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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针为什么能指方向？

指南针是中国古代劳动人
民在长期的实践中对磁石磁性
认识的结果。作为中国古代四
大发明之一，它的发明对人类
的科学技术和文明的发展，起
到重要作用。一个小小的指南
针，无论你把它放在什么地方，
总会固执地一头指向南，一头
指向北。为什么指南针能指方
向呢？

原来我们居住的地球，其
实是一个巨大的磁铁。它与生
活中普通的小磁铁没有什么区
别，也有两极，N极在地球北极
附近，S 极在地球南极附近。
磁体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相
同的两个极性互相排斥，不同
的两个极性互相吸引。所以，
地球上的任何磁性物体，都会
受地球这个大磁块的影响，把
它们的 S 极指向地球 N 极，而
N 极则指向地球 S 极。当然，
指南针这个小磁体也是如此。

橡皮筋可以被拉得很长，
松手之后又恢复原样。这是为
什么呢？

橡皮筋拉长后又能缩回
去，这是其中的橡胶分子在起
作用。橡胶分子是一种十分爱
运动的小东西，它们手拉手排
列着。因为每个分子都在运
动，所以它们的队伍总是弯弯
曲曲的，不整齐。

可如果我们用力拉橡皮
筋，橡胶分子就失去了任意活
动的“自由”，所排列的队伍也
会变得整整齐齐。从外形上
看，就是橡皮筋被拉长了、拉直
了。但这些橡胶分子不甘心被
限制，它们强烈要求恢复活动
的“自由”，于是就会产生一种
恢复原状的力，这就是橡胶的
弹性，也是橡皮筋拉长后又能
缩回去的原因。

恒星是由引力凝聚在一起
的一颗球型发光等离子体，太
阳就是最接近地球的恒星。恒
星表面温度高达上千摄氏度甚
至几万摄氏度，所以它们能够
发出包括可见光在内的各种电
磁辐射。在恒星内部，温度高
达 1000万摄氏度以上，在这样
高的温度下，物质会发生热核
反应。反应过程中，恒星损失
一部分质量，同时释放出巨大
的能量。这能量以辐射的方式
从恒星表面发射至空间，使它
们长期在宇宙中闪闪发光。行
星的温度远低于恒星，因此它
们自己是不会发光的。

为什么恒星会发光？

为什么橡皮筋拉长后
又能缩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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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热赤道上的大雪山寻访寻访邮票上的家乡先贤邮票上的家乡先贤
昆山市城北中心小学 石 可 指导老师 谈琴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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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市集邮协会陈伯华老师为我们上了一堂《邮票上的昆山》
集邮课，讲到四位昆山名人顾炎武、祖冲之、陆机、梁辰鱼都登上了
纪念邮票。可我发现很多昆山人对此却知之甚少。于是，我和小
伙伴们决定以“邮票上的昆山先贤”为主题，进行一次调查研究。

调查的过程分为确定选题、制定研究方案、查找资料、实地
考察、访谈专家学者、发放调查问卷并进行数据整理与分析等环
节。

实地考察可不仅仅是用眼睛看，还要用心思考。我们提前
搜集整理考察地点的历史、典故、分布等，考察结束后每小组结
合自己的探究活动，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问题。例如：什么样
的人物才能被称为“昆山先贤”？除了邮票上的这四位，昆山还
有其他先贤吗？这些先贤故事对今天的我们有怎样的教育意
义？后来，这些问题都转化为了有价值的研究小课题。

“先贤文化”文献整理和资源调查也很有挑战性。它涉及的
面很广，需要查找大量资料、询问家长、进行网络检索等。资料
找到了，整理和删减也非常有难度，需要我们对四位“昆山先贤”
的知识点有较为全面的了解和认识。

回顾这次调查研究,虽然困难重重，但收获颇多。以前，我们
对昆山的先贤人物、本土文化知之甚少。这次调查让我们对他们不
平凡的人生经历和辉煌成就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调查活动还提升了
我们搜寻资料的能力，提高了与人交流的胆识和文字表达能力。作
为小学生，第一次写这种报告，我们也曾经心急如焚，甚至想过放弃，但
最终在父母和老师的帮助下坚持了下来,这对我们的意志力也是一个极
大的锻炼。

（石可等同学的调查报告《寻访“邮票上的昆山先贤”》获江苏省青少年
科技创新大赛一等奖）

在非洲赤道附近有一
座海拔 5896 米的非州第一

高峰——乞力马扎罗山。在
当地语言中，乞力马扎罗意为

“闪闪发亮的山”。
乞力马扎罗山的轮廊十分

独特：慢慢升高的陡坡连接着细
长、平扁的山顶——那是一个超大
的死火山。从很远的地方望去，乞
力马扎罗深蓝色的山体耸立在炎热

的非洲大地上，令人心旷神怡，雪线
下的山体常常云雾缭绕，皑皑白雪
的山顶好像在半空回旋。乞力马扎
罗山下的平均气温达到 59℃，而峰
顶的平均气温又经常在-34℃，故有

“赤道雪峰”之称。
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乞力马

扎罗山一直是一座神秘又美丽的高
山——没人相信炎热的赤道竟有这
样一座遮盖着冰雪的大山。但是现

在这座
非 州 第 一
高峰山顶的积
雪融化、冰河消退
状况十分严重，在过
去80年里，山顶冰河萎缩
了 80%之上。有自然环境专
家预测，乞力马扎罗雪顶将在十
年内完全融化消退，到那时，“赤道
大雪山”奇景将成为记忆。

1832年，美国著名画家摩尔斯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了解到了电磁
感应现象。他产生了一个想法：
“电的传递速度那么快，能够在

一瞬间传到千里之外，而电
磁铁在有电和没电时能作

出不同的反应。利用这种
特性不就可以传递信息

了吗？”由此，摩尔斯
走上了科学发明的

崎岖道路。

摩尔斯首先意识到，必须把 26
个字母的信息编码方法加以简化，
这样电报机的结构才会简单一些。
摩尔斯决定用点、横线和空白共同
承担发报机的信息传递任务。他为
每一个英文字母和阿拉伯数字设计
出代表符号，这些代表符号由不同
的点、横线和空白组成。这是电信
史上最早的编码，后人称它为“摩尔
斯电码”。

有了电码，摩尔斯马上着手研

制电报机。他在极度贫困的状态
下，进行研制工作。终于，1837年9
月 4 日，摩尔斯制造出了一台电报
机。这台发报机的有效工作距离为
500米。

1844年 5月 24日，在美国华盛
顿国会大厦联邦最高法院会议厅
里，进行了人类首次公开电报发收
试验。年过半百的摩尔斯在预先约
定的时间，兴奋地发出人类历史上
的第一份电报。

9月5日至9日，在北京举办的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中
国自主研制的两款新冠灭活疫苗引发人们关注。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持续
蔓延的情况下，中国的疫苗研制工作都有哪些进展，未来前景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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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研发进入关键阶段

据了解，参展的两款新冠灭活疫苗目前均已进入最后的
Ⅲ期临床试验阶段，试验正在阿联酋、巴林、秘鲁、摩洛哥、阿
根廷等国家和地区紧锣密鼓地展开，接种人数达5万人，各方
面进展均全球领先。

目前我国有 4 款新冠病毒疫苗已开启国际Ⅲ期临床试
验。Ⅲ期临床试验是确定疫苗能否获批上市的关键研究，将
真正验证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需要数千至上万人的样本
量。我国新冠病毒疫苗预计最快可在11月前获得初步数据。

8月 19日，由陈薇院士带领的团队研发的新冠疫苗已被
授予专利。日前她在接受采访时说，一旦病毒产生变异、影响
保护效果的时候，可以用现在的疫苗作为基础免疫，很快做一
个针对性更强的疫苗对它进行加强免疫，就像是给软件升级
打补丁一样。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目前在我国得到有效控制，国内已不
具备大规模临床试验的客观条件，因此上述Ⅲ期临床试验均
在海外进行。更多的样本量及不同地区的临床试验数据将大
大提升新冠灭活疫苗上市进程，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人民
的健康福祉，贡献中国智慧与力量。

我国已启动新冠疫苗紧急使用

我国已于7月22日正式启动新冠疫苗的紧急使用。《疫苗
管理法》明确规定，当出现特别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经专家
充分论证后，可在一定范围、一定时限内紧急使用疫苗。目的
是在医务人员、防疫人员、边检人员以及保障城市基本运行人
员等特殊人群中，先建立起免疫屏障，整个城市的运行就会有
稳定的保障。

最近，北京高等级生物安全生产设施通过国家检查，具备
了使用条件，这是目前全球首个也是最大的新冠灭活疫苗生
产车间。

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仅用 2个月的时间，于 4月 15日就
完成了车间的建设，创造了新冠灭活疫苗车间建设的“火神
山”速度。

我国在北京和武汉两个生物制品研究所分别建设了高等
级生物安全生产设施。在这两个研究所的生产车间投入使用
后，新冠疫苗年产能合计将达到2.2亿剂次。

灭活疫苗车间建设的“火神山”速度

新冠病毒疫苗研发难在哪里？

难点一：认识新敌人
新冠病毒是继 SARS和MERS之后第 3种通过跨物种传

播而导致人类大规模感染的冠状病毒，迄今尚无针对冠状病
毒的疫苗和药物。人们对新冠病毒的生物学特征、感染过程、
致病性等特性仍知之甚少。

难点二：敌人会变身
研究发现，新冠病毒容易产生多种突变，相当于用

了“易容术”伪装，人体注射疫苗后产生的抗体不一定
能够准确识别出体内病毒。

难点三：武器反伤己
新冠病毒疫苗存在产生“抗体依赖增强

症”的风险，这种作用会使抗体协助病毒
感染人体细胞，起到相反的作用，因此
在研发疫苗时要特别小心，确保万
无一失。

目前我国的两款新冠灭活疫苗已经接种了
数十万人次，无一例明显不良反应，无一人感染；其中
打完疫苗之后去海外高风险国家和地区的数万人，截至
目前实现了零感染。

海豚在大家
的印象中是一种
可爱又聪明的动
物，最近科学家
又发现了海豚一
项新技能，那就是

用海螺壳来捕鱼！
宽吻海豚会故

意把猎物逼进一个大
大的空的海螺壳中，然后

把它们长长的吻插入壳的
开口中，顶着装有鱼的海螺
壳游到水面，接着再摇晃海
螺壳，把里面的水晃出来，
这样鱼就直接掉入它们张
大的嘴巴里了。整套动作
如行云流水，干净利落，让
科学家惊叹不已。

海螺壳捕鱼法是海洋
动物中第二项使用工具的
记录。第一项记录同样是
宽吻海豚。在2005年，科学
家们发现宽吻海豚会使用海绵搅动海底
的沙子，把藏在沙子里的鱼赶出来，而海绵
起到了保护嘴巴的作用。

更让人为之惊叹的是这项技能不是小
海豚从海豚妈妈那里学来的，而是从小伙伴
那里学的。通常来说，海豚以及大部分动物
的捕食技能都是从父母那里学会的，从同龄

小伙伴那里学习非常罕见。
那么，问题来了，这个“海螺壳捕鱼法”最开

始是由谁发明的呢？海豚是非常聪明的动物，第
一次利用海螺壳捕鱼可能只是一个偶然。科学家

起初观察到这个现象时也以为海豚只是想吃掉里面
的螺肉，然后举起空壳向同伴炫耀——也许最初确实

如此，但聪明的海豚却发现海螺壳可以用来捕鱼，并且
十分轻松高效，而其他同伴在旁边看到后，也觉得不错，

就学习了起来。不过，这项技能并不是所有的海豚都能偷
学成功并熟练运用的。

（本栏目由江苏省科普作家协会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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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士诗抄

振羽荐书

作者：
王若飞青年时代就投身革命。在法

国勤工俭学期间，他参与发起成立旅欧中
国少年共产党，积极从事马列主义的宣
传。1923年 4月，王若飞赴苏联，进入莫
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并转为中共党员。

回国后，王若飞在河南工作 9 个多
月，从宣传马列、组建党团组织到开展工
运、农运，都做出了显著的成绩。1926年
3 月，王若飞赴上海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后参与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一、第三次武装
暴动。

1928 年，王若飞赴苏联任中共驻共

产国际代表团成员。1931 年回国，在内
蒙古包头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在长达 5
年零 7个月的监狱生活中，他坚贞不屈，
后于1937年获释。

抗战爆发后，1938 年起王若飞任中
共中央华中工作委员会兼中共中央华北
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兼任八路军副参谋
长。1945年 8月，他与毛泽东、周恩来一
起作为中共代表赴重庆同国民党谈判。
1946年 1月他代表中共方面出席在重庆
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

1946年 4月 8日，王若飞在由重庆返
回延安的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

名人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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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若飞王若飞：：
铁窗难锁钢铁心

夜渐深，风更紧，雨更急。这场风暴犹如前些日子把他们吹到这儿来的那场风雨一模一样。春
秋两季，常见这种风暴，而且它还往往带来巨大的破坏，尤其是这一带海滩宽阔，情况尤为严重。这
样一个毫无遮挡的、朝东的海岸被狂风吹袭的惨相可想而知。幸好，垒成“壁炉”的岩石很坚固。
只是有几块花岗岩根基稍微不稳，有点摇动。水手（潘克洛夫）头枕岩石，感觉得到岩石在震

颤。但是，他在竭力鼓励自己不必担心，这座临时的避难所固若金汤，绝不会坍塌。但
是，他毕竟还是听到了有石块从岩顶被刮落，滚到海滩的巨响。甚至还听到有几

块巨石砸到“壁炉”的顶上。碎成小块，四下溅落。他起来了两次，爬到
通道口，观察洞外的情况。雨并不大，没构成太大的威胁，于

是，他便爬回烧得正旺的炉火旁睡下了。

《神秘岛》精彩章节

苏州高新区狮山实验小学校三（8）班 付宸轩
指导老师 张莉英

‘‘‘

《会唱歌的猫》

《阿凡提的故事》
“地球的中心在哪里？”“天上有多少颗星星？”“胡子

有多少根？”这是商人刁难阿凡提的三个问题，而阿凡提的
机智回答令商人哑口无言。阿凡提还曾遇到过各种各样的
难题，但每次都被他用智慧和幽默化解了。我钦佩阿凡提
在面对难题时能从容不迫开动脑筋，要换成是我，可能一道
也答不上来，也许真的要去数一辈子的星星和胡子了。

读了这本书，我懂得了当困难来临的时候，要保持乐
观、勇敢、冷静的心态，去勇敢面对，成为像阿凡提那样迎难
而上的智者。

海门市实验小学三（2）班 刘季和
指导老师 黄 萍

死里逃生唯斗争，
铁窗难锁钢铁心。

平凡中的伟大
——读《神秘岛》有感

牟世金是我国著名的古典文学专家，他读书有自己
独特的方法，这就是“友、敌、师”读书法。

“友”，就是和书本交朋友，经常和书本打交道。交朋
友，存在着深交和广交的问题，深交和广交要结合好；朋
友还存在着近友和远朋的问题，朋友越多越好，近友多
多益善。牟世金说，要尽可能自备一些必要的书籍，身
边有了经常接触的朋友，才能更好地熟悉它，一旦有
事，才能知道请谁相助。

“敌”，就是不能唯书是信。如果把所有书籍上
的话都当作是真的，势必会吃亏上当。所以牟世金
读书，打开书本，便如临大敌，读一点消化一点，决
不囫囵吞枣，人云亦云。他认为，把书视为敌人，才
能察其虚实，辨其真伪，识其精华，补其不足，攻而
破之，做出学问来。

“师”，就是既不能单纯地以书为友，也不能单
纯地以书为敌，而必须拜书为师。对待书本，应先
兵而后礼，能攻就攻下，能扫就扫掉；当攻之不下，
扫之不掉时，很有可能它就是正确的了，这时就要
老老实实拜它为师。

牟世金说，“友、敌、师”三者是有机联系在一起
的，不能孤立存在。光以书为友，知识不是自己的；光

以书为敌，知识不能成为自己
的；只有经过左攻右攻攻下来

的，才是自己的知识。

二丫是一只有着善良的心灵和悲悯情怀的小猫。她先
是为了帮一位聋哑老人卖报，跟鹩哥学习吆喝，把嗓子练哑
了都没放弃，最终她学会了说话；后来，二丫为了帮忙唤醒
一位植物人妈妈，又学会了唱歌。小猫二丫的心中有一个
信念，那就是要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它通过不懈的努
力终于实现了心中的梦想。

太仓市经贸小学五（1）班 陈澜馨
指导老师 李 静

《神秘岛》讲述的是美国南北战
争时期，几名军官流落荒岛努力求
生的故事。

塞勒斯·史密斯是一位出色的
工程师，吉丁·史佩莱是一位赫赫有
名的战地记者，纳布是史密斯忠诚
的仆人，潘克洛夫是一个无所畏惧
的水手，赫伯特是一个智勇双全的
少年。他们五人乘坐的热气球被风
暴刮到了太平洋的一个无人小岛
上。在没有任何补给的情况下，他
们心存希望，没有失去生活的勇气，
从赤手空拳到制造出陶器、玻璃、风
磨、电报机，把小岛建设成了一个繁

荣富庶的乐园。他们还挽救了附近
一座荒岛上被囚禁 12 年的罪犯艾
尔通，用真情感化他，让他融入到集
体当中。

每当危难时刻，总有一个神秘
人物向他们伸出援手。这个神秘人
物就是善良、智慧的尼摩船长（科幻
小说《海底两万里》的主角）。当海
水进入荒岛下的火山裂缝，小岛即
将被毁灭时，又是尼摩船长救了他
们。最终他们返回了日思夜想的祖
国。

读完全书，我被这群勇士身上
善良、友爱、智慧、团结的精神所打

动，也为他们坚韧顽强的意志所折
服。当面临困境时，他们没有抱
怨、忧虑，而是积极阳光地面对现实，
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团队精神和知识
的力量，将无人岛建设成了乐园。

这是一群平凡的人，但在困难
面前，他们不低头、不屈服，勇于挑
战与创造，他们的故事让我体会到
了平凡中的伟大。这个故事也让
我明白：知识就是财富，团结就是
力量。在以后的生活和学习中，
不管遇到多少艰难险阻，我都会
像他们一样披荆斩棘，勇往直
前。

背景：
1931 年 9 月，王若飞从苏联回国领

导西北地区的革命斗争，11月因叛徒出
卖在包头被捕，先后被关押于国民党归
绥第一监狱、山西太原陆军监狱。

被捕时，为保护同志和党的组织，王
若飞将写有同志名单的纸片放进嘴里嚼
烂。面对严刑拷打，他坦然应答：“‘招’
字，早就从我的字典里抠去了。”敌人将
他押赴刑场以“执行枪决”相威胁，他泰
然处之，平静地对刽子手说：“开枪吧！”
敌人无计可施，又将他投入牢狱关进囚
室。

在狱中，王若飞组织狱友们学习马
列主义，不屈不挠地开展各种斗争。为
了鼓舞难友英勇斗争，他曾经写了一篇
短文《生活的微笑》。文中，他用犀利的
笔调，指出生活里充满了斗争，并描写难
友们斗争胜利的场景。上面的这两句
诗，就作于该文结尾处。

在长达5年零7个月的牢狱生活中，
王若飞始终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用
实际行动践行了入党誓词中的庄严承
诺，真正做到了“对党忠诚”，完美诠释了
共产党员的忠贞与坚定。

（李 彤 摘编）

杨 娟 著

《青春恰自来》
222 年前在南京去世的袁枚

先生，无论如何不会想到，他一生
著述多多，浩如烟海，却有一首小
诗《苔》因当下的大众传播而家喻
户晓：“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他更不
会想到，上海女教师杨娟以贵州乌
蒙山区短暂支教的经历而写就的
小说，会以这首诗中的“青春恰自
来”为书名。

小说的背景发生在大西南的
贵州乌蒙山，故事最先展现的是这
一区域令人难以置信的缺水与干
旱。韩青苔和韩普军是两个13岁
的苗族少年。韩青苔因为右眼失
明，在襁褓中就被遗弃，由一个女
人带回来抚养，这个女人就成了青
苔的外婆。青苔非常阳光，做事风
风火火，又对“美”和“音乐”格外敏
感。普军是青苔的好朋友，内向、
敏感、自尊，他被寄养在叔叔家，对
人对事常怀悲观的看法，但又对外
面的世界充满渴望与向往。13岁

的两个人，都面临各自的困境。青
苔因外婆生病，面临着失学的压
力，而普军的爸爸因酗酒去世，收
留他的叔叔也酗酒无度，常在酒后
打他和婶婶。两人因为偶然的机
会找到了薄刀岭这一贵州第二高
峰上的水源，于是，乌蒙山人就在
学校的领导下开始了史诗般的引
水工程。

同时，两个人还发现了山洞中
的白骨和秘密日记，揭开了尘封已
久的秘密。日记里记述着一支高
山足球队的故事，“他”是民国时期
一个苗族少年，最终被杨森选到足
球队参加了 1936 年的柏林奥运
会。青苔与普军被这个故事所感
染，做出了各自的人生选择。

这个故事中历史与现实相互
交织，极力表现的是无论什么样的
时空，都无法阻止人们对于美好生
活的渴望；在艰难成长中的希望与
爱，是支撑人们不懈前行的动力之
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