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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样做一是改变了眼
睛的形状。眯眼睛能使进入眼
睛的光线更好地聚焦，让我们
看得更清楚。在视网膜中有一
个微小的部分，被称为中央凹，
轻轻眯起眼睛改变眼睛形状，
光线就能精确地聚焦在中央凹
上，事物的细节就可以看得更
清楚了。二是可以限制其他方
向的光射入。当看一个事物
时，我们发现不仅可以看到它，
还可以看到它周围以及我们周
围的事物。这就是人类的周边
视觉。但当我们想将视线集中
到某件事物上时，如果有光线
从多个方向进入眼睛，晶状体
必须加倍工作，才能使光线有
效地聚焦在视网膜上，形成清
晰的图像。而眯起眼睛，眼睑
阻挡了来自其他方向的大部分
光线，晶状体就能更集中处理
聚集在中心的光线。这样，聚
焦光线的整个过程变得更精
确，我们就能看到更清晰的图
像了。

鸡蛋为什么捏不碎？

生活中鸡蛋稍微敲一敲就
破了，可是为什么我们把一个
鸡蛋放在手心里，费尽九牛二
虎之力，却怎么也捏不碎呢？
这和鸡蛋的形状有关。当我们
从侧面观察时就可以发现，鸡
蛋壳呈现拱形，而拱形可以有
效分散各方向施加的外来正压
力，是自然界中承受正压力较
大的结构。当我们把鸡蛋放在
手心里，用力握鸡蛋的时候，手
的力量会平均分散到鸡蛋的各
个地方，并且鸡蛋还会把手指
所作用的力传到掌心而抵消掉
一部分。这样它表面所承受的
压力，都是相等的小力量，蛋壳
就不会破裂了。

人们就是利用这一原理造
出了拱桥、拱门，设计出了汽
车、飞机和安全帽盔等。

为什么水可以灭火？

我们经常看到消防员拿着
水枪灭火的画面，那么为什么
水可以灭火呢？

燃烧需要两个条件，第一
要有可燃物和助燃物，第二可
燃物要达到着火点即燃点。灭
火只需要切断两个条件中的一
个就行。我们平常用到的最多
的灭火方式就是泼水，因为它
既可以隔离氧气与可燃物，又
能为可燃物降温，当然这只是
对付最平常的燃烧。而如果燃
烧的是油，那么泼水就无济于
事了，油的比重比水小，会浮上
来；还有一些东西烧着了也不
能泼水，像碱金属、剧烈燃烧的
火炭等。

为什么眯起眼睛
看东西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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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妙的水果发电自己动手制作清洁机器人自己动手制作清洁机器人
泰州市实验小学四（1）班 孙皓轩 指导老师 袁 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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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目前使用的传统电脑采用的是冯·诺依曼架构，其数
据储存和计算是分离的。运算过程中，信息存储在甲地，计算
的时候才把信息搬到乙地，计算完成后再搬回甲地。由于搬
运速度远低于计算速度，搬运本身成为提升速度的瓶颈。

与传统电脑不同的是，生物大脑在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
程中无需大脑指令就能自然产生不同的智能行为，包括语音
理解、视觉识别、决策任务、操作控制等，且能耗低。自然界
中，很多神经元数量远低于 100万的昆虫就能做到实时目标
跟踪、路径规划、导航和障碍物躲避。

类脑计算机就是通过硬件和软件模拟大脑神经网络的结
构与运行机制的计算机。类脑芯片的工作原理类似于生物的
神经元行为，通过脉冲传递信号，就能实现高度并行运行，提
升效率。

这次发布的类脑计算机包含 792颗达尔文 2
代类脑芯片，支持 1.2亿脉冲神经元、近千亿神
经突触，神经元数量规模相当于
一个小鼠大脑。为了让这么
多神经元实现高效的联动
组合，同时将杂乱无章的
信息流有序分配到对应
的功能脑区，研究团队研
制了专门面向类脑计算机
的操作系统——达尔文类
脑操作系统（DarwinOS），
对类脑计算机硬件资源实
现有效管理与调度，支撑类
脑计算机的运行与应用。

在类脑计算机指挥机
器人开展抗洪救险任务的
演示中，1 号机器人凭借自
带摄像头在场地巡逻，当发现
堤坝缺口后，就呼叫负责工程的 3号机器
人前来修坝；同时搜寻受伤人员，当发现倒
在地上的人体模型后，又呼叫负责救援的2
号机器人……所有机器人都在类脑计算机

电脑与生物大脑思考模式有何不同

神经元与突触

类脑计算机：像人脑一样思考

扫地也是一门技术活，以前，我每次扫地时总扫不干净，这让
我十分难堪。而每次看见妈妈弯着腰扫地，我又会很心疼。虽然
市场上有扫地机器人卖，但我心想：“我不是学过编程吗？能不能
自己动手做一个清洁机器人呢？”

说干就干，我拿出笔记本电脑，把思绪捋了捋：想让清洁机
器人动起来，就要用到舵机，还需要一个红外遥控器；光有遥控
器也不行，还得有红外遥控接收模块搭配起来；吸收灰尘和纸
屑的重任肯定是交给风扇模块啦，再加上一个舵机擦水……这
些相当专业的词儿都是我在科技课上学来的。我把模块拿齐，
再用科学老师教过的方式将各种专业线材一一连接起来。

要让机器人听命令，正确的代码是关键。编写代码时，刚
开始十分顺利，没一会儿工夫，代码已经完成一大半了。于是，
我开始第一次调试代码，可是机器人什么动作都有，就是不扫
地。一定是代码出了问题。我仔细检查了一遍又一遍，就是发
现不了有什么差错。迫不得已，我只能埋头苦干，把代码重写了
一遍。说实话，第一次出错是什么原因，现在我都还不知道。写
完代码后，我再次进行实验，耶！可算是成功了。

最后，我用废弃的纸盒为机器人做了一身漂亮的“外衣”，提升
了“颜值”，一件作品就算大功告成了！

经过我的一番操作，小机器人便开始履行自己的使命。能为家
里的清洁“事业”贡献了一点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这让我感到很骄傲！

（孙皓轩同学的发明“遥控式两用清洁机器人”荣获江苏省青少年
科技创新大赛三等奖）

水果能够发电吗？答
案是，能！

曾经就有人用一根捆钟
表的金属线、几颗被铜线包裹

的镀锌钉和不同种类的水果制
作出了“水果电池”，点亮了LED

灯。
其实，水果发电的原理和最

早的化学电池有异曲同工之处。
在化学电池中，两个电极分别是铜

片和锌片，电解质是稀硫酸。负极
发生氧化反应，流出电子；正极发生
还原反应，流入电子。氧化剂与还
原剂之间发生电子转移，而电子的
定向移动就产生了电流。

水果之所以能发电，其原理首
先是水果中含有大量水果酸，这是
一种很好的电解质，作用就相当于
稀硫酸。其次，插入水果中的两个
金属片通常情况下电化学活性是不

一样的，就像铜片和锌片；其中更活
泼的金属片通过化学反应会置换出
水果中酸性物质的氢离子，从而产
生电荷，形成电压，最终构成一个原
电池。

有实验证明，在相同条件下，不
同水果电池的电压是不同的，这与
水果中酸性物质的含量有关——酸
性物质含量越高，电池的电压也就
越高。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士兵用
的步枪枪膛极易磨损，英国科学家
亨利·布雷尔利受命研究一种不
易磨损的合金钢。他和助手搜集
了国内外生产的各种型号的钢
材，进行多种配方的冶炼实
验。但实验进程并不顺利，那

些不符合要求的钢块都被
丢弃到试验场的露天墙

角。随着时间的推移，废钢也越堆
越高，渐渐堆成了一座小山。这些
废钢历经日晒雨淋，变得锈迹斑斑。

一天，试验人员决定清理这批废
弃试件。在搬运时，他们发现在这堆
被腐蚀的钢件中，有几块废钢依然闪
闪发亮。测试后，布雷尔利发现这种
合金并不耐磨，不能制造枪支，但却
不怕酸、碱、盐腐蚀。他灵机一动，将

这种钢材做成了水果刀、叉、勺、果盘
等餐具。这种不易生锈的餐具深受
人们欢迎并风靡欧洲，后来又传遍全
世界。布雷尔利因此被尊称为不锈
钢之父。

今天，不锈钢制品不仅走进了
千家万户，而且在制造业、汽车、航
空、建筑工业到外科手术器械等领
域，不锈钢的应用也越来越广。

夏季，湖面水塘往往
是一片清凉的荷花世界。
荷花被视为“花中君子”，
寓意着纯洁、无邪、清白、
正直。

荷花是一种神奇的植
物。它的生命力十分顽
强，在适宜的储存条件下，
荷花的种子——莲子可以
存活千年以上。荷花全身
是宝，各部位皆可入药，多
个部位可以食用，深受人
们喜爱。

荷花之所以被视为
“花中君子”，关键就在于
它的“洁身自好”，不论花
还是叶，都异常洁净。荷
花娇美芳香，“出淤泥而
不染”；荷叶又大又圆，翠
绿光洁，稍稍留意一下，
就不难发现“一阵风来碧
浪翻，珍珠零落难收拾”，
这描绘的是水滴自荷叶上滚落的生动场
景。

荷叶表面不但留不住水珠，甚至还不
沾灰尘，这使它看起来分外洁净。当雨水
打在荷叶上，会形成一粒粒自由滚动的水
珠，这些水珠又会把叶面上的尘土和污泥吸
附掉，使叶面保持洁净。这就是著名的“荷叶

自洁效应”。
德国科学家在20世纪70年代揭开了“荷叶

自洁效应”的奥秘，这与荷叶表面的微观结构有
很大关联。荷叶表面有许多高度为几微米的微

小乳突，平均间距约 12微米，每个乳突由许多直
径为200纳米左右的突起组成。电镜下面，这些突

起仿佛一些密集排列、布满绒毛的小山包，顶部又长
出馒头状的凸顶，表面整体覆盖着蜡质层。突起之间

的凹陷部分则充满了空气，紧贴叶面形成一层极薄的
空气层，使得尺寸大于这种结构的灰尘、雨水只能接触到

“山包”凸顶。在空气层、凸顶和蜡质层的共同托举下，水
珠不能渗透，却可自由滚动，并在表面张力作用下形成球

状，在滚动过程中吸附灰尘污泥，并滚出叶面，使叶面
始终保持干净。

模仿莲叶的自洁功能，人们开发出了
自洁、抗污的纳米涂料，广泛应用于抗紫外

线材料、食品包装材料、纺织、化妆品、
汽车工业、航天工业中。（本栏目由

江苏省科普作家协会协办）

神经元是指人脑中的神经细胞。神经细胞除了拥有一般
细胞的结构外，还从细胞体上长出了一根根长长的触手，叫做

“神经突起”。
神经突起有两种。一种长度较短、分支较多，像树杈一

样，叫“树突”，它负责接收信息。另一种不同于前者，并且只
有一根，它的名字叫“轴突”，作用是连接

其它神经元，负责传递信息。无数这
样的“神经突起”相互连接在一起，
这种连接被称为“突触”。

为数众多的树突就像收集情
报的天线。神经元受到的刺激
越多，大脑里的树突也越发茂
密，并与更多神经元通过轴突

取得联系，构成了庞大且
复杂的信息接收和传
递的神经回路与神
经网络。

的控制下通过语音发布移动指令，并接受任务分配，
然后自主完成任务。

类脑计算机既可用于生活中各种智能任务的处理，开拓
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也可用于神经科学、脑科学研究。科研
人员用类脑计算机模拟了人类的多个不同脑区，建立了神经
网络模型，构建了学习—记忆融合模型，实现音乐、诗词、谜语
等的记忆功能，还能通过对脑电信号的解码，凭“意念”打字输
入。

9月1日，我国首台基于自主知识产权类脑芯片的类脑计算机问
世，它是目前国际上神经元规模最大的类脑计算机。那么什么是类脑
计算机？它究竟有什么样的神奇之处？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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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向应：革命征途诗意浓

《征途》

月色在征尘中暗淡，
马蹄下迸裂着火星。
越河溪水，
被踏碎的月影闪着银光，
电火送着马蹄，
消失在希微的灯光中。

作者：
关向应1922年中学毕业后，在

大连的日本企业做杂役工，饱受日
本老板的剥削折磨。他痛恨日本
帝国主义，开始与革命者接触，阅
读进步刊物。1924年2月关向应加
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4年被
派往苏联学习，1925年 1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

回国后，关向应在上海从事党
的工作。“九一八”事变后，他被捕
入狱，遭受酷刑拷打。在法庭上、
监狱中，他坚贞不屈，始终保持了
崇高的革命气节，没有泄露党组织
机密。

被营救出狱后，关向应于 1932
年来到湘鄂西根据地，与贺龙一
起 ，转 战 沙 场 ，创 立 红 二 军 团 。

1933 年，红二军团北上抗日途中，
关向应和贺龙、任弼时，坚定地站
在党中央毛主席一边，坚决反对张
国焘的分裂阴谋。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关向
应担任八路军 120 师政治委员，在
抗日战争中立下赫赫功绩。

1946年 7月 21日，关向应在延
安因病逝世。

——读《铁道游击队》有感

令人难忘的平民英雄

苏州工业园区第二实验小学六(2)班 鹿 畅

《铁道游击队》精彩章节

在等车的时间，小坡再也支不住沉重
的脑袋，把头靠在一簇麦丛上打盹了。他在
睡意矇眬里，突然听到旁边彭亮的低沉有力
的声音：“准备呀！开过来了。”

他抬起头来，擦了擦眼睛，看到黑堤的路
基上，已蒙上一层白色的探照灯光，耳边听到渐
渐增大的轰轰的、远处开过来的火车的音响。随
着声音，他身上忽的振奋起来，这声音把他的睡意
扫得一干二净。因为他知道和这大怪物搏斗，是
开不得玩笑的，全身力气都得使出来，一不注意，抓
脱了手，蹬空了脚，都有生命的危险。他想到政委
告诉他这就是任务，一定要很好完成。

他跟着彭亮、林忠，慢慢的向路基那边爬
去，当啌啌的车头带着巨大的声响跑过去的时
候，他们三个黑影就都跑上了路基。在一阵
轧轧的钢铁的摩擦声中，他们迎着车底卷出
的激风，像三只燕子似的，蹿上车去。

高亨的“一通百通”读书法

《小屁孩日记》

快要过年了，山丫盼着她的父亲早日回来一起团
圆。可为了省钱给山丫交学费，父亲没舍得买票回
家。得知消息后的山丫，在房间里难过了很久。就在
大年三十那天，山丫收到了爸爸托人带给她的礼物：
她梦寐已求的白雪公主铅笔盒。里面还有一张纸条，
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山丫，你一定要好好学习！”看
似简单的一句话，却在山丫的耳边回荡着，一百遍、一
千遍……

读到这里我的眼睛已经模糊了。想到有一次爸爸
出差外地，说好5天就回，可延迟了一个星期。想念家
人的滋味真不好受，我同情山丫，也心疼她的父亲。

苏州市吴中区临湖第一中心小学二（2）班 刘繁硕
指导老师 俞爱妹

《我之梦·团圆》

“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鬼子的末日就要来到，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这是
电影《铁道游击队》的插曲，伴随着这优美旋律，小说

《铁道游击队》里那群英勇无畏的平民英雄形象又浮
现在我眼前。

故事发生在一个以产煤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小镇
——枣庄。故事中的抗日好汉们，从一起开炭厂到血
战洋行、夜袭临城、保卫微山岛……一幕幕画面，让我
身临其境，无法自拔。我好像也成为了一名铁道游击
队队员，每次他们赢了，我就一阵狂喜；每次他们损失
了队员，我就伤感难过。

在成为英雄前，他们都是普通人，做的都是普通
的事，但他们的共同点是心里都充满着对日本侵略者
的仇恨。他们敢于反抗，把心中的怒火回击到敌人身
上，鼓舞更多的人加入到打击侵略者的队伍中来。

铁道游击队所经历的悲欢离合不计其数，其中最
有传奇色彩的是队长老洪。老洪有一身本事，不仅会
飞车夺枪，还有超强的领导能力，多次在敌众我寡的
情况下反败为胜。从这些故事中，我体会到老洪对人
民的深厚感情，和为了完成党的任务而具备的超乎常
人的毅力和胸怀。在无比复杂的形势下，他保持冷静
的头脑，机智勇敢地去战斗。中国正因为有了千千万
万像老洪一样的铁血男儿，才能最终赶跑侵略者。

英雄们用青春与热血为我们缔造了伟大的新中
国，我们要永远记住他们的功绩。

著名学者高亨早年在清华大学
学习时，曾选定《韩非子》一书作为
主攻的对象，悉心钻研。他的毕业
论文《韩非子集解补正》，就是这次
阅读、研究的成果，受到梁启超、王
国维两位大学者的赞扬。

读通了《韩非子》之后，高亨一
发而不可收，接着又研读了许多周
秦的其他重要古籍。《韩非子》一书
成了他研究周秦典籍的起点，从这

本书出发，他读通了其他一系列书，
取得了相当可观的研究成果。

高亨后来在总结自己的读书经
验时说：“一经通，百经毕。”意思是
说，认认真真地读通了一本书，其他
许多书也就触类旁通了，也就是我
们平常所说的“一通百通”。

“一通百通”的前提条件是“一
通”，通要真通，而不能似通非通。
有的书看起来似乎“通”了，但未必

真通。真正按高亨“读通”的要求来
衡量，就会发现自己对书的某些字
句根本没有确切的理解，对于书里
的许多难点、疑点，也没有认真去思
索，甚至连书的主要内容都归纳不
出来。

所以，对“一通”要下真功夫，
“一通”是走向一条治学之路的第一
步，只有“一通”真“通”了，才有可能

“百通”。

背景：
关向应不仅是位能征善战的将

军，也是诗词艺术的爱好者，戎马倥
偬的间隙，他也会抓紧时间阅读诗
词书籍。在他逝世后，人们从他遗
留的笔记本里，发现了他以挺秀的
笔迹所写下了这几行诗。

这首诗勾勒出行军途中的一个
画面：银色的月光下，战士策马奔

腾，奔赴前线。马蹄风驰电掣越过
溪水，踩碎了水面上摇动着的银白
色月光，转眼消失在寂静清冷的荒
野中。这首诗中，关向应不直接写
战士，不直接写战斗前摩拳擦掌的
紧张状态，而是侧面描写奔袭的一
个瞬间，让月色、马蹄、溪水等作为
诗歌描写的主要对象，从场景与细
节上生动地衬托出千军万马迅猛而

有序的行进画面，同时渲染出军队
强大的战斗力和所向无敌的气势。
这种巧妙的构思，在艺术手法上取
得了引人入胜的效果，更让我们感
受到作者细腻的观察力与指点江
山、把控战局的豪迈战斗情怀。

虽然爱好诗词，但这几句饶有诗
意的文字，却是一生不知疲倦埋头工
作的关向应留下来的仅有的诗章。

我最喜欢的一本书是《小屁孩日记》，它是美国作家
杰夫·金尼的作品。《小屁孩日记》的编排一半是中文，一
半是英文，阅读的时候还可以顺便学些英语单词。

小屁孩格雷是一个狡黠、机灵、自恋、胆小、爱出风
头又有点懒散的男孩，他经常想捉弄人但却反被捉弄；
他想做好事却常常弄巧成拙；他屡屡身陷尴尬境遇却总
能逢“凶”化吉。他不是好孩子，也不是坏孩子，只是个
普通的孩子。就像于丹教授说的那样，小屁孩儿比我们
成年人聪明多了！让我们都当回小屁孩儿吧！

从今天起，我也来学写日记，偶尔尝试看看能不能
也用我蹩脚的英文写一篇像《小屁孩日记》那样的日记。

东海县房山中心小学四（1）班 史英康
指导老师 张法庄

《初心·青少年读本》

初心，是当今社会的大主题，是人生
的大文章。党的十九大把“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时代主题，本
书以生动细腻的文学笔触，梳理个人、政
党和国家的初心，给青少年读者们讲述
初心的建立、践行、摇摆、丧失和回归。

《初心·青少年读本》是作者丁捷在
这个时代对人心的拷问，是对部分落马
贪官的内心世界进行的一场彻彻底底的

“问心之旅”，他深度挖掘他们灵魂衰落
的终极原因：忘记初心。

作者为小读者分析社会现象，写人
心、人情、人性，观察对于初心的偏离与
坚守，找出时代病变和人心的病灶，论证
践行初心便能凯歌行进，偏离初心难免
误入歧途。在本书中，丁捷结合自己的
半生所经、所历、所情、所思、所感、所悟，
讲述他的思考：追问精英的败落，必然落

脚到初心的丧失。
作者反复提醒小读者，不要丢掉善

良的本性。光爱自己或者自己亲近的
人，不能叫与人为善。与人为善这件事
不能因人而异，而应普度众生。《初心·青
少年读本》告诉我们，你来到这个世界是
为了拥抱这个世界，不是为了拒绝甚至
败落这个世界；你也不是孤立的，没有世
界、没有他人，你无法生存和发展，所以
你要散发热量，平衡自我也温暖他人。

初心的光辉，一直在普照着人类的
行程，也一直蕴藏于中华民族的精神富
矿，补给着我们的文化血脉。只要你真
心想要，它很容易就能滋润你的心灵、照
亮你的行程。

丁捷 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