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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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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时报

一年一度的“菠萝科学奖”于
近期在杭州举办，以“向好奇心
致敬”为口号这个活动被誉为中
国版的“搞笑诺贝尔奖”，因为它
旨在奖励那些有想象力、有趣的
科学研究成果，唤起人们对科学
的好奇心和热情。

法 国 数 学 家 昂 利·彭 加 勒 在
《科学的价值》 一书中指出，作为
科学家,我们知道伟大的进展都源
于承认无知，源于思想的自由。
正是对无知进行的不懈探索才产
生出了造福于人类社会福祉的知
识，推动着科学的不断进步，同
时科学家们也是在这种探索过程
中体会到了科学的乐趣，体现了

个人的价值。
好奇心是科学的第一推动力，

也是吸引和公众关注科学研究与
科研进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
这 能 够 引 发 公 众 在 情 感 上 的 共
鸣，进而关注科学研究本身，思
考科学研究背后的驱动力。科学
发现侧重于“探索未知”,主要解
决 “ 是 什 么 ”、“ 为 什 么 ” 的 问
题。纵观历年来“菠萝科学奖”
颁出的各个奖项，获奖者所开展
的研究都是对未知进行的探索，
也是对好奇心最好的一种回应。

而好奇心也可以成为搭建起公
众与科学家之间关系的桥梁，并
且把这种对科学的好奇心传递下

去，进而激发起公众对科学的兴
趣，形成亲近科学的社会氛围。

当前，科学越来越成为大众文
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但是我们
还应该关注的一点是要思考如何把
科学融入到大众文化之中。实际
上，很多科学家都在这方面进行着
不懈的努力，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向
公众传播科学，希冀可以激发公众
的科学兴趣，培养科学精神。

不久前，理论物理学家霍金离
世的消息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悼
念他的高潮。我个人倾向于认为
人们之所以纪念他，很大程度上
在于他通过 《时间简史》 以及其
他社会活动把科学带入到了公众

视野之中，激发起公众对宇宙、
黑洞、外星人等现象的好奇心和
关注。只有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走
入公众视野，把科学带入到大众
文化之中，才能让更多的人了解
科学，亲近科学，以及在青少年
心中埋下科学的种子，为科技创
新奠定基础。近日也有媒体探讨
基础研究的“无用之用”，因为与

“有用之用”相比，“无用之用”
有大用。这种大用则体现为创新
奠定基础，培养科学精神和创新
性人才等很多方面。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弘扬
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而从
科学家和公众对科学的好奇心着

手，有利于建立起这两个群体之
间的共情基础，引导科学家更好
地参与科学传播，也鼓励公众更
多地关注科学研究。

纵观科学发展的历史，很多科
学研究一开始都是为了满足好奇
心，而正是在这种好奇心的驱使
下，一大批对后来具有重要影响
的成果涌现出来。很多获得“菠
萝科学奖”的科研人员也都表示
过，是好奇心让他们走上了科学
研究的道路，并且一直持之以恒
地对未知进行探索。

而通过对好奇心的分享，以趣
味化的形式开展科学传播，让科
学与大众文化的深入融合，也将

有利于公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对
科学产生兴趣，进而提升科学素
养和创新精神。

让我们以科学的名义再次向好
奇心致敬。

用有趣的科学激发公众的好奇心
□□ 王大鹏

“爸爸妈妈，我今天登上军舰了！太壮观
啦！以后我要做舰船设计师，为中国设计出最
先进的军舰！”

“海军哥哥，谢谢你们保卫祖国的海疆，我
以后也要当一名海军！”

前不久，30名来自北京的优秀小学生走进
海军南海舰队军营，与军舰和水兵近距离接
触，经历了12天难忘的国防教育科普研学实践
活动，一个个“蓝色梦想”在孩子们的心中生

根发芽。
身着水兵服，孩子们唱着响亮的军歌，登

上两栖船坞登陆舰“长白山”舰，在舰员的引
导下，兴高采烈地参观舰艇装备，体验舰上伙
食，学习海军旗语和舰艇礼仪。

在海军陆战队某旅，为了迎接孩子们的到
来，陆战队员专门进行了滑降、解救人质、信
任背摔等科目演示；同时，还为他们讲授了枪
械知识、枪支的分解与结合、实弹射击等要

领，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到了“陆地猛虎、海
上蛟龙、空中雄鹰”的风采。

“我们要像呵护眼睛一样来保护我们的海洋
国土。”在国防教育实践中，国家战略研究院学
术委员会委员、国防经济学博士、南海舰队前
政治部副主任陈俨将军还给孩子们上了一堂

“国防一课”，从如何唱好一首军歌到保护我们
的战舰，从广袤的海洋国土面积到军舰夜航方
向的判断，从以前海防官兵的艰苦到现在强大
国防军事力量的强大，为孩子们打开一个全新
的视角来认识海军、认识国防，并鼓励大家锻
炼体魄、锻炼意志、学好文化本领，未来更好
地建设祖国海防。

此次以“发现自然、探索历史、了解国
防、亲历科技与艺术”为内容的国防科技研学
教育实践活动，是在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国防科
普专业委员会、科普教育专业委员会专家指导
下，中科创影积极创新国防教育形式的有益探
索，旨在通过组织优秀中小学生走进军营，进
一步强化青少年国防观念，激发爱国之心和报
国之情。

将将““蓝色梦想蓝色梦想””
种 进 小种 进 小 小 心 田小 心 田

□□ 周启青 刘畅平

海洋世界神秘莫测，人类探索水下世界的愿望从未停止。人们下潜到水下
十几米的海域，可以欣赏珊瑚礁的繁荣生机。我国自主研制的深潜器“蛟龙
号”，在马里亚纳海沟创造了下潜到7062米的作业类载人深潜纪录。我们究竟
是如何抵抗水下强大压力，并利用浮力的原理在海洋中自由潜浮的呢？

首先了解一下密度与浮力的关系。
一、先将两个乒乓球同时放入水中，兵乓球均漂浮在水面上。之后将其中

一个乒乓球灌满铁砂，再次将两球放入水中。空心球依然漂浮在水面上，而铁
砂球瞬间沉入水下。

这个原理告诉我们的是，当物体的密度大于水，物体便会沉入水中；当密
度小于水，则会浮在水面上。

纯净水的密度是每立方厘米1克，空心球能够漂浮在水面上，是因为空心
球内部为气体，整体密度小于水的密度。而实心球，密度增加到每立方厘米
1.2克，大于水的密度后它便会沉入水底。

通过实验我们了解到，在体积不变的情况下，由于改变了重量，从而改变
了物体的整体密度，就可以调节乒乓球在水中的状态。

潜水艇也是利用了这个原理，通过将自身压载水仓内的水排出、注入，来
改变自身的整体密度，达到在水中自由上浮下潜的。

二、当潜水员体力不支或无法游动的情况下，通过给背心充气便会缓缓上
浮，直至水面。这个原理告知的是，潜水员在水下的重量是固定的，如果想要
通过改变密度实现上浮，就需要在自身重量不变的情况下，增加自身的整体体
积。由于背心充气膨胀，改变了整体的体积，随整体的密度也变小，直至小于
水的密度，浮上水面。

再来说说压力，生活中我们经常吃的核桃有着相当坚固的外壳。换用榔头
砸，就可以轻松打碎核桃。那么破碎一个核桃，需要用多大的力呢？我们把一
个核桃固定在台钳上，通过给它施加压力来测试它究竟能承受多大的压力。实
验中台钳显示最大数值是 31 千克，经过计算要把它换算成牛，那需要乘以
9.8，应该是304牛。

由此可见，一个普通核桃在相当于铅笔横截面大小的面积上受到300牛顿
左右的压力，就会破碎。这个核桃它所能承受的最大压力是304牛。

海洋中，潜水艇每下潜10米就会增加一个大气压的压强，当潜水艇在水
下500米时，其外壳每平方米就要承受大约50个大气压的作用，相当于每平方
米的面积上要承受住至少500吨的重量。因此潜水艇的外壳只有越来越坚固，
才能下潜的越深。

抵抗水下压力 “蛟龙号”可以下潜到水下7000米深，在水下每下降10米，
就会增加一个大气压的压力，而在7000米深的深海就会承受近700个大气压。

700个大气压有多强呢？1个大气压相当于在1平米上施加10吨的重物，
700个气压就相当于在1平米上施加了约7000吨的重物。这个原理是，“蛟龙
号”之所以可以承受如此大的压力，是因为它分为内外两层结构，内层载人舱
为耐压球形，并且使用钛合金建造。外层与内层之间填充绝缘液体保证机器正
常运转的同时又与外界压力均衡。

因此，潜水艇在体积不变的情况下通过注水、排水的方式调节自身重量，改
变整体密度达到上浮下潜的目的。而潜水员
在自身重量无法改变的情况下，可以通过给
背心充气，增大体积，改变自身整体密度，
直到小于水的密度缓缓上浮。深潜器则通过
双层结构抵抗住了水下不断增大的压力。

浮力的应用不仅在潜水领域，生活中
也随处可见，只要我们掌握好密度与浮力
的关系，这一原理的应用无处不在。

水中潜浮乐悠悠
□□ 小心宝

科普时报讯 每年的4月22日是世界地球日，今年地球
日的主题是“珍惜自然资源 呵护美丽国土——讲好我们的地
球故事”。为引导社会大众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和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中国地质博物馆特设立“地球
日”地博科普活动周，为4月22—28日，地球日期间对公众
免费开放。

此活动由中国地质博物馆、国土资源科普基地管理办
公室、国家地质公园网络中心主办。地球日期间，将推出
系列综合实践课程和讲座等，分别为《褶皱与断裂》《我在
地博修化石》《环保小卫士》《顶级掠食者-霸王龙》，以及
志愿者团队科普讲座、绿色矿山主题宣传等活动。

活动期间，地博将联合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永定分
校，举办地学知识竞赛，激发学生学习地学知识的热情；
联合国土资源报社和古生物化石保护基金会等三家单位举
办地球日儿童画公益大赛、举办《“魅力地质——中国的
世界地质公园”专题展》等。

另外，地球日期间，还将开展地质博物馆进校园、进
社区活动，举办科普讲座，矿物、晶体标本展示、珠宝首
饰鉴定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地球日”地博科普活动周开启
“海洋是我们地球上最后一片真正的荒

野，它占据着地球表面积的70%。”……
“南非的海岸边，涌起的巨浪是海豚尽

情玩耍的好机会，它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这
既是为了建立友谊，加深群体感情，也是为
了感受冲浪带来的愉悦乐趣。”……

4月15日，在中国科技馆迎来了第八届
北京国际电影节“科技单元”暨第八届中国
科技馆特效电影展映开幕式，由 BBC 环球
公司制作的巨幕电影《海洋》举行了首映。

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科技单元”，
是以“电影，让科技更精彩”为主题，聚焦
特效电影对科学传播的推动和促进作用，为
广大公众奉献丰富而精彩的特效电影资源，
推动公众理解科学、感受科技魅力。同时，
对提升电影艺术创作水平，促进中外电影行
业交流与合作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开幕式上，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副巡
视员、北影节组委会副秘书长卞建国表示，
本届“科技单元”活动充分展现国际上电影
科技的最新成果，为北京国际电影节注入科
技元素，也将为观众带来广阔的科技视野和
极致的观影体验。

据了解，本次电影节从2018年4月15日
开始，持续至 5 月 6 日结束。除了 《海洋》
这部影片，活动期间有来自10 个国家的 30
部中外优秀的特效影片参展，值得一提的是
有9部特效电影在中国科技馆全新升级打造
的球幕影院中播放，届时会给观众带来一个
全新的观影体验。

“特效电影具有激励探索的感召力，对
于传播科学精神和科学知识具有独特的、难
以替代的作用。”专家评审团主席、中国科
教电影电视协会副理事长陈虎表示，“‘科
技单元’的举办，促进了科普传播和艺术创
作的融合，对于激发特效电影的创作积极
性，提高特效电影创作能力，具有重要的意
义。”

中国科技馆馆长殷皓表示，第八届北京
国际电影节“科技单元”暨第八届中国科技馆特效电影展映，将为
北京国际电影节增添更多的公益科普特色和文化惠民元素。

另外，除了丰富的特效电影展映，“科技单元”还将举办特效
电影发展论坛、影片评奖及颁奖仪式、巨幕激光演示会、科学影迷
亲子沙龙、球幕天文公开课等多项学术交流活动和科普特色活动。

早在2000多年前，孔子就打破了
“学在官府”的传统，开启体验式教学
的新篇章，带领众多弟子周游列国进
行治学，成为我国研学旅行的奠基
人；庄周更是自由自在地逍遥游，一
方面拜访名师乃至学而优则仕的一种
途径，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文化的交
流。这是古代的研学旅行，现在研学
旅行也如火如荼，各大学校纷纷带领
芸芸学子研学旅行。

研学旅行的概念最早于2013年由
国务院提出，直至2016年12月，教育
部、国家旅游局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

《关于推进中小学研学旅行的意见》，首
次多部门联合发文落实推进研学旅行。

实践基地课程平台认为，研学旅
行，顾名思义就是在旅行中进行研究性
学习。中小学生研学旅行是由教育部门
和学校有计划地组织安排，通过集体旅
行、集中食宿方式开展的研究性学习和

旅行体验相结合的校外教育活动，是学
校教育和校外教育衔接的创新形式，是
教育教学的重要内容。

然而，许多机构打出了课程设计培
训的旗帜，把又一套课程叠加进来，只是
换了场景而已，并没有真正让孩子们参与
进来，还是在为孩子灌输灌输再灌输。

而许多人误以为研学课程一定要做
的高端、大气、上档次，加入更多的知
识点才能得到学校、家长的认可，而实
际上，真正的研学旅行不在于上多少
课，更主要的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提高动手动脑能力才是核心所在。

可以作这样一个假设。当你的旅行
目的地确定以后，对该地的人文地理环
境特产气候等等自然环境以及人文环
境，都会有多维度的视角。把这些交给
学生，明确自己的选题方向和目标，然
后开始收集整理资料，从摘录到分类，
然后整理出提纲（在这一过程中，学生

们会学会用科学的方法积累素材，同时
会提高学生的阅读和理解水平），在通
过实地旅行后，学生们的感官认知有了
进一步的加强，同时带着问题去旅行，
更有利于发散学生的思维，找到自己的
兴趣点，因为学生的主动参与，会始终
处于一种兴奋状态，他们的语言运用常
常比平时流利，富于感情，会超过他们
平日作文的表达水平。

与其让学生们匆匆忙忙在短短几天
完成所谓的研学旅行计划，让孩子们的
兴趣点发生跳移，不如让孩子们抓住自
己的兴趣点更多地去扩展，去思考，去
理解。

研学旅行不是一次课堂的转换，由
单一被动地听老师 （导师、专家） 讲
授，要改变为主动独立地动手操作，解
放学生的手脚，鼓励学生参与体验，进
而激活学生的思维，让他们更具有研究
力和创造力。

让孩子们学会学习或许是研学旅行
最大的收获，谁掌握了学习的途径和方
法，谁就掌握了知识和能力，谁就能走

在科学研究和发明创造之路的前列，这
正是时代对未来的需要。

行走在自然中，耳中充满知识，手
中的笔正在研学清单上飞舞，既远离课
堂，又回归课堂。无论是走出课堂，还
是将大自然搬进课堂，知行合一，将书
本上的知识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为学生
开创一种能够激发他们的兴趣、挖掘他
们内心强大潜力的，能够让他们体验、
感受并可以实践的教育方式。

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在《教育漫
话》关于儿童旅行的意见中写道：“教
育的最后一部分通常是旅行；一般认
为，旅行之后便大功告成，造就一个绅
士的工作终告结束。”大自然是一个蕴
藏丰富的大宝库，社会是一个活生生的
大学校。伴随着学校、家长、社会、学
生对研学旅行认识的不断提高，各地教
育主管部门、各地中小学、各地旅游部
门等不断完善研学旅行操作规程，研学
旅行通过变革教育方式将成为培养学生
核心素养的一个有力杠杆。

研学旅行，学行合一，止于至善。

研学旅行何以取得研学旅行何以取得““真经真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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