑固然费
劲，但它能更快增加风筝或飞机的升力。这
里需要区分飞机的两种速度——地速和空
速。地速即飞机相对地面的速度，空速则是
飞机相对周围气流的速度。飞机起飞靠的
是机翼上下两侧空气流速差产生的压强差，
进而提供升力，因此决定飞机能否顺利起飞
的是空速，
而非地速。
不过，在起飞后的巡航阶段，还是顺风
飞行效率更高。一些航班如果搭上大气急
流的顺风车就可以大大缩短航行时间。最
后的降落阶段则需要增加阻力减速，此时又
是逆风更安全。
（许中镜）

“学校不仅是培养学生的摇篮，也
是培养教师的沃土。学校不仅是教师
工 作 的 场 所 ，更 应 该 是 教 师 成 长 的 舞
台。”龙山县第四小学始终坚持这一理
念 ，关 注 教 师 的 成 长 ，规 划 教 师 的 成
长。学校成立 26 年以来，先后培养出
了 1 名国家级优秀教师，3 名省级优秀
教师，6 名州级优秀教师，21 名县级骨
干教师。学校在教师们专业成长的道
路上，奋力谱好五部曲，奏响了教师专
业成长的新乐章。
专业阅读 夯实基础
“教师获得教育素养的主要途径就
是读书、读书、再读书。”学校校长张光
明经常用苏霍姆林斯基的这一句名言
来鼓励教师多读书 ，读好书 。
《课程标
准》、
《给教师的建议》、
《优秀教师的九
堂必修课》、
《班主任工作漫谈》、
《陶行
知文集》等都是学校推荐给老师们的必
读书目。为了读书活动能落到实处，收
到实效，学校组织开展了系列活动。
“让
阅读走进生活 让书香润泽人生”为主
题的教师读书竞赛活动 ，
“ 书香城堡”
“书香班级”
“ 书香家庭”的创建评比活
动已经成为常态化。学校藏书 10 万余
册，
“ 书香校园”一直都是学校的办学特
色之一。教师们与书为伴，以书为师，
有效地推进校园文化建设和书香校园
的构建，帮助老师获取书中精华，实现
教师知识的有效积累，提升了教师理论
和实践水平，为教师的专业成长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专家点拨 助力成长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了解教育
教学的前沿动态，学习先进的教学理念，

霾都与加重的气溶胶污染有关。
气候变化雾霾污染影响如何？
那么，为什么冬天，污染排放相对稳
定的阶段，
雾霾天反而似乎格外多呢？
生活中，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下
午天气原本还是轻度污染，到了晚上或
夜间就变成重度了。事实上，谁是后期
这种“爆发性增长”的元凶，也是曾长期
困扰科学家的核心问题。
经过长期研究发现，污染累积到一
定程度后，会使气象条件进一步恶化，这
时会出现逆温、低层增湿、地表辐射、湍
流减弱等现象，由于湍流减弱，边界层高

开灯就能上网 Li-Fi 技术有啥用？

随着科技发展，Wi-Fi 无线上网技术为我们带来了便捷、高效的网
络体验。相比之下，Li-Fi 技术却鲜为人知，那么它究竟是一种怎样的
技术呢？
Li-Fi（Light Fidelity）即可见光无线通信，也称为光保真技术，是一
种利用灯泡发出的光传输数据的技术。此外，
与 Wi-Fi 相比，
Li-Fi 能实
现更大的宽带和更高的速度，
并且其网络设置几乎不需要任何新的基础
设施。Li-Fi 的优势还在于它不受无线电波干扰、
资源多，
并且节能环保。
（田维）

谱好五部曲 奏响新乐章
——龙山县第四小学教师专业成长工作纪实
通讯员 徐邦军 向莉莉
达到“以点带面”的目的，近几年来，学校 础知识与技能；带师德——育人之道。
累计投入资金 30 多万元，派出教师 80 余 师傅指导徒弟备课，帮助徒弟修改教案、
人次去省内外参加各种学习培训。窦桂 指导教法，提出改进意见，每学期听徒弟
梅、王崧舟、李镇西、魏书生等名师的课 上课 8 节以上。徒弟按师傅的建议和规
堂，龙山四小的老师都有幸观摩。外出 划备课、上课、批改作业。师傅每期上示
学习的老师观摩名师课堂，聆听专家讲 范课一节，徒弟每学年上一节汇报课。
座，开阔了眼界，带回了先进的教学思 学校对“徒弟”专业成长每期一评价，达
想以及大气从容的教学风格。在外学 到“毕业”标准后方可“毕业”，师徒双方
习的教师返校后结合自己的教学实际 的工作业绩实行捆绑。
“ 青蓝工程”的落
认真反思总结，并及时上好汇报课，把 实开展，加速了青年教师成长的步伐，方
学到的知识传给更多的人。在走出去 菱、王倩、王琼等一大批青年教师迅速成
的同时，学校也请专家来校作辅导。济 长，如今都能独当一面，完成了由“徒弟”
南市市中区经十一教育集团、南上山教 向
“师傅”
的华丽转身。
育集团、长沙市天心区红卫小学、长沙
教学研究 升华结晶
市芙蓉区育才第二小学的名师教学团
学校重视教育科学研究，扎实开展
队先后受邀来龙山四小上示范课，开展 课题研究，在研究中提升教师的专业水
现场教学讲座和专业培训。今年疫情 平，展示教师的风采。为搞好课题研究，
期间，济南市南上山教育集团与龙山四 学校制定了《课题研究管理办法》、
《课题
小开展“线上教研”活动，两校教师在网 研究指南》等方案，引导教师结合自己的
上“集体备课”
“ 集中研修”。梁春慧、向 教育教学生活，寻找有价值的问题作为
莉萍、邓林芳等州、县名师就是这样脱 研究课题，学校每学期组织两次课题研
颖而出的。
究专题培训。在“十二五”期间，龙山四
师徒结对 携手共进
小组织开展 3 个省级规划课题、1 个州级
在利用好外部资源的同时，学校注 规划课题、47 个县级课题的研究都已顺
重挖掘内部的潜力。为了更好地利用校 利结题并获奖。学校被评为“全州‘十二
内名师这一优质资源，学校坚持实施“青 五 ’湖 南 省 教 育 技 术 课 题 研 究 优 秀 单
蓝工程”，开展了师徒结对活动。要求指 位”，向莉莉、叶剑群、杨媛等人被评为
导教师要做到“三带”：带师魂——敬业 “教科研先进个人”。“十三五”期间，4
爱岗，无私奉献；带师能——掌握教学基 个省级规划课题已结题，30 余个县级微

度会压缩到污染初期的 1/3，形成显著的
双向反馈机制。
机理是气溶胶削弱到达地面太阳辐
射，
抑制边界层发展，
使所有污染物在水平
及垂直方向
‘稀释’
能力明显下降。正是其
主导了污染后期PM2.5的爆发性增长。
鉴于不清洁能源（主要是煤）的过量
使用是我国雾霾严重的最根本原因。未
来污染减排依然是重点，如控制煤炭消
费总量，增加天然气、非化石燃料使用；
加强煤的清洁使用，减少人为排放，机动
车控制，
重点在非道路用车、大货车等。
（付丽丽）

提了个醒

多唱歌
防声带老化
随 着 年 龄 增 长 ，很 多 人 说 话 的
声音跟以前不一样了，变得低沉甚
至嘶哑。有专家表示，人们的发声
功能从 30 岁就开始慢慢衰退，这主
要是由于声带及其周围肌肉衰退
所导致的。
中老年人声带多有不同程度的
萎缩，从而出现男声女化和女声男化
现象，即男子声音变得尖锐，女子声
音变得低沉。这种不良状况可以通
过锻炼声带及周围肌肉来改善，并且
从什么年龄开始都不晚。唱歌是锻
炼声带有效的方法，经常唱歌的人声
带老得慢，但注意不要扯着嗓子唱高
音，
反而是伤害。
（姚力杰）

型课题已结题并获奖，校级微型课题研
究做到了教师全覆盖。
“ 语文四步教学
法”
“ 数学分层教学法”等教学方法在学
校被广泛运用，都是老师们通过课题研
究得出的结晶，目前已广泛应用于学校
的课堂教学中。
“我们一定要沿着教科研
这条路走下去，用教研促成长，以教研谋
发展”，州“十二五”湖南省教育技术课题
研究先进个人，学校分管教科研工作的
谢海岸副校长坚定地说道。
多彩活动 展示风采
“学生要进行素质教育，我们的教师
也要进行素质教育，学校要多开展活动，
让学生在活动中成才，让教师在活动中
成长。”这是张光明校长在每期开学工作
会议上都会反复强调的话语。以活动为
载体，以活动促成长是龙山四小促进教
师专业成长的一项重要举措。精彩纷呈
的教学教研活动一直是学校一道亮丽的
风景。
“五个一竞赛活动”
“推门听课”
“青
年教师教学比武”
“ 骨干教师、学科带头
人示范课”等教学教研活动每年都如期
开展。
“ 新进教师展示课”已成为新进教
师的“第一考”，学校根据新进教师的情
况，帮其规划专业成长。众多教研活动
的开展，提升了教师的能力，让全体教师
都得到了锻炼和提高，更多的教师在活
动中收获了自信。
为教师搭建学习的平台，为教师规
划专业成长，让每一位教师都收获职业
的幸福，龙山四小正在用实际行动践行
这一理想。
教师专业成长的道路漫长而艰辛，
龙
山四小在专业成长的道路上会不断谱写
新的曲子，
奏响教师专业成长的新乐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