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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适者生存的北极熊、冰山雪岩、海
上日出……一系列精美的图片，既吸引孩子们的目
光，又勾起了他们对科学之谜的探索求知。

为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7 月 11 日，
“青年之声”中国科学家校园科普行公益活动在北
京启动，首场公益讲座由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所研
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探险协会名誉主席高
登义，用他亲身经历和拍摄的精美图片，在为中国
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们上了一节生动有趣、名
为“亲近地球三极”的科普演讲课的同时，又为同
学们揭开了“三极”的神秘面纱。

南极北极外的另一极
地球上有三极。然而，很多人往往都只知道南

极和北极这两极，对于另“一极”却了解的并不
多，但从现在科学角度来阐述，地球上具有南极、
北极和青藏高原这三极。

高登义介绍说，尤其是青藏高原，在全球气候
变化中有着重要作用，作为全球大气重要热源之
一，青藏高原每天可以加让该地区上空大气平均升
温0.04摄氏度。以6月为例，青藏高原上空大气向
外输送的热量，可使青藏高原东侧200万平方千米
的上空大气每天增温1.3度。

气候变暖是地球三级的主要变化。
上世纪50年代，有科学家预测：“随着气温的

升高，南极的冰带可能在 2000 年之前完全融化。”
之后，又进行了两次修改预测，把2000年改为2030
年和2050年。

“这个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高登义称，根据中
国科学院和美国气象杂志公布的数据中不难看出，
南极冰带的面积是不减反增的，浮冰面积也是不减
反增的；但北极的冰带面积是逐年减少的，浮冰面

积也是逐年减小的。所以南北极的变化是一个悄俏
的变化，对我们来讲，不管全球气候怎么变化，南
极和北极的变化是完全不同的。

北极熊除了吃海豹还吃啥
达尔文说过：“能够生存下来的物种，并不是

那些最强壮的，也不是那些最聪明的，而是那些对
变化做出快速反应的。”

北极熊印证了。数量从曾经的3万头到锐减到
1.5万头，再到现在的2万头；食物由单一的海豹到
现在的十余种，北极熊展示了适者生存的真理。

在近 100 年的时间里，北极熊面临了三大困
难：一是北极北川面积减少；二是人类大量捕杀北
极海豹致使食物缺乏；三是人类对北极熊的狩猎。

对此，人类签订了不准捕杀北极熊的条约。之
后的几十年间，北极熊就从 1.5 万头增加到了 2 万
头。

那么，北极熊是怎么做到数量增加的呢？
“这是因为北极熊做到了在不确定中尽量确定

的生活。“高登义说，原来北极熊的食物只有海
豹，如今北极熊也开始吃鱼、海带、鸟蛋甚至是草
了。“它真的是不挑食了，改行很到位。未来有可
能是杂食动物。”

除此之外，北极熊恢复快的原因还有以下方
面：一是心态好，二是不挑食，三是保护力度加
大。而节约也是求生的办法之一。

世界第一大峡谷在中国
世界第一大峡谷雅鲁藏布大峡谷在中国。

“这是中国科学家认证的，宣告成为世界第一
大峡谷的。”高登义自豪地说，1994年，我国就有
三位科学家到了雅鲁藏布大峡谷进行测绘。在两个
多月的时间里，中国科学家算出了雅鲁藏布大峡谷

的长度、宽度、深度，然后用数据和当时认为的世
界第一大峡谷科罗拉多大峡谷，以及要争取世界第
一大峡谷的Capertee相比，得出的结论是，我们比
他们长，比他们深，比他们窄。按照三个要素和地
理的要求，就可以说我们是世界第一了。但是美国
科学家不承认。

高登义介绍说，1998年，国家地理总局的两位
工程师参与了第二次测绘，这次的数据较上次长度
更长，深度更深，宽度更宽。2003年5月8日，中
美两国召开的科学讨论会中谈到了雅鲁藏布大峡
谷，至此，这才得到了世界的广泛承认。

听 高 登 义 讲 地 球 “ 三 极 ”
□□ 胡利娟

2002年，在中国科学院等部门的积极支持下，我国第一个北极科考站
建成，30多位中国科学家在此工作了2年，发表了10多篇论文。2004年，
一个永久型北极科学考察站——黄河站建立了。

“随着北极科考站的建立，我国真正走进南北极同时科考的行列，取得
了多项重要科学成果。”提起北极科考站的建立，至今高登义都很激动，他
回忆说：“1991年，我应挪威卑尔根大学邀请，第一次赴北极地区科学考
察。在考察船上，我无意中看到了《北极指南》，就借来翻阅，发现在
1925年8月24日签订的《斯瓦尔巴条约》中，中国是参加国之一。根据条
约，凡参加国都有在北极斯瓦尔巴群岛建立科学考察站的权利。在考察完
毕回国后，就向相关部门汇报，阐述《斯瓦尔巴条约》的意义，特别是建
立我国北极科学考察站的重要性，希望国家尽快建立北极科学考察站。”

令高登义高兴的是，10年来，我国在加强极地科学考察研究的同时，
还逐渐走向了科普考察时代。一些中学生和对极地感兴趣的成年人开始去
极地科普考察。

当前，很多年轻人都面临着毕业走向陌生社会的问题。年轻人可能会
面对气候环境的变化，也可能会面对社会环境的剧烈变化。

对此，高登义希望年轻人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多想一想，北极熊面对
困难时是如何改变自己求生存的。“变化是永恒的，适应变化应该成为每一
个人终身发展的本领。”

科学考察逐渐走向科普考察

香椿是一种独特的植物，喜欢和不喜欢香椿的
理由，皆与它那独特的气味有关。

在喜欢的人眼里，香椿的味道是清香，是醇香，是“香风惊
艳，簇簇嫩、枝头灿烂”，直呼香椿为香芽儿，凉拌热炒来者不
拒，整个一副饕餮的嘴脸。不喜欢的人呢，大概连它的味道想都不
要想。有人曾发过这样的微博：香椿对这个世界究竟有多大怨恨，
居然散发出这么鬼畜催呕的气息？

我女儿就不喜欢吃香椿，她说香椿炒鸡蛋里有股臭屁虫的味
儿，她说这句话时的动作和表情，让作为香椿粉丝的我，瞬间失去
了对香椿的狂热。

香椿，大约希望所有的人都不喜欢它吧，对于人类送自己的外
号“树上蔬菜”，肯定也是深恶痛绝的。

原产于中国的香椿，没有想到，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作为高
大乔木的自己，是以蔬菜的身份与荔枝齐名成为贡品，也没想到世
界上唯一食用香椿芽的国家，竟是自己的故乡。

香椿没想到的事情多啦。
起初，香椿像个高深莫测的化学家，一股脑儿鼓捣出三、四十

种挥发油、酯、醇、酚、酮类物质以及硝酸盐、亚硝酸盐等化学成
分，添加在自己的枝叶里，其目的是要警告食草动物和昆虫——这
里是禁食区，最好离我远点！

出乎香椿的预料，人类，准确地说，是一部分人类，却迷恋上这
种奇怪的味道。再高的香椿树，也难不倒一张张垂涎的嘴巴，借助工
具、手脚并用，将香椿孕育了整个冬天的嫩芽，撕扯下来据为己有。

一些人，甚至别出心裁地登上梯子，给自己枝头的一簇簇叶蕾，
扣上一枚枚鸡蛋壳，光秃秃的枝头仿佛戴上了一顶顶小白帽，又似结
了一只只的鸡蛋，远远看去，像马戏团的小丑一样好笑。末了，人们
会将“蛋”采收，一一磕开蛋壳后，里面即露出黄绿色、紧紧拥抱在
一起的鸡蛋型的嫩芽和嫩叶，说是这样的香椿，口感特别棒……

台湾作家张晓风的散文《香椿》，开头是这样写的：“香椿芽刚
冒上来的时候，是暗红色，仿佛可以看见一股地液喷上来，把每片
嫩叶都充了血。”读到这里，我对作家细致的观察力和描述能力佩
服得五体投地。嗯嗯，接着看吧：“我把主干拉弯，那树忍着，我
把枝干扯低，那树忍着，我把树芽采下，那树默无一语。我撇下树
回头走了，那树的伤痕上也自己努力结了疤，并且再长新芽，以供
我下次攀摘……”我不明白了，作家这样写是想表达对香椿树忍耐
力和博爱的尊敬，还是在说人类的自私自利呢？

当人们变换花样再三攀折香椿，并自以为在“咬春”“嚼春”
“吞春”的时候，有谁？真正站在香椿的立场上想过，懂得香椿的
苦与痛？

接连受伤的香椿，不得不琢磨对策。香椿做的第一件事情，是
让自己的青春期变得非常短暂，不几日，原本鲜嫩的香椿芽，就变
得粗枝大叶、粗糙不堪。

第一次被人掐掉后，好脾气的香椿会长出二茬，但品质明显比
头茬差一截，叶肉也显得羸弱许多。如果这时还有人觉得不过瘾再
次掐掉的话，第三次香椿树萌发出的嫩叶，已经难以下咽了——叶
脉发柴，木质纤维粗糙，嚼都嚼不烂。

当香椿第三次长出嫩芽时，时
令已经进入夏天。如果这个时候还有
人不懂得香椿树的“语言”，管不住
自己嘴巴的话，香椿树会以“死”抗
争——发蔫，然后死给你看！

看来，香椿也知道春秋战国时
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
典故。

香椿的做法，正应了这句俗
语：“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

人世间的事情，亦大抵如此。

不知道为什么日本人很爱泡温泉。可能首先是爱泡
澡吧，在日本无论房子多小，浴缸总是标配，甚至有人
说“没有浴缸的房子简直不能叫家”。我从小家里就没有
浴缸，总觉得泡澡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而在公共场合
泡澡则可能染上各种各样的怪病（大概是受家教影响），
所以在来到日本之前泡过的澡还没有泡过的游泳池多。

对于其他刚来日本的中国朋友来说，浴室的澡盆也
是一个多余的物件：本来卫生间就很小了，还要加一个
浴盆；一个人住每次泡完澡要费力刷浴盆，否则就会滑
溜溜的及其恶心；再加上日常站在浴盆里冲淋浴还容易
打滑。

然而，日本人似乎每天都要泡澡（不知道事实是否
如此，但是电视剧里确实是这样演的），对于辛苦工作一
天回家的丈夫，妻子第一句就是：“亲爱的，你是先吃饭
还是先泡澡呢？”如果是我肯定会说：“你白痴嘛，当然
是吃饭啦，都这么累了还泡什么澡呀！”但是似乎日本人
觉得泡澡是一件能缓解疲劳的事情，身体浸在深深的浴
缸里，在一片蒸汽中喝一口冰凉的啤酒简直是一天最愉
快的时光。

爱泡澡的日本人自然喜欢泡“能改善体质”的澡，
也就是温泉。与中国“跟别人一起泡澡会生病”的概念

截然相反，日本似乎存在“泡温泉包治百病”的固有观
念。温泉的功效被吹捧得神乎其神：舒缓疲劳、治疗痛
风、缓解关节炎等等，甚至对消化系统疾病和精神类疾
病都有奇特的功效。

从最南端的九州到最北端的北海道，日本到处都有
温泉，但各处都有各处的“奇特之处”。有的是泉色稀
奇，有的是效果卓越，有的是温度适中，总之各处都能
说出自己的“独特”来。日本人喜爱温泉，有的是有固
定的“疗养地点”，比如每次温泉旅行都固定去“伊东半
岛”，有的是“巡回旅行”，把全日本各处的“名汤”都
泡上一遍。“汤”在日本就是“热水”，去饭店要热水就
要跟服务员讲“请给我来点汤”，泡温泉叫“泡汤”。

大概来日本旅游的中国游客都听过日本的“温泉神
话”：日本人非常讲究公共卫生，进入温泉池之前都要先
洗澡，把自己洗干净，再进入公共浴池，以免“污染池
水”。有的地方规定连头发和毛巾都不能浸入水中，更不
用说在池子里“搓澡”或者“小便”的人了。可能正是
因为有这样成文或不成文的规矩（或是对周围人都能遵
守规矩的信任），日本人不会把在公共浴池泡温泉与肮
脏、传染病等联系起来，反而能在一池“赤裸相见”的
陌生人中找到一块空位安静地享受温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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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离不开电灯，电灯是人类自身智慧
的结晶，那么在自然界中有没有光存在？光的起源在哪
里？

我们讲光的起源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来自于太阳，月亮和星空；
来自于生物界
来自于植物界。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方面：光来自宇宙。
经过近千年科学家的研究和探索，人类对光本质的

认识到现在还不是很清晰。但是有一点可以确认：光的
最主要来源是来自宇宙：太阳，月亮和星辰。

太阳发出的光是白光，其中含有人类能看得见的
光，比如红橙黄绿青蓝紫七种可见光。除此以外，还包
含人眼看不见的光，如红外光和紫外光。但由于地球的
大气层对紫外光以及其他危险射线的过滤作用，使得到
达地球表面的光都是可见光，从而避免了这些辐射对人
体的伤害，也使我们在白天能看到周围的物体。

月亮本身并不发光，它是借助太阳光的反射，才显
得如此明亮。月亮在古代叫“太阴”，它是太阳系中第五
大卫星。月亮离地球最近，它比地球要小得多，并且是
绕着地球旋转的，就像地球的一个小弟弟，为什么呢？

月亮同地球的结构很相似，都是月壳、月幔、月核等
分层结构；月亮的直径只是地球的四分之一。那为什么我
们平时仰望天空，觉得月亮和太阳是差不多大的呢？那是

因为月球距离地球的距离相当于太阳距离地球的距离的四
百分之一，所以才感觉一样大，这是一种错觉。

另外，还有星空。每当夜幕来临，除外遇到下雨
天，我们总是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星，这满天的星辰汇聚
在一起，就形成了一片光的海洋——那就是银河系，它
就是光的起源地。

如果您朝北边的天空看，还能看到像勺子一样的北
斗七星，顺着勺子往上看，还能看见一颗明亮的星星，
那就是北极星。在古代有牛郎织女的传说，就跟织女星
有关。

下次我们将介绍光
起源的第二个方面：生
物界的光源。

秦岭细鳞鲑上演“鱼跃龙门”
□□ 许焕岗

高登义：著名极地探险科学家，我国第一
位完成地球三极（南极、北极和青藏高原）科
学考察的人，曾先后组织赴青藏高原、南极、
北极和西太平洋等科学考察40余次，长期从
事高山、极地和海洋气象科学考察研究，开创
了“山地环境气象学”研究领域。

在在 日 本 泡 温 泉日 本 泡 温 泉
□□ 刘凌子

夏季的陕西汉中黎坪景区，花草
树木郁郁葱葱，溪流潺潺潭瀑相连，
近日又出现了秦岭细鳞鲑成群洄游，
不断上演“鱼跃龙门”的传统节目。

一位老者激动地说：多少年没见
过这样生动而充满活力的情景了，证
明这里的生态环境好起来了，人们保
护野生动物的意识增强了，否则秦岭
细鳞鲑就不会在这片栖息地上恢复起
来，“鱼跃龙门”的情景当然也就不会
再现。看到今天的美丽画面，真是让
人惊喜，让人兴奋。

冷水“软黄金”
秦岭细鳞鲑是冰期自北方南移的

残留种，属冷水性山麓鱼类，为我国
特有， 仅分布于渭河上游及其支流和
汉水北侧支流湑水河、子午河上游的
溪流中。

它们最理想的栖息环境是水流湍
急、水质清澈、水底多大型砾石的山
涧溪流，而且要处于海拔900～2300米
的地域。对于食物，它们以肉食为
主，因年龄段不同而摄食的种类不
同，幼年主要吃食水生无脊椎动物，
成年之后，除了食鱼类外，还吃食被

风吹落的陆生昆虫。每天早晨与傍晚
是它们摄食的最佳时段，只有阴天
时，它们才增加摄食的活动时间。

秦岭细鳞鲑的经济价值比较高，
有“软黄金”之誉。其肉质细嫩，无
肌间刺，味道鲜美，有防止血栓，加
快伤口愈合之功能，很受消费者欢
迎，每斤都在百元以上。但由于它的
生存环境遭到破坏，加之过度捕捞，
致使它的种群数量急剧减少，在海拔
高度1200米以下人口较多的地区已很
难见到成熟个体，在1200米以上人口
稀少的地区还尚能见到。

冲刺小瀑布
近日能在汉中黎坪景区出现成群

洄游的秦岭细鳞鲑，确实是因为这里
的生态环境得以改善所致。至于“鱼
跃龙门”，那是洄游途中的一个插曲。
据介绍，按照秦岭细鳞鲑的活动规
律，每年都要进行两次洄游，第一次
是在春末夏初时节，它们成群洄游到
上游的支流去产卵。第二次是秋末气
温下降后，它们要游回到下游的支流
里越冬。

按常规，秦岭细鳞鲑的“鱼跃龙
门”节目每年上演一次，时间一般是
在五六月间。这个时节是它们的繁殖
期，它们需要洄游到上游水温比较低
的沙滩、河湾里去产卵。在洄游途
中，它们要遇到一些“小瀑布”，这时

它们就会从瀑布下的水潭中向上高高
跃起，试图以它的跳高能力，一跃冲
到瀑布上边的流水中，这正是传说中

“鱼跃龙门”奇景的再现。
然而，它们要上演这一节目，需

要付出极大努力，往往要用出全身解
数，甚至要付出伤亡的代价。

你看，这群秦岭细鳞鲑正要跃过
小瀑布到上游去，它们在瀑布下一次
次向上跃起，每一次它们都是加足劲
摆动身体，奋全力向上冲刺，不过一
次成功的几率很低，因为强大的水流
给它们制造了很大麻烦，常常把它们
拍打下去，其中有些还时不时地被拍
打的重重地摔在旁边的岩石上。但它
们从不畏惧，从不退缩，只要“爬”
起来，就继续跳跃，继续冲刺。

不知它们要经过多少处这样的小瀑
布，更不知它们要跳跃冲刺多少次，但
为了繁衍后代，不管怎样它们总要上演
一年一次的“鱼跃龙门”节目。

奇妙之光

自自然界中的神奇之光然界中的神奇之光
□□ 刘 晨

银河系 （bizhi.sogou.com）

北极格陵兰冰山。全球变暖已使得冰山在“萎缩”。高登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