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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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演义》中，刘备初次探访茅庐
之时遇到了一位引吭高歌的农夫，歌中
唱道：“苍天如圆盖，陆地似棋盘。世人
黑白分，往来争荣辱。荣者自安安，辱
者定碌碌，南阳有隐居，高眠卧不足”。
歌词的深刻含义让刘备觉得非常人所
做，遂有了茅庐三顾的故事。

笔者观看 《三国演义》 电视剧的时
候，也对这段歌词印象深刻，不过当时
只是觉得文辞优美，未作他想。不过后
来却发现，其中有些有趣的问题。

地球上的几个重要的古文明都有自
己的一套宇宙观，比如古巴比伦人觉得
大地是被悬崖峭壁包围着的巨大海洋，
人们生活的陆地在海洋中央，而天是纺
锤形，像拱桥一样搭在包围大洋的悬崖
峭壁上。古埃及人想象人们生活的大地
是躺着的女神，上面的大气之神撑起了
弯曲着身体的天神，太阳神和月神乘着
小船每天横穿过尼罗河。古印度人觉得
大地由三头大象支撑，大象下面踩着的
是毗湿奴神变成的大乌龟，大乌龟又坐
在化身为水的眼镜蛇上，眼镜蛇头尾相
连的地方就是天。

“苍天如圆盖，陆地似棋盘”，则是

我们中国人典型的宇宙观——“天圆地
方”。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大地
就像一片平整的方棋盘，而苍天就像一
口大锅扣在上面。《敕勒歌》中“天似穹
庐，笼盖四野”的句子也反映了这一观
念。有趣的问题是： “如圆盖”的苍天
是怎么扣在“似棋盘”的陆地上呢？“圆
盖”如果外切于“棋盘”，有些部分的天
下面就没有陆地；而如果“圆盖”内接
于“棋盘”，则有一部分地没有天盖在上
面。天地相接的边缘是什么样的呢？

不知诸位看官是否考虑过这个问
题，或许您觉得这样的问题有点“理工
科偏执狂”的倾向。其实在两千年前，
屈原在《天问》就提出了这些问题：“九
天之际，安放安属，隅隈多有，谁知其
数”，九天的边际是如何安放在大地上
的？圆形扣在地上，有多少弯弯曲曲的
地方呢？

天圆和地方确实存在这个难以解决
的问题，虽然古人也有个变通的办法，
让天地不相接，用八根柱子把天从地面
上撑起来 （《天问》 中“八柱何当”就
指的是这八根柱子），形成像亭子一样的
结构。粗略感觉这算是个解决方案，不

过深究起来，却依然让人难以满意。因
为我们身边还有一些现象和这个“方
案”有所矛盾。

以下两首诗想必大家耳熟能详：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唐 李白）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登鹳雀楼
（唐 王之涣）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欲穷千里目”为什么一定要“更上
一层楼”呢？为什么“站得高”才能

“看得远”呢？如果大地是平坦的棋盘，
我们站在高处和低处看远方的景物，无
非就是视角的区别，不应该看不见呀。
如果你觉得地面上有很多障碍物，高处
可以避开障碍物的话，那宽阔的湖面、
江面、海面上没有什么障碍物了，为什
么在“碧空尽”处总是“孤帆远影”而
不是“孤船远影”呢？

从屈原的《天问》，到唐诗中对身边
那些细节的观察，其实我们抓住过揭开
大地之谜的线索。不过也许因为我们是
个农耕文明，“孤帆远影”这样的场景在
大家生活中太过细微，并未引起太多的
在意。而航海发达的古希腊，可能由于
在港口迎送远航的船只是很多人生活中
不可缺少的部分，“孤帆远影”的现象广
为人们关注，所以古希腊的先贤抓住这
个线索探究了下去。

在距今大约 2200 年前，“地理学之
父”埃拉托色尼用简单巧妙的实验测定
了地球的周长。他在同一条子午线上找
了两个地方：锡恩 （Syene，今阿斯旺）
和亚历山大港。锡恩附近的尼罗河一个
河心岛洲上，有一口深井，夏至日那天

太阳光在正午可以直射井底，而此时亚
历山大港地面上竖的木杆阴影最短。用
木杆和影子的长度之比，应用几何知识
就可以知道太阳光射下的角度，与锡恩
的太阳光角度之差是大约7°12′，是一
个完整圆周360°的大约五十分之一，那
么地球的周长就是这两地距离的 50 倍。
按照今天的国际单位，埃拉托色尼测量
的地球周长是39690公里，和现代科技测
量的结果误差只有1%左右。

诗人和科学家有一个显著的共同
点，就是敏锐的观察力。在读诗的时
候，常常能看到那些平时被我们忽略的
自然场景。在体味格律和意境的同时，
不妨也试着思考，也许就能抓住一些自
然留给我们的线索，去发现一些有趣的
东西。

（作者系北京交通大学国家级物理实
验教学示范中心教师，光学博士）

诗 中 藏 奥 妙 见 微 能 知 著
□□ 陈 征

古巴比伦的宇宙观 古埃及的宇宙观 古印度的宇宙观

埃拉托色尼测量地球周长的原理

（本文图片源自网络）

人与野生动物的“亲密接触”会干扰野
生动物的生存，同时增加了人畜共患病的风
险。据统计，新兴传染疾病有70%源于野生
动物。如何保障彼此的安全？

不要食用野生动物

《跟孩子谈与动物的“安全距离”》一
书中说到，世界各地都有形形色色的食用野
生动物的方式，或者为了获得动物的皮毛、
肉质、象牙、虎骨，还会杀戮野生动物，这
样侵入野生动物的做法就有可能会被野生动
物的病原体所传染。人类不应该侵扰野生动
物的生活，更不应该为了口舌之快而剥夺野
生动物的生命，对大自然要有一种敬畏之
心，与动物共存，这是预防动物源性传染病
的重要措施。

今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在此背景下，
中国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
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安全的决定》。因此，拒绝食用野味，既减
少“染病风险”，也避免了触犯法律。

不要近距离接触野生动物

最近一个土拨鼠（旱獭的俗称）尖叫的
视频火爆网络，一些人不满足看视频，还跑
到土拨鼠栖息地喂食土拨鼠，拍摄土拨鼠。
其实土拨鼠身上存在鼠疫病毒，只要人类不
进入疫源地，不近距离接触它们，感染的机
会很小，但当人们捕捉、触摸、猎捕、食
用，就有可能染病。2019年，蒙古国一对夫
妇因生吃旱獭肾脏感染鼠疫死亡，118名与
这对夫妻有过接触的人被隔离治疗。

现在很多机构组织野外研学，学生也增
加了接触野生动物的机会。有的人为了拍摄
效果，或者出于好奇触摸野生动物，就会留
下隐患。比如，2012年美国弗罗里达州一位
母亲在网上公布了一段视频，自己女儿抚摸
海豚，被咬伤手部。游泳或潜水时，对任何
生物都不要随意触摸。今年7月17日，一名
4岁女童在新加坡圣淘沙海滩嬉水，被剧毒
水母蜇伤。

在野外还应穿长衣长裤，带好防虫喷雾
剂，避免被蚊虫、蜱虫咬伤。去疟疾、黄热
病等病症多发地区，还需要提前接种疫苗。
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曾经救治过一个

昏睡了6个月的病人，这个病人就是在非洲
观看羚羊大迁徙，被冈比亚锥虫感染，导致
昏睡症。

不喂食野生动物

你觉得投食野生动物是表达善意吗？其
实无论对动物还是对人都会留下安全隐患。
比如有人给旱獭喂食雪米饼，这种甜食就不
利于旱獭的健康。比如可能引发动物在求食
过程中的攻击行为，今年中国有一对年轻人
在自驾游的时候喂食路边的猴子，引起猴子
围攻。美国曾经有一位游客过于靠近斑马，
斑马张嘴抢她正在吃的薯片，不料一口咬到
了游客的肩膀。

在人类喂食野生动物过程中，动物身上
病毒可能通过飞沫、唾液、染疫、跳蚤方式
传播到人身上。例如2015年暴发的MERS病
毒（中东呼吸系统综合征冠状病毒），与染病
骆驼的直接接触可能造成了人类的最初感染。

4 月 8 日，武汉解封。一段视频走红网
络：一只黄鼠狼围着游人要吃的。大家都觉
得黄鼠狼好可爱啊。其实这是一种很反常的
行为。虽然黄鼠狼是一种适应了城市生活的
野生动物，靠捕猎老鼠、捡垃圾维生，但是
通常不会亲近人类。这只黄鼠狼很可能曾经
被人类当作宠物饲养，或者被人喂过，破坏

了其野性。另外，人类投喂黄鼠狼，互相都
增加了染病的风险。

和饲养动物的安全距离

动物是人类的好朋友，但是朋友也是需
要距离的。不要以为饲养的动物就可以“为
所欲为”。在国内多家野生动物园都有游客
在自驾参观时违反规定自行下车，受到老虎
攻击。2006年9月19日，来自河南的一名游
客酒后突然纵身跳进了北京动物园的熊猫运
动场内，受到惊扰的大熊猫古古咬伤了他的
右小腿。清醒后游客懊悔地说，他本想跳进
去和大熊猫握握手，完全没想到可爱温顺的
大熊猫也会咬人。

人类饲养的动物也会带来传染病，比如
说禽流感就可能来自养鸡场。当然患病的动
物是少数，我们食用的肉类都经过了严格的
检疫。大规模养殖需要给饲养动物提供好的
生存环境，使用疫苗预防疾病的传播，保持
安全的距离。

人类饲养的宠物也要为它们的健康负
责，接种疫苗，留出空间，不能亲密无间，
宠物是人类的好朋友，但它们也是动物，会
带有人体不适应的病源体。

环保先驱雷切尔·卡逊 《寂静的春天》
一书里讲到了人类有两条道路可以选择，有

一条道路是我们长期以来一直行驶的路，以
至于人们认为这条道路是正确的没有阻碍的
高速公路，而实际上这条道路的终点总是有
灾难在等待着我们。另一条很少有人选择的
路，却提供了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的最
后的唯一机会。前一条是控制自然、狂妄自
大，让自然为人类提供便利，后一条道路是
与其他生物共享地球，人类与动物之间达到
和谐平衡。

现在我们正站在两条道路的十字路口上。
（作者：教育专业硕士，金牌阅读推广人）

2019 年 9 月开放的海信科学探索中
心，是海信集团投资兴建的以“科学和
自然探索”为主题的综合性科技馆，它
座落于青岛电视机总厂 （海信前身） 的
旧址。传统厂房式建筑配以砖红与灰色
双色搭配，斜上方悬挂的黄色条幅上印
着“成功源自好奇心”的场馆理念，一
眼望去，满满的工业设计感，简约、精
致，彰显品味（图1）。

海信科学探索中心面积13000㎡，有
展示企业发展的海信历史文化馆，有与
企业主营产品相关的世界消费电子博物
馆，但核心空间还是科学中心式的体验
中心，包括科学启蒙馆、科学发现馆、
自然探索馆。该中心在其餐饮区旁边设
有“显示的世界”，专门展示海信显示类
产品的最新成果。这种布局充分体现了
企业建设运营场馆的特色，既有历史感
也有现代感，将技术历程与科学探索有
机结合。

该中心给人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
从展厅布展到展品设计，到处都能体会
到低调、简朴、统一、实用的工业美
学。其互动式体验中心，环境布展以白
或灰墙为主，几乎没有大造型及过多装
饰。即使是专为3-8岁小朋友设计的科
学启蒙馆，红黄蓝等色彩运用亦较多，
但饱和度低，看起来清新、淡雅，与众
多儿童科学馆艳丽热闹形成反差。

科学启蒙馆、科学发现馆的展品设
计很好地诠释了“好奇心”。一是倡导问
题比答案更重要，强调通过自己动手、
观察来总结、体会其中的道理，而不是

直接将原理通过说明牌展示出来，更多
通过“试一试”“想一想”来阐释。比如

“哪个跑得快”展品，设计人员在长轨道
中间设计若干可通过手轮改变轨道陡峭
程度的节点，让小朋友通过动手实践，
理解轨道角度及平缓对小球滚动速度的
影响，展品没有给出任何原理性的说
明，只是鼓励参与。二是展览注重“见
物见人见精神”，许多展品的布展就是素
描版的科学家及其名言，如展品“脚踏
发动机”的背景就是法拉第头像及其

“一旦科学插上幻想的翅膀，它就能赢得
胜利”的名言，这有利于启迪青少年的
想象力 （图2）。三是大胆改进，让人耳
目一新。如展品“气流隧道”，类似经典

展品“听话的小球”，用气球代替小球，
用一个个金属感的环代替透明管道，展
品体量更大，更有科技感，更像艺术
品，同时兼顾了观众放置气球时的手感。

自然探索馆模拟了沙漠、平原、热
带雨林等六大地貌，活的大土拨鼠、荷
兰猪、小松鼠等小动物与浓缩版的自然
风貌给予观众不一样的体验。其设计体
现了互动与交流的理念，如小鸡孵化设
置的小朋友认领活动，孩子的名字被写
在没有孵化出小鸡的蛋壳上；模拟土拨
鼠的生存环境建造的“家”，观众可以钻
到下面去观察可爱的小动物，让人有更
强烈的贴近感；仙人掌展示采取了真假
混搭的方式，既有真实感，又避免刺伤

到小朋友。
海信科学探索中心的教育及服务也

很用心，从硬件设施上看，三辊闸机的
辊上都有软包，避免小朋友磕碰；餐厅
墙上的画都是采用海信的显示器作的动
态油画，可以经常更换。在软件服务
上，非常重视精准服务，如讲解词就针
对不同孩子的喜好，开发了金庸版、动
画版、哆啦 A 梦版、诗词版等多个版
本；办有“科学生日会”、科学奇幻圣诞
派对及儿童节夜场 “哈利魔法夜”等；
场馆内容设计力求与学校教育相衔接，
按照课标要求进行设计，在每个展项上
贴有二维码，扫码后即可听到展项背后
科学原理的语音讲解，甚至还能了解到
此原理在课本哪一章节出现过。

海信科学探索中心，集企业展示
馆、科技博物馆、科学中心、自然博物
馆等类型为一体，将做企业的精神融入
场馆运营，既博采场馆众长，又彰显了
工业设计的简约实用，体现了海信“竭
诚为顾客服务”的理念，特别是贴近青
少年需求的教育服务更值得众多场馆借
鉴。

（作者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科学技术
普及部副部长）

中华民族正走在复兴的道路上，战
略性地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中国标准
2035等伟大目标，这些伟大目标的实现
需要大量的具有创新思维的人才！青少
年的创新思维培养，主要是培养其创新
意识、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和创新习
惯，而不是要求青少年像科学家、发明
家一样有多少创新理论和科学发明。在
当下正在进行的教育改革中，如何在学
校教育中培养青少年的创新思维，提高
青少年的创新能力无疑是最重要的工作。

心理学理论告诉我们：“动机”是
青少年学习的动力，青少年只有具备
强烈的创新欲望，才能主动思考，追
求创新。教育理论为我们提出了一条
激发青少年的创新思维意识和培养的
方向及路径。

培养青少年创新的兴趣

兴趣是引发创新的内在驱动力，如
果青少年对某一事物有了强烈的兴趣，
就会以积极的态度投入其中，创新创造
的过程不再是一种负担而成为一种享
受。青少年的兴趣培养应当融入日常学
习中，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应当不断激
发青少年的创新创造兴趣并保护这种探
索精神，使青少年处于积极的思维状
态，为创新思维培养创造条件。

学校教育急需打破传统教学模式中
“教师讲，青少年听；教师问，青少年
答；教师出题，青少年做”的教学模
式，改变这种导致他们的积极性和自主
性不能充分发挥、思维也得不到很好发
展的被动学习状态，把培养青少年的创
新思维落实到日常教学中，让学校教育
成为真正培养创新思维人才的主要战
场。

鼓励青少年大胆质疑

创新的原点从青少年心中的疑问开
始，古人常说：“学贵多疑，小疑，则
小进；大疑，则大进。”青少年发现和
提出一个有意义问题就是一种创新，因
为心中有疑问，才能有思考、有思维、
有创新。青少年有疑问，说明他在动脑
筋积极思维，而创新的灵感就由疑问产
生。

学校教育中，老师应当鼓励青少年
大胆质疑，并引导他们主动探索，在探
索中发现，在发现中创新，使青少年在

“质疑―探疑―再质疑-再探索”的螺
旋式上升过程中培养创新意识。

鼓励青少年大胆想象

爱因斯坦曾讲过一句话：“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
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一切、推
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只有想象力才会
有创新，想象力对于青少年形成创新能力具有积极的
作用，通过观察、阅读、调查、采访等形式，采集大
量的社会和自然现象，是提高想象力的首要物质条
件。也就是说，要鼓励青少年参加各种社会、科学探
索及实践，积累社会知识和自然知识。

鼓励青少年大胆求异

求异思维是创新思维的主要内容和关键，培养青
少年的求异思维有助于他们走出思维定势，摆脱求同
思维的束缚。

学校教育中，老师应当特别注意开发青少年的求
异思维，即注意培养青少年在面对某个问题能多角
度、多方位地思考，鼓励青少年敢于标新立异，不落
俗套，不师云亦云。保护好学生的求异思维就是在培
养青少年的创新思维。

鼓励青少年积极参加科技活动和大赛

科技活动与科技大赛是一种实践性很强的活动，
青少年在科技活动和科技大赛中，通过参赛作品主动
呈现他们在阅读、观察、比较、思考、设计、制作、
试验、完善等方面的创新思维和创造能力，不仅提高
了青少年动手、动脑的能力，而且还发展了青少年创
新精神。因此，应当鼓励青少年参与到各种科技活动
与科技大赛活动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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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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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信 科 学 探 索 中 心 ： 博 采 众 长 创 新 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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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海信科学探索中心外观 图2：展品“脚踏发动机”

保持安全距离保持安全距离 与动物和谐共处与动物和谐共处
□□ 李峥嵘李峥嵘

7月31日是“世界巡护员日”,中国的自然保护区都有巡护员，每天跋山涉水，巡护保护区的一草一木，守护
着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学习与地球上的其他生物和谐共处是每个人成长中不可缺失的一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