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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鸡蛋的主要成分是蛋
白质和脂肪。蛋白质是一种具
有生物活性的大分子，具有四
层空间结构，结构的改变会影
响蛋白质的化学、物理性质，也
会影响它的生物活性。严重的
时候，蛋白质的生物活性会完
全失去，我们称之为蛋白质变
性。而高温正是导致蛋白质变
性的因素之一。

在煮鸡蛋时，热量会使蛋
白质分子内部的一些化学键断
裂开来，同时形成新的化学键，
使得蛋白质交联成一种较为坚
固、略有弹性的状态。在这个
过程中，鸡蛋里的脂肪和水分
会被包裹在蛋白质网络中，因
此鸡蛋里的蛋白和蛋黄就会变
硬了。而且由于这种变化是不
可逆转的，即使鸡蛋放凉后，也
不会恢复成原来的液体状。

为什么树木的树干
是圆的？

树木种类繁多且在地球上
生长年代久远，在这么长的演
化时间里，树冠、树叶、果实的
形状千变万化，但几乎所有树
木的树干都是圆柱形的。这是
为什么呢？

树干圆形是自身生长繁衍
的需要。圆柱形有最大的支持
力，树木高大的树冠全靠一根
主干支撑，特别是硕果累累的
果树，挂有成百上千的果实，须
有强有力的树干支撑，才能维
持生存。

树木是多年生的植物，一
生中难免要遭受很多外来的伤
害，特别是自然灾害的袭击。
圆形的树干遇到狂风吹打时，
不论风卷着尘沙从哪个方向袭
来，都容易沿着圆面的切线方
向掠过，树木所受的影响较小。

因此，树干的形状，也是树
木对自然环境适应的结果。

饮料瓶中的饮料
为什么不装满？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

过，超市饮料区所有的饮料都
空着一小截没装满，难道是商
家们为了节约吗？当然不是。
那饮料瓶为什么不装满呢？

饮料的体积会随着温度的
变化而变化，当温度上升或者
瓶身遭遇摇晃颠簸时，瓶里的
饮料体积就会膨胀变大，气压
也会随之增加。如果饮料瓶被
装得满满的，气压一下子增大
的饮料就有可能冲破瓶盖或者
胀破瓶身，从而造成损失或者
意外伤害。如果瓶里有多余的
空间，这部分增加的气压就会
得到缓解。所以，在灌装饮料
的时候，一般都会在瓶子里留
出一些空间。

为什么鸡蛋煮熟
会凝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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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地球大不同

我的收获在秋天我的收获在秋天
徐州市解放路小学三（8）班 王子峻

指导老师 张文强

令人惊喜的“触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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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我一直都是五谷不分的。但
是因为常跟妈妈去家附近的公园游玩，我对公园里各种各样的
植物果实产生了兴趣。在科学课张老师的鼓励下，我对公园里
的植物果实做了一番调查研究。

去年9月，天气依然很炎热，我和爸爸走在公园小路上，汗
水顺着脸颊往下流。我要对掉落在地上的果实进行调查研
究，可公园面积很大，各种植物遍布，要想在最短时间内找到
所需果实，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于是，我就向保安叔叔、保
洁奶奶打听植物分布的位置，他们热情地给我指引。每发现
一种果实，我都欣喜若狂，赶紧拿出随身携带的工具——电子
秤、尺子，认真测量和记录。

最难寻找的果实要数山枣了，它长在陡峭的山坡上，四周
布满了荆棘杂草，根本无路可走。我在爸爸的帮助下，越过重
重障碍，腿都被划破了两个小口子，终于摘到了一把红彤彤的野
山枣。吃着酸酸甜甜的山枣，我也忘记了劳累和伤口的疼痛。

在调查研究过程中，因为又热又累，我差点就放弃了，爸爸鼓
励我说：“进行科学研究，想取得第一手资料，就要亲自去观察和探
索，这样才能保证数据的真实全面。同时还要有耐心、能吃苦、积极
思考，才能获得研究成果。儿子，相信你一定能做到！”

在爸爸的鼓励下，我顺利完成预期目标。为了奖励我，爸爸请我
吃了顿大餐！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各种植物果实都成熟了。在那个秋
天，我通过自己的努力，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王子峻同学的科学小研究荣获江苏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三等奖）

火星跟地球之间，
存在着很多相似之处，

科学家甚至还提出了人
类移居火星的构想。其实

火星跟地球也有很多不同之
处。

火星的表面从远处看，呈
现出红棕色，而地球主要是蓝色

跟绿色。地球的公转速度是每秒
29.783公里，而火星公转的速度则
是每秒 24.1公里，因而火星围绕太
阳公转一周的时间大概是 687个地
球日，而我们地球围绕太阳公转一

周大概是365天。
由于跟地球有比较相似的自转

倾角，火星也有春夏秋冬不同季节。
只是火星距离太阳更远，所以火星的
表面温度更低，地球表面的平均温度
约 15℃，而火星只有-55℃，比地球
的南极还寒冷，而且比地球表面最干
旱的沙漠更加干燥。

火星的引力只有地球引力的
40%左右，也就是说你在地球上是
100 斤，而到火星上称一称，将只有
40斤了。

火星大气非常稀薄，可能只有

0.15%
的 氧 气 ，
而含有大量
的二氧化碳，这
导致火星的大气压
只有地球表面气压的
百分之一。

地球跟火星的辐射强度也
不一样。地球的磁场可以很好地
保护地球免受来自宇宙中的各种辐射
的侵害，火星表面没有任何的磁场保
护，所以火星表面的宇宙辐射非常强
烈，人类无法在火星上自由地生活。

伏打是18世纪意大利的物理
学家。

有一天，他在图书馆被一本德
国科学家的实验报告所吸引，里
面记载了一个叫兹路扎的科学
家把两块不同的金属片分别夹
在舌尖上下，然后用一根金属
导线连接两块金属片，舌头

上会有一种麻木的感觉；
可如果用两块相同的金

属片夹在舌尖的上下，

就没有这种感觉。
伏打欣喜若狂，他回到实验室

后，找来一块锡片和一枚银币，并用
一根导线将它们连接起来。果然，他
的舌头出现了麻木的感觉。“这是触
电的感觉。”伏打对他的助手说：“导
线中肯定有电在流动。”

伏打决定生产一种能产生和储
存电能的装置。他和助手加工了两
块较大的银片和锌片，并在两块金属
片的中间做了一个夹层。然后又用

两根导线连接锌片和银片，以作为两
极。最后，把这个装置放入稀酸溶液
中。伏打用手触摸导线，顿时感到一
阵麻木，手发生强烈的颤抖。“我触电
啦！我成功啦！”他兴奋无比。

于是，“伏打电堆”作为最早的干
电池，传遍世界各地，引发了一场电
学的革命。后来，人们把它称为“伏
打电池”。为了纪念他，物理学把电
动势、电位差、电压的单位定为“伏
特”，简称“伏”。

生物散热的方式多种多样。
在神通广大的动物王国中，袋

鼠通过舔自己的毛，让唾液蒸发带
走热量；大象的耳朵和长鼻增大
了散热的表面积；长颈鹿的长
腿、长脖子也无意中解决了散
热问题。狗是我们最熟悉的
动物之一，狗的汗腺全在舌
头上，如果看到狗吐出舌头
喘气，说明它在用舌头来
散热，需要喝水降温或静
下来停止活动。

植物也有自己的散
热方式。在夏天的早
晨，我们会在许多植物
的叶子上看到流出的滴
滴“汗珠”，亮晶晶的。
原来，植物白天在阳光
下进行光合作用，叶面上的气孔张开
着，既在进行气体交换，也会不断蒸发
出水分；到了晚上气孔关闭，而根仍在
吸水。这样，植物体内的水分就会过
剩，过剩的水从衰老的、失去关闭功能
的气孔冒出来，这种现象，植物学上就
叫做“吐水”。除此之外，植物还有一种
排水腺，叫它“汗腺”也可以，也是排放
植物体内多余水分的渠道。植物的“汗”
一般在夏天的夜晚流出，有时在空气潮
湿、没有阳光的白天也会“出汗”。植物的
吐水量因品种不同而有差异。据观测，芋
头的一片幼叶，在适合的条件下，一夜可排

出 150 滴左右的水，一片老叶更能排出 190
滴左右的水；水稻、小麦等的吐水量会更大一

些。简单地说，植物“出汗”是为了保持植物
体内的水分平衡，是为了使植物能正常生长，

和动物出汗保持身体体温正常的道理是一样
的。

科学家从动物和植物的散热中得到启发，希望
能研制出一种新材料。这种材料由陶瓷制成，在陶

瓷里掺入一些金属。在温度很高的时候，陶瓷内的金
属就会熔化而蒸发，能像出汗或排出多余的水分那样，

保证材料本身不会被烧坏。用这种材料制作的航天器的
表面，虽然不断“出汗”，却能保持外形和尺寸不变并且能减

少航天器与大气的摩擦。生物出汗，是生物维持身体健康的
一种本能手段，而制造“出汗”材料则是人类的一大创造。

（本栏目由江苏省科普作家协会协办）

“天问一号”到达火星轨道后，为何还要绕飞数月而不
是直接落“火”呢？

原来，这个阶段的绕“火”飞行，就是为了对首选着陆区
进行详细勘察，并拍照成像。经历多圈精准成像后，看清了

“落脚点”，才能更好地控制“天问一号”准确着陆到理想区
域。

看清目标以后，就要开始离轨着陆。这一阶段是火星
探测任务成败的关键，尤其是从进入火星大气层到着陆，有
着令人担忧的“恐怖7分钟”——在人类现有的44次火星探
测中，能够安全度过这7分钟的仅有9次。

在太阳系里，八大行星以太阳为核心公转，形成了8个
环形轨道，其中地球位于“三环”，火星则在“四环”运行。要
想冲出地球抵达火星，从“三环”跨越到“四环”，需要长途

“跋涉”10个多月，直线距离超过4亿公里；要经历发射入轨
段、地火转移段、火星捕获段、火星停泊段以及离轨着陆段
等5个阶段。

其中，地火转移段指的是从探测器与火箭分离后，到进
入火星引力影响的飞行阶段。这一阶段是“天问一号”任务
里耗时最多的部分，需要近7个月之久。

经过漫长的奔袭后，“天问一号”将进入火星引力圈。
发动机点火进行近“火”制动，将探测器的飞行速度降下来，
让火星捕获。一旦被火星成功捕获，探测器就会在火星轨
道运行，成为一颗绕“火”卫星。接着，探测器就开始进入火
星停泊段。

火星停泊段并不是停泊在火星轨道上不动，而是绕
“火”飞行。这个阶段要持续几个月，直至探测器降轨后转
入两器分离阶段。

从“三环”到“四环”，跨越4亿公里的旅程

通向火星的高速公路：霍曼转移轨道

“天问一号”在探索火星的旅途中，距离地球最远达 4
亿公里，其间“旅行”时间很长：飞行时间约10个月，环火探
测约两年；同时由于受地球、火星、探测器相对运动和地面
站分布的影响，测控通信难以全空间覆盖，因此，很多时候
探测器与地球是中断联络的，主要依靠自主控制。

在环火探测中，探测器会经历两次日凌，通信中断最长
达到30天。测控信号传输时延大，最短超过3分钟，最长达
23分钟，特别是执行近火捕获、两器分离等决定任务成败
且只有一次机会的轨道控制阶段，探测器距离地球约 3亿
公里，信号时延 15分钟以上，由于地面不可能进行实时测
控干预，探测器只能自主执行预先注入的指令，并自行判断
指令执行的效果；一旦发现问题，必须在极短时间内根据自
测量信息，进行自诊断，并完成故障的自恢复，这对探测器
自主导航、管理与控制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探测器更聪明，工作靠“自觉”

绕“火”飞行，磨刀不误砍柴工

探测器想要脱离地球的引力圈，并到达火星，肯定是燃
料越多越好。不过由于技术的原因，发射升空的探测器，其
大小和重量都是有限制的，这就要求探测器消耗的燃料越
少越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科学家就要借助“霍曼转移轨
道”。

“霍曼转移轨道”是由德国太空工程师瓦尔特·霍曼于
1925年提出的，利用这种方法可使探测器在从一个天体的
公转轨道转移到另一个天体的公转轨道时，消耗最少的能
量。“天问一号”探测器以大于第二宇宙速度的速度从地球
发射，会顺着地球公转方向脱离地球引力，进入太阳引
力的影响范围之内，此时的探测器将以太阳为近焦点
做椭圆轨道运动。也就是说，探测器是从椭圆轨道近
焦点脱离地球的，这个椭圆轨道的大小，是由探测
器在地球上发射时的速度所决定的，速度越快，
椭圆轨道就越扁长。如果这个椭圆轨道足够
扁长，探测器椭圆轨道的远日点正好与火星
公转轨道相交，到达火星所需的最圆的椭
圆轨道，这样探测器就可以消耗最少
的能量到达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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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斌何斌：：
牢狱锁不住自由的心

狐狸说：“我的生活很单调。我追逐鸡，人追逐我。所有的鸡都一个模样。所有的人也是。所
以，我感到有点无聊。但是，如果你驯养了我，我的生活将充满阳光。我将辨别出一种与众不同的
脚步声。别的脚步声会让我钻入地下。而你的脚步声却会像音乐一样，把我从洞穴里召唤出

来。另外你瞧，看到那边的麦田了么？我不吃面包，小麦对我来说毫无用处。麦田也不会让
我联想到任何事。这是很可悲的！但是你长着金黄色头发。当你驯养我以后，这将是

非常美妙的一件事！麦子的颜色也是金黄色的，它会让我想起你。而且我也
将喜欢聆听风儿吹过麦田的声音……”

狐狸沉默下来，长久地注视着小王子。
“请你……驯养我吧！”它说。

《小王子》精彩章节

丹阳市云林学校六年级 汤子衡
指导老师 符丽华

‘‘‘
《米小圈上学记》

黑夜阻着黎明，只影吊着单形，
镣铐锁着手胫，怒火烧着赤心。
蚊成雷，鼠成群，灯光暗，暑气蒸，
在没太阳的角落里，
谁给我们同情慰问？
谁抚我痛苦的伤痕？！
我热血似潮水的奔腾，
心志似铁石的坚贞，
我只要一息尚存，
誓为保卫真理而抗争。

何斌，湖北咸宁人。中
学时期他就开始组织救国
宣传活动。1935 年他积极
响应一二九运动，投身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进步事业。
1936年8月何斌加入中国共
产党，1937年底受党组织委
派回湖北工作。

1941 年 1 月，国民党顽
固派制造皖南事变，发动第
二次反共高潮。1 月 20 日，
何斌在恩施从事抗日宣传
活动时因叛徒出卖而被捕。

在狱中，何斌始终坚信

党的事业，严守党的秘密，
同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经
受住严刑拷打的考验，又挫
败了敌人的“劝降”伎俩和

“感化”阴谋，严词拒绝敌人
高官厚禄、出国留学等所谓

“自首”条件。敌人先后十
余次地利用其亲属到狱中
劝降，于是何斌写信向父亲
表明自己为党的事业献身
的凛然正气。

1941 年 11 月 17 日，何
斌高唱着《国际歌》慷慨就
义，时年26岁。

不忘初心 不泯童心
——读《小王子》有感

米小圈是个既搞笑又可爱的小男生。因为他小时候在爸
爸的办公图纸上画了一个圈，爸爸便给他取名“米小圈”，希望
他长大后成为一名画家。

书中描述了米小圈和他的好朋友姜小牙、铁头、毛孩等在
上学过程中发生的趣事，以及和老师们斗智斗勇的故事。有搞
笑的，有让人感动的，也有令人深思的。我喜欢他们的乐观、聪
明、随机应变，最主要的是我也想和他们一样轻松愉快地度过
自己的小学生活，在快乐中学习，在学习中成长，变成更好的自
己。

苏州市临湖实验小学二（5）班 陈启菡
指导老师 俞爱妹

《尼罗河的礼物》

1940 年 1 月，经组织批
准，何斌在宜昌同湘鄂西区
党委宣传部干事、交通员许
云结婚。他俩互相配合，互
相勉励，共同完成党的工作。

何斌被捕前，许云因在
恩施地区建始县一带公开过
共产党员的身份，不便留在
鄂西特委工作，于是由组织
安排前往重庆，在南方局机
关工作。

夫妻两人于1940年8月
21日黄昏分别，许云怎么也
想不到，这次分别竟是最后

的诀别。多年后，她得到了
时任中组部副部长孔原转交
给她的何斌的《诀别信》。

在被关押期间，何斌通
过唱歌做诗表达心声，鼓舞
战友，打击敌人。这首写于
1941年11月初的诗，就是他
在狱中按冼星海所作《夜半
歌声》曲谱所填写给妻子许
云的。在这里，他用诗歌的
形式向妻子诉说着自己的革
命理想。牢狱深深，却依然
锁不住他那颗向往自由的
心。

《狱中歌声》
（节选）

作者： 背景：

《小王子》是一部用无比澄澈的
心灵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写成的童话
哲学书。书中刻画了一个富有童心
的小王子形象，这个形象如今已深
入人心。

一位王子，小小的个子，想法天
真。他很讨厌大人们处理事情的办
法，他喜欢经历事物的过程，喜欢刨
根问底。他对自己的星球和心爱的
玫瑰朝思暮想，用一生诠释了“童
心”这个词。

这本书是天才之作。在作者的
笔下，我们能够读到高尚、真诚、博
爱，体味到永恒的感动。世上有多

少文学作品，能像《小王子》一样质
朴又深刻——不落丝毫斧凿之迹，
宛若一块浑然天成的美玉呢？它写
给所有曾经是孩子的大人，让他们
感觉到书中水晶般纯净的爱和天空
般深邃的哲理。

读完了《小王子》，我在思索：大
人们为什么不会将心比心？大人们
又是如何丢失自己的童心的？大人
们起初都有一颗童心，可是因为生
活的磨砺，他们悲观地丢掉了初心，
用自己沧桑僵化的心去衡量孩子的
童心。如果大人们在孩子小的时候
说话过于严苛，孩子哪里还有自由

与灵性。从小就磨灭了孩子的
童心，也就折断了孩子的想象力，
而没有想象力的孩子是可悲的。

大人们也是可以找回初心、寻
回童心的，照样可以看到一个崭新
的世界，这个世界也日新月异。不
忘初心、不泯童心，自己心情愉悦，
孩子也会茁壮成长。有位名人曾
说过：“一个可爱的孩子背后，少不
了童心未泯的父母。”

所以，不仅是孩子，大人们也
应该好好读读《小王子》！每个
人都能从中得到自己独特的理
解，从而让自己发生改变。

郑逸梅是现代著名作家，一生写下了五六百万字的作
品，撰写过 170多篇人物传记，对中国文史掌故的收集作
出了重要贡献。他根据读书的顺序把自己的阅读方法
总结为“外打进”读书法。

这种“外打进”读书法的要点是：从简单的书开始
读，然后再读复杂的书；从现在的书读起，再读远些时
候的书；从自己感兴趣的书读起，再读自己不太感兴
趣的书。

郑逸梅小时候对读经典著作不感兴趣，一是难
读，二是读不懂，觉得读书活像受罪。一次，他祖父
给他讲《三国演义》，他被书中的故事深深吸引了，
就试着慢慢读，渐渐理解了书中的内容，越读越感
兴趣，越读越爱读，苦读从此变成了乐读。紧接着，
他读了《水浒传》《红楼梦》《西厢记》《东周列国志》
等书，从中懂得了社会、历史方面的许多知识，并学
到了写作技巧，丰富了词汇。找有趣的书作为“外
打进”的基点，这是郑逸梅幼年读书的切身体会。

郑逸梅在指导一位学生读《古文观止》时，让他
从最后一篇读起，逆序而进，这种由近及古、由易到难
的读法效果很好。郑逸梅认
为运用好“外打进”的读书方法

还要建立“基地”。他先把《唐诗
三百首》《古文观止》等书比较熟

练地背下来，以此作为读书的“基
地”，步步为营、逐级进击，自然基
础扎实、进展迅速。

这本书介绍的是埃及尼罗河流域的地理知识，让我最感兴
趣的当然是金字塔了。金字塔用上百万块巨石垒成，每块石头
至少有 2吨重，最大的有 100多吨。这些巨石是怎么翻山渡河
并堆砌成塔的呢？古埃及人又是如何把握好建造金字塔的精
确比例和尺寸的呢？

其实我们的学习也像造金字塔，要先打好最底下一层的基
础，否则上面就会塌下来。我们应该把最基本的知识掌握好，
每次积累一些，这样才能将学到的知识牢牢记住。

东海县房山中心小学三（4）班 卢依然
指导老师 陶明玲

特雷弗·诺顿（英国） 著

《冒烟的耳朵和尖叫的牙齿》
《冒烟的耳朵和尖叫的牙齿》是

一部趣味十足的科普读物，充满了关
于科学实验的幽默故事。作者看到
一则故事，说古罗马的“蛙人”部队潜
水时嘴里含着油。他决定测试一下
可行性，但经过反复尝试，什么也没
得到，却吞下了足够用一星期的油。
不少科学家们也热衷于拿自己做实
验，吞下过霍乱病菌、盐酸，甚至一
些无法描述的恐怖东西。凡此种种，
在《冒烟的耳朵和尖叫的牙齿》中都
有所提及。他们为什么会做出这样
的事情？该书将为你揭开答案。

全书分为十八章，每章一个主
题，涉及的主要人物近 50人。书中
除了融进历史、文学和传记写作的
元素之外，还有作者所与生俱来的
幽默。他在提到麻醉术出现之前的
外科手术时，如此写道：“手术可谓
有计划的暴力行为，病人嗷嗷惨叫
的恶习分散着医生的注意力，痛得
打滚的惨状让刀工精准变成几乎不
可能的任务。经验丰富的医生用放

血法让病人昏迷，或者把他们掐到
失去知觉。”书中还写到一位名叫弗
兰克的人，创立了一个吃货协会，专
门试吃新食物原料，并给予鉴评：中
国人热衷的燕窝汤，“黏稠如浆糊，
风味独特”，海参汤的“口感介于小
牛头和胶锅内容物之间”；而对马肉
宴的结论则是“像马出了汗的味
道”。总之，这是一系列混合了利他
主义、虚荣心、好奇心、勇气的神奇
故事。

我们不提倡读者尝试《冒烟的耳
朵和尖叫的牙齿》中记述的任何一个
实验，而是想让读者知道这本书所展
现的一群“疯狂的”科学家舍身探索
的惊心动魄。他们一次次将自己推
入未知的险境，令人心惊胆战，而他
们自己却欣然而往，甘之如饴，冷静
记录，为结果而雀跃。看完整本书，
你也会对这群“疯子”肃然起敬。

本书的作者诺顿退休前为利物
浦大学海洋生物学教授，这是他写
作的第四本科普读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