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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羽荐书

名人读书

《春夜偶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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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世韶华①逝水过，
敢将颠沛②问如何；
喇叭声咽心余恨，
夜夜诗成当战歌。

《我的哥哥吹黑管》

《野风车》
这本书讲了很多乡村儿童的故事，其中最令我印象深

刻的故事是《阿雏》。阿雏因为幼时失去父母，在学校里经常
欺负弱小。可是在一次发大水时，阿雏舍弃了自己的生命救了同

学。这个故事里，我对阿雏既喜欢又讨厌。喜欢的是他在千钧一发的
时候，救了同学；讨厌的是阿雏平时对同学的凶恶。

在生活中，虽然我们也会遇到一些自私的人、不公平的事，但还是要学
习阿雏在危难面前，摒弃前嫌、为他人着想的品质。

太仓市经贸小学五（7）班 徐彦修 指导老师 李 静

《青鸟》
这本书是被誉为“比利时的莎士比亚”的作家梅特林克所写。青鸟象征着

幸福与快乐。在书中，蒂蒂尔和米蒂尔兄妹俩在寻找青鸟漫长的旅行过程中
懂得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

其实幸福无处不在：被父母批评是一种幸福，与朋友互帮互助是一
种幸福，和家人每天在一起是一种幸福，身体健健康康是一种幸福……

生活中不缺少幸福，只是缺少一颗感受幸福的心。
仪征市枣林湾学校三（2）班 唐睿泽
指导老师 蒋经媛

（俄）阿·阿列克辛 著

以虫为友 兴趣盎然
《昆虫记》精彩章节

《我的哥哥吹黑管》是俄罗斯著
名儿童文学作家阿列克辛的小说作
品集，共收录了他的《我的哥哥吹黑
管》与《第五排第三个》《“搭错神经
的叶夫多基娅”》《前天与后天》《欢
迎来电来访》等五篇小说。

《我的哥哥吹黑管》是一个女孩
子的日记，讲述了一个聪明敏感多
愁善感的女孩子把“自我”的价值完
全寄托在“他人”（哥哥）的身上，当
她发现自己的哥哥爱上了一位歌手
之后，却自作主张，要善意地拆散他
们，结果却深深伤害了他人，弄巧成
拙。小说对女孩子的心理刻画惟妙
惟肖，拿捏准确，虽然是短篇小说，
但尺寸之间的拿捏，颇显功夫。《第
五排第三个》和《“搭错神经的叶夫
多基娅”》则是对传统教育观念的反
思：大人往往从“自我”出发去理解
与“塑造”孩子，结果混淆了好坏，酿
成了悲剧。这两篇小说提出了严肃
而郑重的诘问：如何对待行为“出
格”或有才华却争强好胜的孩子？

作者阿列克辛曾荣获国际安徒
生奖，他的作品始终贯穿着一种人
文主义的情感教育，主题也较为集
中而鲜明：如何处理好自我与他人
的复杂关系？他的作品虽然诞生在

苏联时期，却不仅令少儿爱读，成年
人也爱不释手，迄今仍旧畅销不衰，
这是因为它的作品中的小主人公往
往介入成人世界，与成年人彼此影
响、彼此理解。阿列克辛的语言风
趣幽默，警句迭出，温和而不乏尖
锐，是“含泪的微笑”。

背景：辛忠荩擅长诗词，精通中医。在德安苏区工作时，他用医
术救活了很多人。

1939年2月24日，国民党反动派制造“岷山惨案”，杀害赣北工委
负责人及游击队干部30多人。当时辛忠荩正在为当地百姓看病，敌
人化装成病人将他逮捕。在场的辛忠荩的爱人抱着女儿怒骂国民党
反动派的惨无人道，敌人竟朝她胸前连开三枪，母女双双倒在血泊
中。

辛忠荩被捕后，反动军官对他进行各种物质引诱，施用了多种残
酷刑罚，辛忠荩始终坚贞不屈，视死如归。敌人最后拿出《圣经》，想
用宿命论来软化他的斗志，辛忠荩却在《圣经》的反面写下这首诗，表
达坚定的革命志向。4月29日，辛忠荩被敌人杀害。

作者：辛忠荩生于江西九江，1926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共
青团九江黄老门区委书记。1927年10月，辛忠荩参加创建赣北工农
革命军，1927年 12月，调任中共德安县委秘书长兼宣传部长。1930
年4月，被选任德安县苏维埃政府委员，同年9月，被江西省委任命为
中共德安县委书记。

1930 年 10 月辛忠荩首次被捕，被关押于南昌监狱。1931 年 4
月，他被软禁于德安，开了一家药店，一边行医一边继续革命工作。
不久后他第二次被捕，关入德安监狱，他在壁上题诗云：“能受天磨真
铁汉，不遭人忌是庸才。监牢且作玄都观，我是刘郎今又来。”敌人认
为他是书生狂妄，很快把他释放。为了摆脱危险的处境，1931年 10
月，党组织安排他到山东胶济铁路淄川铁路子弟小学教书。

1937年8月，国共合作抗日。辛忠荩回到德安，任中共赣北工作
委员会宣传部长。1939年，国民党反动派制造“岷山惨案”，辛忠荩
再度被捕，英勇就义。

释义：这么多年的美好时光就如流水悄悄流逝，回首往事，半生
的困顿流离到底是为了什么？窗外传来低沉的喇叭声，让人心生惆
怅，只有每夜写成的一首首诗篇如同革命的战歌催人奋进。

①韶华：春光，指青年时的光阴。
②颠沛：困顿。

叶圣陶：由浅入深读书法

我从来不知道小小的昆虫会有如
此魅力，直到看到这本让我惊艳的书
——《昆虫记》。

好斗的独角仙举着自己大大的钳
子，像是在示威，又像是在炫耀；外表慈
悲，内心却狠辣异常的螳螂是个天才的
演员，但那睁大的眼睛显示着它的贪
婪；还记得夏夜里最爱的闪着星光的萤
火虫吗？你可能不知，它正化身猎人，
将自己的尖刺毫不犹豫地刺入猎物的
躯体……

《昆虫记》的字里行间透露着一种

感情，一股能够让法布尔倾尽毕生心
血，依赖着一个放大镜，将昆虫琢磨到
底的劲头。“像哲学家一般地思，像美术
家一般地看，像文学家一般地写。”罗斯
丹这样形容法布尔。

让法布尔着迷的，是一片小小的池
塘，那里有小巧玲珑的七星瓢虫，比樱
桃核儿还要小，扑闪扑闪翅膀，惹人怜
爱……他的眼里射出了光芒，眸子里带
着渴望，带着对它浓浓的兴趣。因为这
莫名的兴趣，他包下了一大块地，专门
在那里与他的昆虫朋友会面。因为这

莫名的兴趣，他花了自己大半生的时
间，专门为更好地了解它们。因为这莫
名的兴趣，他迎着偏见，伴着贫穷，不怕
牺牲、冒犯和忘却，创作出了《昆虫记》。

爱因斯坦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
师。”法布尔不正是用他的九十二个春
秋完美诠释了这句话吗？兴趣，并非强
制，却比任何的强制手段更让人投入。
哪里没有兴趣，哪里就没有记忆。兴
趣，在心里烙下了极深的印记，让人为
之着迷，用上一生去探究其中的奥秘
……

常州市中天实验学校八（10）班 张雨欣
指导老师 李建新

萤火虫用它的工具反复轻轻敲打着蜗
牛的外膜,就好像和蜗牛逗着玩，而不是蜇
咬。用一个“扭”字来形容萤火虫对蜗牛施
行的手术比较恰如其分。萤火虫不慌不忙
有条不紊地扭着,每扭一次，还要稍加休息
一下，似乎想了解扭的效果如何。扭的次
数不多，至多扭六次蜗牛就无法动弹、没有
知觉了。萤火虫的方法是这么迅速奏效，
几乎可以说是闪电般的，毫无疑问，它利用
带槽的弯钩已经把毒液传播到蜗牛的身上
了。这些看似温和的蜇咬，却能产生快速
的效果。

如果蜗牛的壳和它的支持物没有贴
紧，这么一来，萤火虫就可以安静地美餐一
顿了。

叶圣陶先生治学严谨，对读
书的态度极为严肃、认真。他要
求“阅读必须认真，先求认真，次
求迅速，这是极重要的基本训
练。”

那么怎样认真地阅读呢？
叶老先生介绍了一种由浅入深
的读书方法：

每读一本书时，首先“就其
中的一篇或一章一节，逐句循
诵，摘出不了解的处所；然后用
平时阅读的经验，试把那些不了
解的处所自求解答；得到了解
答，再看注释或参考书”。这第

一步只要求读懂原文，扫清阅读
障碍，比如：不认识的生字词、不
理解的章句段落和名词术语等，
并且在扫除障碍中，训练自己独
立思考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此基础上，再“复读一遍，
明了全篇或全章全节的大意”。
这样要求就深入了一层，要吃透
本篇或本章节的内容，并且能够
概括出大意。囫囵吞枣是不行
的，缺乏分析综合的能力也是不
行的。

仅仅到此为止还不够，还必
须更深入一层，“最后细读一遍，

把应当记忆的记忆起
来，应当体会的体会
出来，应当研究的研究
出来。”把应该记住的
新知识、新观点或好词
语都记住了，把应该体会
的精妙之处都玩味琢磨
了，把应该研究的东西都经
过研究变成了自己的成果，
至此，不仅书的内容消化吸收
了，而且锻炼了思考问题和研究
问题的能力。

按照叶老的要求认真读书，
一定会有不少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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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酷科技

科学趣话

创新发明小故事
大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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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的神奇“拖把鞋”
扬州市江都区宜陵中心小学五（2）班 韩艺群

指导老师 于海霞

什么是冻土？

南京长江大桥上共有 299根玉兰灯，原采用漫反射的照射方
式，大部分光线朝夜空散去，路面照明效果并不理想。

此次维修，技术人员采取给玉兰灯环形灯架下方内嵌LED灯
珠的改造方案，通过 10多次的设计、制造、安装，成功在每根玉兰
灯的环形灯架下方镶嵌了 8颗灯珠，同时每个灯罩内各装 6颗灯
珠。大桥路面平均照度由改造前的约3勒克斯，提升到25至30勒
克斯。用LED灯替代以前的高压钠灯，整体能耗下降了80%左右。

为了在夜间展现大桥雄姿，技术团队创新性地采用了光影艺
术表现手法，在桥头堡“三面红旗”雕塑外侧以打胶、抱箍等方式安
装动态影像灯，甄选出最适合的光色、最适宜的光束角和最适度的
节奏变化，最终实现了“红旗飘扬”的艺术效果。

桥体亮化采用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灯光投射方式，即
在 9座桥墩外侧安置近两万个点光源，组成光影变幻的巨大“屏
幕”，同时在4.6公里的公路桥两侧护栏外安装洗墙灯和投光灯，体
现出大桥“铮铮铁骨”的力量感。

此次维修，南京长江大桥经历了一场“由表及里”的全面加固，
为大桥装上了一副“铮铮铁骨”。

维修前，已通车 48 年的大桥已是伤痕累累，还存在结构隐
患。公路桥行车道板存在较多裂缝；桥面坑坑洼洼,危及到下方铁
路通行安全；不少裂缝空洞处甚至能窥见下方深不可测的江水。

通过一系列的裂纹处理、材料加固，建设者们成功消除了大桥
上千处的疲劳裂纹，桥梁结构得到整体性加强。虽然结构加固耗
用上万吨钢材，但将原来的钢筋混凝土板换为坚固轻便的正交异
性钢桥面板后，桥面重量反而更轻了，也没有了每 30米一道的伸
缩缝。钢桥面板上新铺的沥青配比精细，桥面变得平整，车辆行驶
其上更加平稳。

南京长江大桥是公铁两用桥，桥高24米。在8层楼高的空中
进行吊装、搬运、焊接，下面每隔数分钟就通行一列火车，施工组织
难度可想而知。

因此，工程人员修建了五层棚架，将大桥上部公路桥体密密包
裹，这样即便3吨重物也不会掉落，焊接的火花也飞不出去,焊接的
污水也渗不下去。不仅如此，在封闭维修的 27个月中，搭建拆除
棚架只能在火车运行的“天窗点”实施，单这项辅助工程就耗时 1
年。

LED灯珠，让桥面亮起来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2018年12月29日，在经历了27
个月的维修改造后，南京长江大桥正式恢复通车，以全新面貌迎来
50岁的生日。自1968年建成通车，这是南京长江大桥第一次封闭维
修，过程中运用了许多新科技，让这座至今已屹立长江之上长达半
个世纪的大桥焕发新生。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其中都有哪些
新科技吧。

2018年，南京长江大桥被列入全国首批工业遗产保护名录，
既是珍贵文物又是南京城市地标，因此维修中必须做到修旧如故，
不但整体风貌、色彩不能改变，红旗雕塑、工农兵群雕、桥栏浮雕、

桥身标语等单体建筑都力争原汁原味。
例如，桥头堡的水刷石是上世纪 60

年代最好的外墙工艺，维修人员先后进
行了30多次配比实验，才找到了和原外
墙一致的参数。299盏玉兰花路灯被一
一编号、拆解运送到恒温恒湿仓库，维修
中路灯杆喷涂了三遍无色透明的纳米级
硅酸盐养护修复增强剂，高压钠灯光源
改为 LED 光源，不但原样修复，还增强
了照明。

加固维修,让桥身强起来 光影艺术，让大桥炫起来

缜密施工，保铁路桥通畅

修旧如故，尽显工匠精神

在动画片里，
同学们一定看过独
角兽吧。但你知道
吗，大海里的一种
鲸，头上也有一个
长长的、尖尖的、螺
旋状的角，和独角
兽的角一模一样？
它就是独角鲸！

独角鲸生活在
格陵兰、加拿大和
俄罗斯的北极海
域，身体是白色的，
背部长有许多黑棕
色的斑点。它们刚
出生时颜色比较
深，越长大颜色越
浅，到后来可能通
体白色。

独角鲸的“角”
其实是牙齿，而且
大多是上颚左侧的犬齿。雄性的独
角鲸长到一定年龄，上颚左侧的犬
齿就会穿出上嘴唇，越长越长，最长
可达 3 米，和身体差不多长。有意
思的是，这颗左犬齿又形成了左旋
的螺旋状，难道独角鲸是左撇子吗？

更有趣的是，大约每 500 只独
角鲸中会出现一只长着两个角的

“双角鲸”，那是因为右侧的犬齿也
长出来了。

那么问题来了，独角鲸长这么
长的角（牙），究竟是干什么用的
呢？过去，人们认为独角鲸的角是
展示自己的“雄性气概”，互相打斗、
吸引异性的武器。经过生物学家的
研究，现在我们知道了，这个“角”实
际上是一个感觉器官，上面布满了
神经末梢，用来感知海水里的各种
刺激。雄鲸的角互相摩擦，并不是
在打架，而是在交流它们所探测到
的关于海水的信息。生物学家们还
发现，雄鲸会用角轻轻敲晕北极鳕
鱼，这样就更容易吃到嘴里啦。

如此奇特的一种生物，你了解
了吗？

（本栏目由江苏省科普作家协
会协办）

寒冷的冬天，树木常会变得如同冰雕玉砌。
其实这是奇特的雾凇和雨凇现象，并且两者也有
很大不同。

雾凇顾名思义，是由冷水雾（温度低于零度）
遇到同样低于冻结温度的物体而形成的。

雾凇可分为两种，晶状雾凇多处迎风面，呈
半透明毛玻璃状，密度比较大，形成时风速较大；
粒状雾凇呈乳白色松脆粒状起伏，密度比较小，
形成时风速不大。冷水雾比较充足时一般形成
晶状雾凇，比较少时一般形成粒状雾凇。

而当超冷却的降雨碰到温度等于或低于零
摄氏度的物体表面时，所形成玻璃状的透明或无
光泽的表面粗糙的冰覆盖层，则叫做雨凇。

雨凇形成的冰粒相比雾凇更加坚硬、透明而
且密度大，达0.85克/立方厘米，而雾凇密度却只
有 0.25克/立方厘米。雨凇的结构清晰可辨，表
面一般光滑，其横截面呈楔状或椭圆状，它可以
发生在水平面上，也可发生在垂直面上，与风向
有很大关系，多形成于树木的迎风面上，尖端朝
向风的来向。

冻土层，亦称冻原或苔原，在自然地理学中
指由于气温低、生长季节短，而无法生长出树木
的环境；而在地质学中指零摄氏度以下，并含有
冰的各种岩石和土壤。

冻土一般可分为短时冻土、季节冻土以及多
年冻土。地球上这三类冻土区的面积约占陆地
面积的 50%，其中，多年冻土面积占陆地面积的
25%。

冻土一般分布于高纬度地区和高山上部，广
泛分布于北极圈以北的北冰洋沿岸地区，包括欧
亚大陆和北美大陆的极北部分以及北冰洋的大

部分岛屿，东西延展呈带状分布，并且在南美洲
也有分布。

由于人类活动大多集中在温暖地区或低海
拔平原地带，所以人们对于冻土的认识较少。但
随着人类对资源需求的增多，现在逐渐将目光投
向了太空、海洋以及寒冷的极区。包括多年冻土
在内的寒带气候区有着独特的环境特性。冻土
区气候严寒，植被以苔藓、地衣为主，草本植物和
灌木较少，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因此，永久冻土
带消融，会对全球环境产生影响，也越来越为人
们所关注。

星期天，我看到妈妈在弯腰拖地，拖把一下一下在地板上来回拖动，“哎
呦，我的老腰啊！”妈妈看着干净的地面，慢慢直起腰来，并用手拼命捶打。

我心疼妈妈，心想：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拖地不再那么累呢？我的眼睛看
到门口的拖鞋，灵机一动：如果把拖把和拖鞋合二为一，不就能在走路的同
时把地也给拖了吗？我找出家里的旧毛巾，把它用绳子绑在拖鞋底部，就做
成了一双“拖把鞋”。我穿上这“拖把鞋”，伸出右脚略微用力向前滑，接着左
脚，还不错，只要脚部稍微用点力就可以了。我兴奋地在自己房间走了起
来，可不一会，毛巾就移位了。

“看来得把毛巾固定住。”我心里想。可怎么做呢？用针线缝！奶奶拿
起拖鞋看了一下说：“拖鞋底厚而且硬，一般的针线可缝不了。我带你去找
修鞋的师傅帮忙吧！”“奶奶，你太聪明了！”我抱着奶奶直乐。

修鞋的老师傅听说我们的来意后满口答应，可奶奶又说：“毛巾缝在鞋
底，脏了怎么办？”是啊，缝上去拿不下来，怎么清洗呢？“如果可以方便换取
就好了……”我自言自语地说。“小姑娘，用这个吧。”老师傅递给我一个魔术
贴，我眼睛一亮：“您太聪明啦！这下就可以随时脱换了！”“哈哈，那我就开
工啦！”老师傅娴熟地开动了机器。

一双神奇的“拖把鞋”很快制作成功！我一回家就迫不及待让妈妈穿上
试用，效果还真不错。爸爸对我竖起大拇指：“如果鞋子下面再安装个吸尘
器就更好了！”吸尘器？我两眼放光，一把抓住了爸爸：“爸爸，走，你帮我再
研究研究……”

书房里，一大一小两个脑袋凑在一起窃窃私语……

十万个
为什么

“关心下一代周报”微信
快来扫一扫

我们平时看到的消防车大
多是红色。消防车为什么要漆
红色呢？这里面有一定的科学
道理。

太阳光是由红橙黄绿青蓝
紫七种颜色组成，它们的波长
和偏转角各不相同。阳光照射
在物体上，各种材料表面对波
长不同的光的吸收和反射能力
不同，便形成了各种颜色。简
而言之，某种材料如果能反射
阳光中的某一种或几种光，而
吸收其余的光，那么该材料就
呈现被反射的单色或复色光的
颜色。在可见光中，红色光的
光波最长，而偏转角最小，容易
穿过水层、雨点、灰尘和迷雾。
所以消防车漆成红色是为了在
大雾弥漫的天气里、尘土飞扬
的环境中或是狂风暴雨时，人
们老远就能看见它，为它让路，
以便它尽快完成灭火抢险任
务。

为什么月亮会跟着我
们走？

这是一种错觉。其实，月
亮是不会跟人走的，我们产生
这种感觉，一是因为月亮是巨
大的天体，离我们很远，身边没
有什么东西能遮挡住它的光
辉，所以不是它跟着我们走，而
是我们走到哪儿也走不出它照
射的范围；二是因为相对运动
产生的错觉，并不是月亮在走，
而是我们人在走罢了。

当人走动的时候，尽管移
动了一段距离，但是对于地球
来说这点距离完全可以忽略不
计，对月亮来说视角变化也完
全可以忽略不计，也就是说走
路几乎不会改变你和月亮之间
的相对位置，结果就是看起来
就像月亮一直在跟着人走。

为什么大飞机会怕小
鸟？

据统计，世界上由于鸟类
引起的飞行事故几乎每年都有
发生。这是因为鸟类一旦飞进
飞机的喷气发动机内，就会造
成故障甚至引起爆炸。另外，
鸟类与飞机的碰撞也会造成飞
机的严重损坏甚至失事。

据专家测试，一只 9 两重
的小鸟撞在时速为 80 公里的
飞机上，会产生 153 公斤的冲
击力，而一只 7 公斤的大鸟撞
在时速为 960 公里的飞机上，
它的冲击力将达 144吨。世界
上第一起造成人员死亡的鸟撞
飞机事件发生在 1912 年美国
北部。上世纪 80年代以来，世
界各国飞机鸟击事件大幅度增
加。美国民用飞机的鸟击损失
每年高达2.6亿美元。

为什么消防车要涂成
红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