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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有道学有道
用心理学提高学习力用心理学提高学习力

5月22日是英国作家柯南·道尔
的诞辰日，他创作的 《福尔摩斯探
案全集》开辟了侦探小说“黄金时
代”。日本漫画《名侦探柯南》中的
主角之名即致敬柯南·道尔。今天我
们就来看看真正的名侦探柯南是如
何写作的。

阿瑟·柯南·道尔，1859 年 5 月
22日生于苏格兰爱丁堡，他的祖父
约翰·道尔是知名的政治讽刺漫画
家，他的三个叔叔都是著名的插图
画家和封面设计家，父亲查尔斯·阿
尔塔蒙·道尔却一生不得志，生活
拮据，有时靠卖画增加些收入。柯
南·道尔继承了家族的艺术天分，
自幼喜爱阅读、写作，中学时主编
校刊。为了谋生，他还是选择了学
医，23岁毕业于爱丁堡大学医学院
后开始行医。但是他从来没有忘记
自己的文学梦。

柯南·道尔有一个很大的剪贴
簿，用来贴剪报、写笔记。记录下
自己阅读过的书，还有一些零碎的
句子：“大衣的袖子、裤腿的膝盖部

分、拇指与食指的皮肤硬化、靴子
——其中任何一项都能给予我们线
索，如果所有这些加起来，不可能
不描绘出真实而又完整的画面。”
1886年，他终于写出了自己的第一
部长篇侦探小说《血字的研究》。

柯南·道尔塑造的大侦探福尔摩
斯的原型其实就是他的大学老师约
瑟夫·贝尔，他细心观察零碎的线索
从而推理出一个完整画面的能力，
也得益于老师的言传身教。

爱丁堡大学医院里的外科医生
约瑟夫·贝尔常鼓励学生对病人进行
精确的观察和逻辑推理，贝尔总是
在病人开口之前就能判断出病人的
病情，以及他们的生活习惯、从事
什么职业、来自什么地方，等等。

柯南·道尔回忆说：“我在爱丁
堡遇到了一位激发我构思福尔摩斯
的人……他的直觉能力简直不可思
议。第一位患者出现，贝尔先生
说：‘我看你患的是酗酒病，竟然在
外衣内兜里藏着一瓶酒。’另一个病
人进来时，‘皮匠，对不起。’然后
他转向学生，并向他们指出那个人
的裤子膝盖内侧破了，这正是此人
跪在垫子上的地方，这是只有在皮
匠身上才会出现的特点。”

贝尔医生向柯南·道尔证明了：
观察力不是魔术，是科学。有一

天，有个病人进来。贝尔医生问：
“你今天从南城来，穿过高尔夫球
场，一路散步，很快活吧？”病人
说：“咦，你看见我了吗？”贝尔解
释说：“今天下了一场暴雨，所以高
尔夫球场的红泥粘在靴子上了。别
处是没有这种泥土的。”

柯南·道尔从贝尔教授那里得到
了灵感，想要写一个具有高度科学
头脑的侦探，最终这个人物命名为
歇洛克·福尔摩斯。

柯南·道尔从老师那里还学到了
敏锐的观察力，而观察力建立在丰
富知识基础之上。他在 《狮鬃毛》
一书中曾借福尔摩斯的口表达了对
读书的见解：“我这个人头脑中装了
一大堆生僻的知识，毫无科学系
统，但这些知识对我的业务是有用
的。我的脑子就像一间储藏室，里
面堆满了各式各样的包裹，数量之
多，使我本人对它们也只有一个模
糊的概念了。”

柯南·道尔塑造的歇洛克·福尔
摩斯的学识范围涉及：文学、哲
学、天文学、政治学、植物学、地
质学、化学、解剖学、音乐、小提
琴、刀剑拳术、法律、社会学、病
理学、地理学、心理学、密码学和
逻辑学，至少懂得英语、拉丁文、
德语和法语四种语言。书中多次引

述莎士比亚、贺拉斯等人的作品，
显示了广博的文学知识，《希腊译
员》中福尔摩斯曾和华生谈论黄赤
交角变化的原因，《海军协定》 和

《第二块血迹》等案件就显示了福尔
摩斯的政治学知识。而这些都是作

者知识的体现。
创造力要摆脱具体的知觉情

境、思维定势和习惯观念的束缚，
善于在习以为常的事物和现象中发
现新的联系，提出新的思想、产生
新的产品。柯南·道尔虽然从他的老

师身上得到的灵感，但并不是照搬
了他的老师，而是由此创造出一个
新的人物形象。

（作者为教育专业硕士、金牌阅
读推广人）

柯 南 · 道 尔 教 你 像 侦 探 一 样 写 作
□□ 李峥嵘

福尔摩斯的经典形象：大烟斗+侦探服+放大镜，这
是借鉴了19世纪英国苏格兰场的警探形象。贝尔外貌高
瘦，皮肤黝黑，有一对锐利无比的灰色眼睛，一个鹰勾
鼻子。警探+贝尔博士就诞生了福尔摩斯的外形。

所谓艺术创造，神经学上的讲法就是两个神经回路
连到一起，激发了第三个神经回路。柯南·道尔将细心地
观察和平时阅读积累的学科知识连接到了一起，创造出
了独特的艺术形象：大侦探福尔摩斯。

脑科学家洪兰教授在科学教养书《三分天赋 七分教
育》里提到：

每个神经元与别的神经元之间有一千个以上的连
接，因此大脑就像纽约市的电话总机一样，是个非常繁
忙的网络。要想有创造力，必须有四通八达的密切连接
的神经网络。神经元连接的密度与触类旁通、举一反三
的创造力有关。“经验”可以影响神经元的连接。神经网
络越密的人，他的创意就越多，他的创造力也就越强。
而“经验”（即背景知识）的获取有两种途径：自身的经
历和阅读学习前人的经验。

柯南·道尔的写作证明了观察力和背景知识相结合的
价值。对今天孩子们启发就是，在直接经验不够的情况
下，大量的阅读才能获得足够多的背景知识，才能在这
基础上进行创造。

如何像柯南·道尔和他老师那样去观察生活？这肯定
需要大量的训练，需要广博的知识。还有一个容易被忽
视的地方，就是强烈的求知欲望和广泛的兴趣。如果一
个人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对自己没有什么要求，对周
围的一切都很冷淡，不可能发展出观察能力和写作能
力。所以，一个人的观察力、创造力是和内心品质发展
分不开的。高尔基曾经说过：“才能不是别的什么东西，
是对事业的热爱。”

写作本身就是自我表达的方式，因此也离不开自我
分析、自我认识的能力，善于发现自己的优缺点，有意
识地让自己朝着某个方向去提高。正如心理学家斯宾塞
所说：“天生的能力必须借助于系统的知识。靠直觉能做
的事很多，但是做不了一切。只有天才和科学结了婚才
能得到最好的结果。”

福 尔 摩 斯 形 象 从 何 而 来 ？

2008年，在爱尔兰都柏林皮尔斯街
圣三一学院的一个角落里，悄然诞生了
一家前卫的科学中心——都柏林科学美
术馆 （Science Gallery Dublin）。都柏林
科学美术馆与大多数科学中心都不一
样，它只举办临时展览，并且所有的展
览都是免费的。它试图通过呈现艺术与
科学的碰撞，激发年轻人的创造力和发
现力。

自开放以来，都柏林科学美术馆举
办了43个独具特色的展览，有超过300
万观众访问。展览主题从暴力、爱，到
传染病、仿生学、人类未来，不一而
足。有趣的是，2009年4月15日，美国
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宣布发现
一种新型甲型流感病毒 H1N1，随即这
种病毒以“猪流感”之名迅速发展成世
界性传染病。而几乎同时，一场名为

“ 传 染 病 ： 离 远 点 儿 ”（INFEC-
TIOUS：Stay Away） 的展览在都柏林
科学美术馆拉开帷幕。面对这一巧合，
策展人卢克·奥尼尔认为“这简直是一
次惊人的市场营销。我们藉此展览提醒
公众这次‘猪流感’传染事件；同时

‘猪流感’吸引了更多人参与展览，了
解传染病的真实面貌” （图1）。

这次展览由都柏林圣三一学院生
物化学和免疫学学院的卢克·奥尼尔教
授、克里奥娜·奥法雷利教授、迈克
尔·约翰·戈尔教授共同策划，旨在通
过科学手段和艺术形式探索传染病的
感染机制和遏制策略。

参观开始前，观众会拿到一份类似
药品说明书的参观指南。随后，每位观众
会得到一枚RFID电子标签，通过这枚标

签，观众在展厅内的行踪，以及病毒是怎
样通过人和物品相互传播都能在LED显示
屏上一览无余（图2），观众可能随时看到
自己已经成为“现场流行病模拟”的受害
者，必须立即前往“消毒站”。

在“免疫实验室”，观众可以提供
DNA样本，看看自己拥有哪些天然免疫
力，是否易患结核病和疟疾等疾病，也
可以将个人数据贡献给三一学院科学家
正在开展的免疫学研究。在一个名为

“亲吻”的集体艺术项目中，观众可以亲
吻琼脂板，完成细菌培养后的琼脂板会
被陈列在墙上，展示人们的口腔和鼻子
中的细菌。而在“传染病星球”展项
中，来自美国、比利时和意大利的研究

人员设计了基于航空运输枢纽的数学模
型，绘制了流感病毒在全球的传播图。
从他们的模型中可以得出一个稍微令人
费解的结论，那就是在澳大利亚，传染
病往往会很快出现。另外，遏制传染病
的措施往往会面临文化、经济、政治和
伦理问题。

如果观众更倾向于观看而非参与，
馆内还有很多非互动性展项。一个名为

“部落”的沉浸式影像装置，通过呈现肠
道沙门氏菌感染和大规模历史战争的相
似之处，以爱尔兰史诗般的风格探索人
类免疫系统复杂的工作机制。另一个令
人印象深刻的“污名”展项，通过一组
取自医学教科书到童话故事等历史文献

中被感染身体部位的插图，给人以触目
惊心的直观感受，同时也展示了人类对
疾病和感染的看法是如何改变的。值得
注意的是，尽管人们都觉得细菌并不是
那么可爱，但“污名”展项实际上告诉
观众，视觉表征是如何传递知识、扩大
人们的内心恐惧和对疾病的厌恶，展项
似乎在质疑人们面对传染病时是否太过
于危言耸听了。

展览开放的几个月内，人们对“猪
流感”的担心和“大流行”等字眼的滥
用不断升级，展览也许并不能减轻人们
对传染病的担忧，但也不失为一种及时
的解决办法。最终有超过4.5万人参与了
这次展览。2009 年 5 月 23 日，《科学》
杂志发表了一篇由约翰·博汉农撰写的关
于这次展览的文章，文章称“即使在一
场大流行病中也能看到一线光明。大量
观众涌入爱尔兰流行病展览，提供了取
之不尽的疾病传播数据。”（图3）

回到当下，最近很多人的生活甚至
命运被一种叫做“病毒”的小东西彻底
改变。在通过病毒感染的传染病面前，
人类从无力反抗，到不断攻克难关，人
类和病毒的关系可以说是一场永不停歇
的“战斗”。一场“传染病”展览，也许
能让人类逐渐认清这个对手，常备不
懈，枕戈待旦。

（作者系中国科技馆科研管理部助理
研究员）

都 柏 林 科 学 美 术 馆 ： 艺 术 呈 现 传 染 病
□□ 谌璐琳

图1：“传染病：离远点儿”展览海报。
图2：病毒在展馆内传播的模拟显示。
图3：《科学》杂志刊登关于传染病展览
的文章。

最近有一件航天爱好者比较关注的
事，是私人火箭公司SpaceX 将在5月27
进行载人火箭发射，猎鹰九号火箭和载人
龙飞船将从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
39A发射场发射升空，将两名美国宇航局
（NASA）宇航员送入太空。这个地球上充
满传奇色彩的私人火箭公司SpaceX，它的
创办人马斯克被他的粉丝们称之为现实中
的钢铁侠，除了我们熟悉的新能源汽车特
斯拉之外，登陆火星也是他个人最大的目
标，并在他的推动下得以逐步实现。

十多年前，马斯克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明确表示他个人的目标就是最终能让
人类得以探索并殖民火星，他设想了一个
人口达数万人的火星殖民地，并计划在
10~20年内把人类送上火星，而其中的殖
民者到达火星的时间不早于2025年。早期
设想的SpaceX火星运输计划项目中包括了
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和太空飞船、地球上
用于快速火箭发射与重新发射的基础设
施、近地轨道推进剂加注系统、地外科
技，最终用来实现火星殖民。

在2016年中，马斯克再一次表示第一
次无人火星殖民运输器的飞行计划于2022
年出发，2024 年的首次载人飞行紧随其
后，同时，马斯克提到火星殖民运输器
（MCT）这一名字将不会延续，因为这套
系统的能力“远不止火星”，并且将会有
一个新名字：行星际运输系统（ITS）。助
推器直径为12米，飞船直径为17米，整
个火箭组合体的高度为122米。第一节将

使用42台猛禽火箭发动机，起飞重量达到
1.05万吨；第二级包含飞船本体，一样使
用猛禽火箭发动机，也均采用液态甲烷、
液氧作为燃料。飞船出发前会在轨道上加
注燃料，可搭载数百名乘员，在80天内抵
达火星。另外飞船上还有两片百万瓦级太
阳能板，以便供应电力。

马斯克在第68届国际宇航大会上宣布
ITS将改名为BFR （大猎鹰火箭Big Fal-
con Rocket；BFR），并展示了这个太空
任务架构的细节，由于猎鹰系列的过时设
计，行星系统的载具将会取代现有的火
箭，这新型的火箭也将会执行所有的太空
任务，此载具会用在与地球相关的航天活
动上，另外也还有货运版本，名称将会为
大猎鹰火箭。他表示，尺寸稍微缩小了但
火箭仍然非常大，有106米高，第一级改
使用31部引擎。而跨行星际的载客船名称
为星舰，直径宽9米、长近48米，吨位达
到1200吨，加压舱大小将比目前的A380
客机还大，有40间舱房，据称共用活动空
间也相当大，并能搭载150吨重的货物到
殖民地，同时也考量了太阳风暴而新设置
了救生室。

按马斯克的设想，载人飞船抵达火星
后，这些飞船可能会成为宇航员的临时家
园。它们可能不是最舒适的设施，但这可
能通过消除立即建立火星基地的需要来降
低任务的复杂性。当有航天爱好者问马斯
克，建设第一个永久火星基地需要多长时
间时，马斯克回复称：“大概需要在2028
年完工。”他说，从那时起，一个聚居地
可能会开始形成。他说：“这里将开始建
造最基本的基础设施，包括制造推进剂、
发电站，用来种植农作物的防爆圆顶，如
果没有这些基础设施，你就无法生存。然
后创业机会就会激增。”

在整个殖民火星计划的初期，马斯克
的时间表都是假设和推测的，随着科学技
术的进步以及他的雄心壮志，诸多里程碑
式的项目已得以实现，就如他所说：“我
希望人们开始把它视为一个真正的目标，
我们应该为此而努力，以在火星上建立文
明。这不仅关乎人性，还关乎我们所关心
的所有生命。”

（作者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科普教育
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科幻创作研究基地
副秘书长）

“希望学校正式复课后，随着北京
市学习科学学会推出的学科融合课程的
持续开展，能够进一步助力教育改革发
展，有利于学生的健康成长。”5 月 18
日，在北京市学习科学学会、北京教育
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教学研究中心和北
京市朝阳区教育委员会主办的“减少课
时 增加浓度 提高效率——基于学习科
学的融合课程教学实践研讨会”上，北
京市学习科学学会理事长、北京教育科
学研究院院长方中雄作了总结发言。

北京市学习科学学会的工作实质上
就是三点，联合学校、学术研究，以及
普及研究成果。基于此次学习科学的融
合课程教学实践，再次证明了学会的宗
旨和坚持。方中雄从宏观的角度，对北
京市学习科学学会的学科融合课程开发
和前景给予肯定。他指出，此次疫情对
全世界教育界影响巨大。据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发布消息称，截至3月30日，共
有184个国家已关闭境内的部分或全部
教育机构，涉及到全世界87％以上的学
生，达 15.34 亿人。未来，越来越有不
确定性，为了改变和适应不可知的未
来，教育要在改变与适应、坚持和坚守
的博弈中实现自身的提升。

方中雄认为，教育将改变什么？适
应的又是什么呢？首先，疫情的冲击，使
原先以线下学校教育为主，线上培训机构
教育为辅的线上线下教育形态发生了逆
转，变成了以线上学校为主。使原先线下
学校教育解决共性问题，线上培训机构满
足个性需求，变成了线上的学校教育解决
满足个性需求，线下的学校集中上课时解
决共性问题。学校和教师要在有限的课时
里少讲，学生要在有限的课时里多学，学
生的线上学习更多地表现为自立学生和自
主学习。这些变化，构成了疫情时期应急
状态下教学的特点。

他指出，要思考如何建立“平战结
合”，面向未来，解决不定性因素，体
现教育改革目标的新型体系，其中很重
要的一点，就是如何设计满足这一目标
的课程的问题。而学科融合的课程，就
是有益且有效的尝试。

其次，教育要辨清“坚守什么”？
去年国家提出了基于学科的综合化教学
的目标，这就是现在线上线下教学结合
后教育坚守的主题。现今，北京市学习
科学学会积极探索和实践的学科融合课
程，既适应形势需要，又抓住了基于课
标的原则，落实了“综合+优化”的要
求，很有意义。

第三，教育要解决“提升什么”？学科融合并不是
新课题，但是在线上教育的条件下开发的学科融合课
程，是新的情境下基于学科的综合化教学出新的策
略、路径和方法。这种适合不同情境下的教学路径和
方法，并在这个探索过程中形成的课例，体现的正是
教育教学改革的提升。

研讨会上，北京市学习科学学会会员校的老师、
朝阳区全体中小学老师、以及四川、云南、青海、广
东、福建、湖南、湖北、江苏、河北等全国各地的老
师观看了会议的现场直播。美国、加拿大、澳大利
亚、新西兰、新加坡等地的关心这一研讨会主题的专
家和老师也同步观看了会议的全球同步播放。据统
计，研讨会线上观看人数超过38万人次，观众提出的
互动问题超过200个，互动消息超过300条。研讨会取
得圆满成功，在教育界专家、学者、教师、学生和家
长中产生巨大反响。

·指数和对数是一对互逆的运算，
你可知道它们在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
世界的文明发展史上所起的重要作
用？由于对数不仅能将乘除化为加
减，也能将乘方、开方转化为乘除，
一下子把人们从繁复的计算中解放出
来。可以说，指数和对数是科学领域
的重要方法。

·新冠病毒影响全球，让我们了解
病毒特征、免疫系统、疫苗机制等方面
的基础知识。

·很多人背负着沉重的压力，引发
了健康问题。怎样才能与压力和谐相
处？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2020年第5
期《科学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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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 铁 侠 ” 马 斯 克 的 火 星 梦
□□ 陈柳岐

SpaceX火星运输系统发射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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