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鞭炮内装的是火药，当它
被点燃后，就会剧烈燃烧形成
爆炸。爆炸的实质就是物质分
子由于内能的急剧增加而发生
急速扩散，表现在外观上，就是
瞬间的剧烈膨胀。不仅爆炸物
质，连同爆炸点周围的空气也
会随之膨胀。这个过程虽然很
短，却往往能释放出很大的能
量。这时，发生爆炸的物质分
子以及爆炸点周围的空气就会
因为剧烈震动而发出声音。

为什么十五分钟又被
称为“一刻钟”？

我国古代计时法中，百刻
计时法最古老，使用的时间也
最长。大约西周之前，古人就
把一昼夜均分为一百刻（一刻
等于 14.4 分）。汉代除使用百
刻制外，还有以太阳方位计时
的方法。到隋唐时有了十二时
辰计时，并且百刻制与十二时
辰计时法并用，夜间还使用

“更”来计时，一夜分为五更。
直到明末清初，西方机械钟表
传入后，我国才改用一天二十
四小时的计时法，但十二时辰
仍沿用，一个时辰为两小时。
为和二十四小时计时法相一
致，我国古老的百刻制演变为
九十六刻制，一个时辰内分为
八刻，一小时内分为四刻，一刻
即为十五分钟。

星星为什么会一闪一
闪的？

星星会闪烁，不是因为星
星本身的光度出现变化，而是
与大气的遮挡有关。星星离地
面的距离很遥远，星光穿过厚
厚的大气层会发生折射。地球
的大气层是动荡不定的，气流
与涡流随时都在形成、扰动与
消散之中，大气的密度随时发
生变化，使星光方向也发生变
化，折射光方向发生变化。光
线左右不定、强弱不同，看上去
好像在一闪一闪地眨眼睛。

鞭炮点燃后为什么会
“噼噼啪啪”作响？

肥皂的主要成分是高级脂
肪酸钠，而高级脂肪酸钠分子
是由长链的亲油基和短小的亲
水基组成的。亲油基能和油结
合，亲水基能和水结合。

洗衣服时把肥皂抹到脏衣
服上，随着揉搓，肥皂会渗透到
纤维和油污中间去。于是，肥
皂就拉着油污“投身”到水中。
原本不相容的油和水，就这样
变成了“油水交融”的洗涤污
水。随着多次的漂洗、拧干，脏
东西就离开衣服跑到水里去
了，衣服就变干净了。

为什么肥皂能把脏衣
服洗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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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士诗抄

振羽荐书

作者：
郭亮于 1920年秋考入湖南省立第一

师范，与毛泽东相识。1921 年由毛泽东
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2年9月，为抗议铁路当局虐待工
人，郭亮带头卧轨，发动了震动全国的粤
汉铁路大罢工。11 月，全国铁路工会最
早的统一组织粤汉铁路总工会成立，他被
推选为秘书。

1924 年，郭亮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指
示，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负责工农运
动。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他组织长沙两
万多人示威，12 月又联合群众代表火烧
日商货船。

1926 年，郭亮回到衡阳，同何叔衡、
夏曦等组成了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特别委
员会，大力声援北伐。他训练工运学员，
扩建工人纠察队，还潜心研究几年来工人
运动的经验，写出了《湖南工人运动之过
去与现在》，指导当时的湖南工运。

1927 年郭亮到贺龙部队做政治工
作，参与拟订南昌起义作战方案。在广东
潮汕地区起义失利后，郭亮到上海找到党
组织，后回到岳州化名李材开了家“李记
煤栈”作为特委机关，又另开一处饭铺作
地下秘密交通站，恢复和发展党组织，发
动工农开展武装斗争。1928年 3月由于
叛徒告密，他在岳州被捕，壮烈牺牲。

德·亚米契斯（意大利） 著

名人读书

我的小书架我的小书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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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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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剑诗宝剑诗》》 郭亮郭亮：：
双剑惊破群魔胆

一方宝剑帐头挂，
大鬼小鬼休进来。（郭亮诗）
斩尽妖魔平天下，
山河日月重安排。（夏明翰诗）

《爱的教育》

妈妈的“角色”
——读《妈妈的银行账户》有感

《妈妈的银行账户》精彩章节

张家港市南沙中学初二（4）班 袁雨曦 指导老师 邬建芬

《雷锋的故事》

《细米》

背景：
这是一首郭亮和夏明翰合作完成的

革命诗。
1923 年起，郭亮与夏明翰一起组织

湖南外交后援会，与日本实行经济绝交，
此后又一起发动和组织工农运动。在革
命斗争中，两人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1926 年，郭亮买了一柄剑挂在住房
的帐帘上。他幼年在长沙读书时就学习
过武术，喜欢打拳舞剑。

夏明翰见了，问道：“你那宝剑挂在
帐头是什么意思？”

郭亮笑而不答。
“他又在想诗了。”夏明翰的夫人郑

家均在一旁打趣说，“莫打他的岔啰！”
郭亮笑着说：“这一岔打得好，果然

打出了两句诗：一方宝剑帐头挂，大鬼小
鬼休进来。”

夏明翰一听，兴致也来了，随即应
答：“斩尽妖魔平天下，山河日月重安
排。”

两人相视，哈哈大笑。
（李 彤 摘编）

《爱的教育》是意大利作家德·
亚米契斯创作的一部著名的儿童
文学作品，被认为是意大利人必读
的十本小说之一，是世界文学史上
经久不衰的名著，被各国公认为最
富有爱心和教育性的读物。朱光
潜、丰子恺、茅盾、夏衍等曾将此书
列为当时立达学园的重点读物，
1986年这本书被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列入具有代表性的欧洲系列丛
书中，1994 年被列入世界儿童文
学最高奖——国际安徒生奖的青
少年必读书目之中。《爱的教育》超
越了时代和国界的限制，被译成数
百种文字。

德·亚米契斯著的《爱的教育》
用日记的形式讲述了一个四年级
小男孩安利柯的成长故事。本书
围绕“爱”的主题，记述了安利柯身
边发生的各种感人故事、他父母在
他日记本上写的劝诫启发性文字

以及老师在课堂上宣读的精彩的
“每月故事”。大至国家、民族、社
会的大我之爱，小至父母、师长、同
学间的小我之爱，处处动人心弦，
洋溢着温馨的人性之美。同时也
告诉人们：教育不仅仅是知识的传
授，更重要的是用“爱”打开孩子的
心扉，对孩子进行心灵的熏陶。

埃德蒙多·德·亚米契斯于
1846年底出生于意大利里格拉州
的一个小镇上，在他的青少年时
期，意大利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
正酝酿着爱国主义，这股风潮在亚
米契斯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不可
磨灭的印记。亚米契斯以明快、清
新的笔触，记叙各国的风土人情，
其中代表作品有《西班牙》《摩洛
哥》《君士坦丁堡》等。但亚米契斯
最重要的作品，还是他1886年创作
的《爱的教育》，这部作品为他赢得
世界声誉，也是他创作生涯的巅峰。

这本书讲述了雷锋的感人事迹。他热爱学习，抓紧一切时
间读书；他不畏艰辛，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成绩；他
勤俭节约，不浪费一丝一线；他乐于助人，在火车上给老人让座，
帮大嫂买票，帮旅客拿东西，扶老人上车，抱小孩上台阶，帮旅客
端茶送水……

雷锋只是一个平凡的人，从事的工作也很普通，而且他生前
做的那些好事，基本上都是身边小事。雷锋精神的可贵之处就
在于平凡之中见伟大，细微之中显真情。在生活中，我们也应该
向雷锋学习，不因善小而不为。

常州市武进区政平小学五（1）班 盛湘钰
指导老师 赵小红

少年细米生来就是一个爱脸红的孩子，他与表妹红藕两小
无猜，一同长大。苏州城里来的女知青梅纹姑娘以她纯净温柔
的情感与精神力量，使细米这个乡野之子步入新的成长历程。

书中的文字感动了我：“天空又飘起雪花，先是细细的尖尖
的，像寒霜和玻璃碴，不一会儿就丰满起来，蓬松起来，绒绒的，
一团一团地漫天飞舞。它们遮住了细米的视野，除了小船的周
围十几米还能看清，其余一切都被稠密的大雪所遮蔽。世界仿
佛就只剩下一方小小的天地，就只剩下了一条船、一张网、一个
人、一只狗。”

常熟市东南实验小学四（2）班 孙已宸
指导老师 杨 芳

有时候我会想，好妈妈应该是
什么样的？当我翻看了《妈妈的银
行账户》，心中有了一个答案。

书中的妈妈扮演着许多角色：
她是悠闲的房东。当房客欠费

逃跑后，她毫不紧张，依然怡然自得
地打理她的家务活。她信任房客，
相信这钱早晚会还。

她是优秀的伪装者。女儿生病
住院，医生不允许她探望，她便化装

成保洁员，手持拖把，从容地与护士
周旋，回家后一脸欣喜地向家人讲
述了小女儿的情况。

她更是精明的“银行家”。每次
家中“小金库”资金告急，她就会温
和地鼓励家人“不一定要去银行”，
于是大家齐心协力，度过了家中一
个又一个“关键时刻”。每一次遇到
困难，大家从不慌张，因为有妈妈的
银行账户做后盾呢。一直到长大，
家里也没有用过一次账户中的钱。
多年后孩子们才惊讶地发现，根本
就没有这个账户，她连银行都没有
去过。她用一个秘密的“银行账
户”、一个美丽的谎言为家人创造了
稳定无忧的生活。

我联想到了自己的妈妈。妈妈

是个绝对的直肠子，于是日常
生活中，我和妈妈之间总少不
了争吵。其实无论妈妈是什么
角色，她都爱着我，爱着这个家，
只不过我们有着不同的表达方式
而已。就像诗句“随风潜入夜，润
物细无声”所描写的，妈妈无声的
爱，让子女很难察觉。

“我不能让小孩子感到害怕，不
能让你们没有安全感。”这是书中
的妈妈说的一句话，这句简单的话
语，折射出来的是妈妈对于孩子最
暖心的呵护。恍然间，我才发现，
妈妈这个角色，是最亲的人，是我
们一直从小说到大的。“妈妈”，
不论她有多少角色，她，还是妈
妈！

著名作家、电影艺术家夏
衍是电影界的老前辈，被人们
尊称为“夏公”。可他年轻时并
不懂电影艺术，他那一段自学
启蒙的经历，很耐人寻味。

夏衍上个世纪 30 年
代参加左翼文化运动，为
了斗争的需要，他参加了
拍电影、编戏。这对于他
来说是一件新鲜的事情，因
为过去从来没有接触过，夏
衍感到像“老虎吃天，无从

下口”。怎么办呢？只能边学边摸索着干。
学习的一项主要内容就是看电影，看人家的
电影是怎么拍的。

为了学习的效果好一些，夏衍想了一个
办法：看电影之前先把影片说明书拿来读，
看完故事梗概，而后设想，这个故事假如让
我来编戏，怎样着手？怎样介绍人物、介绍
时代背景？对人物性格，又如何利用形象、
语言来刻画？边读边构想，思想就奔驰到剧
本中去了，这叫在心里打草稿。打好草稿
后，再去看电影，两相对比，学习人家是怎样
表现时代背景、人物性格等，找到自己原来设
想的差距。

就这样，夏衍看了一大批反映英国、法国和
中国民国初年生活的影片，通过构想、对比，汲取
了许多宝贵的艺术营养，受益匪浅。

虽然夏衍读的是电影说明书，但说明书也是
“书”，他的读书方法也适于读其他书籍。所以说
夏衍学习电影艺术的经验对学其他专业的人也不
无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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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科B2

“狭管效应”：风力放大器

为什么雨天人睡得更香？

连云港市柘汪中学七（6）班 李玫诺

生活处处有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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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我国科学家在湖北省发现了距今5.18亿年的寒武纪特异埋
藏软躯体化石库——清江生物群，这被认为是世界进化古生物学领域又
一突破性重大发现，有望填补人类对生命起源与演化的认知空白。这项
发现为什么如此重要呢？

寒武纪生物大爆发 知识链接

百余年来，虽然具有研究价植的化石库在全球各地已发现50
余个，但按照化石保存质量的优劣及化石物种多样性的高低等标
准来看，仅有加拿大布尔吉斯页岩生物群和1984年发现于我国云
南省的澄江生物群成为了“理想的顶级研究目的地”。云南澄江生
物群发现35年来，已在数十万件化石标本中发现了超过280个物
种，并成为我国唯一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

此次发现的清江生物群，在 4351件化石标本中，已分类鉴定
出 109个属种，其中 53%为此前从未有过记录的全新属种。生物
统计学“稀疏度曲线”分析显示，清江生物群的物种多样性将有望
超过包括布尔吉斯和澄江在内的全球已知的所有寒武纪软躯体化
石库。

要了解这次发现的重要意义，首先要知道“寒武纪生物大爆
发”。寒武纪大约开始于5亿4200万年前至5亿3000万年前，而寒
武纪地层在 2000多万年时间内突然出现了种类繁多的无脊椎动
物化石，但最为奇怪的是在更为古老的地层中，却并没有发现其明
显的祖先化石，也就是说这些生物就像是突然出现的一样，所以这
一现象被称为寒武纪生物大爆发。

在 1859年，达尔文提出了进化论学说，认为物种是经过时间
的洗礼，从简单到复杂进化而来的。而寒武纪生命大爆发则是进
化论中实实在在的无法填补的漏洞，就连达尔文也在《物种起源》
的著作中提到，寒武纪大爆发会成为反对进化论的有力证据。

而要破解寒武纪大爆发的奥秘，除了基于理论的科学猜想，更
需要发现恰当的科学观察窗口——化石库，以找到可靠的化石实
证。

英国科学家达尔文在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一书中系统
地阐述了他的进化学说，其观点可归纳为两部分。

第一，物种是可变的，生物是进化的。进化论从此取代神创
论，成为生物学研究的基石。

第二，自然选择是生物进化的动力。生物都有繁殖过盛的倾
向，而生存空间和食物是有限的，生物必须“为生存而斗争”。在同
一种群中的个体存在着变异，那些具有能适应环境的有利变异的
个体将存活下来，并繁殖后代，不具有有利变异的个体就被淘汰。
如果自然条件的变化是有方向的，则在历史过程中，经过长期的自
然选择，微小的变异就得到积累而成为显著的变异，由此可能导致
亚种和新种的形成。

达尔文提出进化论

揭开生物演化奥秘的化石宝库
什么是化石？

化石是存留在岩石中的古生物遗体、遗物或遗迹，最常见
的是骨头与贝壳等。研究化石可以了解生物的演化并能帮助
确定地层的年代。保存在地壳的岩石中的古动物、古植物的
遗体或表明有遗体存在的证据都谓之化石。从古时候到现
在都有化石出现。简单地说，化石就是生活在遥
远的过去的生物的遗体或遗迹变成的石头。

小学语文课本里
《装满昆虫的衣袋》这
篇文章，介绍了著名
昆虫学家法布尔自小
对小虫子着迷，他也
由此走进了科学殿
堂。在大自然中，昆
虫是一个大家族，有
200多万种!在优胜劣
汰的无情竞争中，它
们总会遇到这样或那
样的问题，譬如困扰
人类的“粮食危机”，
昆虫们同样遇到。

昆虫在我们这个
星球上已经生活几亿
年了，如果不解决好
粮食问题，它们早就
饿死了!

昆虫学家们研究
发现，昆虫在解决“粮
食危机”问题上各有
妙招。最常用的是，
同一种昆虫不同时期
吃不同的粮食。如稻
苞虫，很小的时候吃稻
叶，长大了就吃其它植
物的花蜜！有的昆虫为
了处理好“饥不择食”的问题，即使同一种

昆虫，选取食物也有严格的分工呢。如田
园熊蜂，有的喙长，有的喙短，喙长的吃花蜜

较深的喇叭花，喙短的则吃花蜜较浅的金凤
花和玫瑰！瞧，井然有序，各有自己的“餐

盘”。都是熊蜂，进食器官有差异，吃的东西就
不一样，分开来摄取食物，就不会闹饥荒了。

最让人类感到惊奇的是，性别不同的昆虫，
饮食习惯也各不相同。如我们司空见惯的小蚊
子，为解决粮食问题，也有自己一套好办法。雄
蚊子那尖尖的嘴巴只吃植物的汁液，包括花粉，
雌蚊子则专吸动物的血液。也就是说，夏天来
临，叮咬我们身体、吮吸我们血液的是母蚊子，
而不是喜欢吃素的公蚊子——“传染疾病”的罪
名也不应该归于雄蚊子。

小昆虫真的不可小瞧。它们不仅是自然界
种类最多的一群，也是世界上最繁盛的动物，而

“挑食”的智慧成了它们繁衍不绝的秘诀之一。
（本栏目由江苏省科普作家协会协办）

我是个爱音乐的女生，从小练习钢琴，可学琴时我遇到一个问
题：乐谱总是固定不好，时不时会掉落，或是被风吹乱页码，让我很
是头疼。我试过许多办法，例如将乐谱折起来或用书压住，可效果
都不尽如人意。

我决定试着制作一些小工具，希望能解决这个难题。为此我
画了大量草图，可没有一个方案让我满意。沮丧的我无意中看到
妈妈晒衣服的场景：妈妈用夹子把洗好的袜子夹住，挂在晾衣绳
上。这一下子给我带来了灵感：没错！我也可以制作两对夹绳，一
边夹住乐谱一边夹在琴架上固定，不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吗？兴奋
的我马上开始行动，将一根绳子剪成两段，在两边分别绑上小夹
子。我把它放在琴架上固定好，发现效果还真不错。我得意地把
它展示给大家看，但过了不久，我这个小发明的缺陷就显现出来
了：由于乐谱的大小不同，绳子的长短就显得不合适了，总不能按
不同大小的乐谱做不同的夹绳吧？

俗话说“创造来源于生活”。那天我看到超市门口挂着很多学
生卡片套，挂卡片套的绳子和卡片之间有一个小纽扣，里面的小绳子
可以伸缩，很有意思。玩着玩着，我突然有了想法：可以利用这一方
式来改良我的夹绳啊。

我买了两个这样的小纽扣，把它和小夹子组装在一起，这样不但更
轻巧，而且还能想拉多长就拉多长，并且夹得更牢固。使用了自己发明
的乐谱夹后，我练琴的效率大大提高了。我又制作了很多，送给同样喜欢
练钢琴的同学。

这次的发明过程让我收获了很多。事实证明，只要善于观察，勇于动手
实践，我们能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本栏目由江苏省青少年科普协会协办）

很多人喜欢在下雨天睡觉，
窗外的风声伴随着滴滴答答的雨
声，像是奏响了一曲温和舒缓的
乐章。在这样的环境里睡觉，我
们常常会感觉睡得更香，这是为
什么呢？

这是因为雨声属于白噪
声。就如同白光是由各种频
率（颜色）的单色光混合而
成一样，白噪声是指功率

谱密度在整个频域内均
匀分布、所有频率具有

相同能量密度的随
机噪声。也就是

说，白噪声在各个频段上的功率是
一样的，因而这种具有平坦功率谱
性质的信号被称作是“白色的”，被
称为白色噪音。其他不具有此功
能的噪声则被称为有色噪声。虽
然绝对理想的白噪声是不存在的，
但是大自然中海浪拍打岩石的声
音、风吹过树叶的声音、枝头鸟儿
轻轻吟唱的声音，还有雨滴落在屋
檐的声音等，都是最接近白噪声的
存在。

生活中，噪声嘈杂刺耳、令人
厌烦，在噪声环境中，人们无法集
中精力工作、学习和休息。而白噪

声则相反，比较“悦耳”，令人的神
经舒缓。在白噪声环境中，人们往
往能放松心情。

人的听觉系统像是一个随时
待机的警报系统。如果在睡觉时
出现噪声，外部环境的突然变化会
吸引我们的注意力，从而惊醒。而
白噪声则会制造一个屏蔽效果，屏
蔽了很多细小的、我们没有意识到
的声音变化，为我们构建一个“防
护罩”。相对舒缓、有规律的白噪
声会使人感到平静，从而忽略嘈杂
的环境，所以我们会觉得下雨时睡
眠质量更好。

在城市高楼群间
生活的人,一定会有这样

的经历：高层楼宇间的狭
窄地带风力比起平地要强得

多，坐在办公室里有时还会听
到窗外的风在咆哮。那么，为

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狭管
效应”就可以解答这个问题。

狭管效应又称峡谷效应或颈

束效应，是指峡谷地形对气流的影
响。

风是气流。气流在空中的流
动很像水在河道里的流动。在宽
阔的河流中，水流通常是平稳而缓
慢的，但当水流进入狭窄的河道
时，水体中的每滴水就会因争相前
行而加速，这就是“狭管效应”，是
液体在管道中流动时经过狭窄处

流速加快的物理现象。
风在开阔的空间流动，可能只

是风力在 1到 4级的轻风、微风与
和风，而当风进入城市高楼区时，
高楼间形成的狭窄通道会阻碍风
的通行，于是就形成了“狭管效
应”。在城市中，高大的建筑之间
因“狭管效应”产生局地强风现象，
通常被称为“狭管风”。

我记得每逢星期六晚间，妈妈就要坐在厨房
里洗刷得干干净净的桌子边，把平常颇为平静的
眉头皱起，点数爸爸在一个小封套里带回来的钱。

妈妈把钱分成好几堆。
“房租。”妈妈一边叠起一堆大银元，一边说。
“菜钱。”又是一堆钱。
“卡特林修鞋底。”妈妈数出一些小银元。

“先生说这个星期我要买一本练习簿。”这
是克里斯蒂娜或是纳尔斯或是我。

妈妈郑重其事地拿出一个五分

或一角来，放在一边。
我们看着那一堆钱慢慢地少下去，看得

很紧张，大气儿都不敢出。
最后，爸爸问：“完啦？”
妈妈点了点头，我们才松了下来，

伸手拿教科书和练习簿。因为这
个时候妈妈抬起头来看看，笑
一笑。“好，”她低声说，“咱
们 不 必 上 银 行 里
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