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古希腊的雅典卫城到古埃
及的金字塔，这一个又一个的世
界奇迹，在震撼着人们的同时，
也在告诉人们：这些奇迹的出现
离不开数学。雅典卫城凸显了数
学的规则美，胡夫金字塔中凸显
了数学的几何美。建筑是几千年
文明的结晶，数学就像去打开结
晶的密码，在开启的同时又令人
感受到了数学的美丽。

帕特农神庙的黄金分
割比

作为西方文化的发源地之
一，古希腊建筑极具特色，开创
了西方建筑的先河。

古希腊最著名的代表作是雅
典卫城，帕特农神庙更是古希腊
建筑的巅峰之作。从外观大体上
看，帕特农神庙气宇非凡，光彩
照人，进入内部来看，细节处理
也让人叹为观止。东西两面矗立
八根巨柱，在南北两侧用17根柱
子撑起全局，建造出宽31米、长
70米的帕特农神庙。帕特农神庙
最特别之处在于山墙顶部距离地
面19米，将其用数学比例换算一
下，帕特农神庙立面高与宽的比
例为19:31，十分接近“黄金分割
比”，这一特性让无数参观者觉得
其十分优美。

古希腊的三大柱式与数
学美

从帕特农神庙中我们可以看
出古代希腊大致的设计理念，
这只是雅典卫城里面的冰山一
角，其实雅典卫城除了其整体
是按照黄金分割比构造的，还
有就是古希腊的三大柱式也极
具美感。

多利克柱式与男性美。多利
克柱式让人觉得豪放粗大，给人
一种简洁有力的印象，因为其柱
径与柱身的比例1∶6，相当于男
子脚长与身长的比例，因此也叫
作男性身体的黄金分割比。将其
规则应用于柱子上面，以自身柱
体基座厚度的 6 倍作为整个柱子
的高度，这些建筑让人感受到男
子特有的雄壮与简洁美。

爱奥尼柱式与女性美。高贵
典雅是爱奥尼柱式的代名词，因
为其柱径：柱身=1∶（8~9），当
建筑师们致敬优雅女神狄安娜
时，采用古希腊女神的身材比
例。第一次将柱子的厚度做成高
度的 1/8。柱头更是模仿美女的
大波浪卷发做了两个巨大的漩
涡，看起来十分具有女性美感。

科林斯柱式与比例的结合。
科林斯柱式给人的直观感受为纤
细精巧且十分华丽，科林斯柱式
不同于爱奥尼柱的粗犷，不仅变
得更加纤细柔美，也将爱奥尼的
标志性涡卷纹换成了忍冬草。从大体上来看，
科林斯柱式的风格更加富丽豪华，在柱头上忍
冬草层叠交错环绕，又在柱中开出层层花蕾，
表达出了其很强的装饰性。

金字塔几何构造的“巧合”

与古希腊一并位列四大文明古国的古埃
及，其建筑之美又是怎样美妙绝伦的呢？众所
周知，金字塔是古埃及文明的结晶，更是世界
文明的奇迹，其中最大的胡夫金字塔更是奇迹
中的奇迹。

金字塔的几何构造涉及了两个重要因素：
一是金字塔最尖端到最底端的距离；二是金字
塔与地面接触的最底面的四周周长。以埃及大
金字塔为例，它的总高度为146.61米，周长为
921.41 米，而周长与高的比率恰好为 2π。如
果一个金字塔的整体建筑特点如此可能是一个
巧合，那么胡夫金字塔也是同样的精准便让研
究者大为震惊了。胡夫金字塔的底面积如果除
以其高度的两倍，得到的商为3.14159，这正是
圆周率π。它的精确度远远超过古希腊人算出
的圆周率3.1428，与我国古代数学大家的祖冲
之算出的圆周率在3.1415926 到3.1415927 之间
相比，几乎是完全一致的。胡夫金字塔建成时
它的总高度是146.59米，若将其总高度乘以十
亿，其结果正好是1.4659亿公里。这个结果又
恰巧是太阳和地球之间的平均距离。

（作者系华中农业大学名师工作室负责人
及成员）

从 生 活 场 景 中 发 现 数 学 奥 秘
前段时间看到这样一个新闻：一个爸

爸教女儿算术时，被女儿的“800减700等
于900”给气坏了。无奈之下，这个爸爸气
得躺到马路中间哭，只希望“警察把他带
到拘留所，再也不辅导作业”……这个爸
爸的崩溃，就孩子的计算上！

著名科普作家刘后一专门为孩子写了
数学读本《算得快有方法》，把数学知识融
入有趣的故事中，不用家长出手，孩子自
己跟着书中人物看一看、玩一玩、练一
练，就能轻松搞定加减乘除法，建立起对
数学的自信心。

讲故事做游戏，树立数学自信心

幸亏当时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的朋友介
绍了一套“让孩子算得快，又算得准”的书。

这本书是怎么教孩子学计算的呢？举
一例，连加计算13+59+97，教给孩子们两
个计算原则。如果算式里有互补的数，先
算互补数；如果算式里没有互补的数，可
以增加补数，然后先加再减。如果不知道
这些方法，孩子可能就会按顺序计算，这
样算起来，对孩子来说，又慢又容易出
错。这些简便的速算方法，能让孩子在计
算中算得快、算得准，会大大提高孩子对
数学的兴趣。

最贴心的是，这些计算方法在书中，
都 是 用 跟 孩 子 生 活 中 息 息 相 关 的 故 事

“带”出来的。它不是机械地剖析各种算
式、算法，而是用故事的形式，让孩子们
跟随书中角色一起在生活、游戏中，探索
数学运算问题。

70余种速算方法，打开数学新
思维

这套书分为上、中、下三本，集中解
决孩子们眼中“数字太无聊，符号太奇
怪，计算太难的问题”，适合8—15岁的中
小学生读，对提升孩子们计算兴趣、打开
数学学习思路、培养动脑习惯、学习实用

技能有实际的帮助。
刘后一创作科普书籍40多本，出版的

第一本科普读物 《算得快》，因为简明易
懂，极富实用性，曾获得全国科普作品
奖。后来 《算得快》 被翻译成多种语言，
在全球销量超过1000万册。

这套《算得快有方法》，是刘后一根据
孩子们的接受特点、课本学习难度，涵盖
了20多个场景里的70多个算法，涵盖了小
学初中所涉及的计算类型，包括了加减乘
除、平方、小数、百分数等算法。里面的
速算方法都很有趣，能让孩子们从不同角
度，发现数学的奥妙。

22 个趣味故事，让数学“活”
起来

这套书讲述数学知识点的方式，也非
常亲和。它不是平铺直叙地给孩子们讲运
算规则，而是通过杜老师和李萌萌、高
商、王星海、杜小甫等几个孩子，在故事
和场景中“演绎”数学运算方法。整套书
创设22个场景，让孩子们在实际生活或游
戏中解决问题，数学变“活”了，孩子们
的畏难情绪不见了，学起来也轻松了。

书中每个场景的知识点也很丰富。比
如，还是“减法变加法”这个场景，它给

孩子们科普了“蔡勒公式”“格力高利
历”；这些知识既开阔眼界，让孩子们了解
数学的历史，又能感受到数学的魅力——
数学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被一代代的人
创造演变而来的，孩子因此能树立大数学
思维。

168道测评题目，提高实战能力

这套书图、文、算式、图示结合，用
多种方式对运算方法进行解说，确保孩子
们能理解透彻。重点内容，文中还会用马
克笔圈画出来，提醒孩子们注意这部分内
容的理解。同时，在每个章节末尾，都有
精心设计的针对性练习，让知识掌握更扎
实。

对于数学学习，有人迷信大量做题
练习，有人反对题海战术。其实，计算
这 件 事 ， 练 习 对 提 高 认 知 能 力 确 实 有
效，但题海战术只会让孩子失去数学兴
趣。

随书附赠的一本《算得快测评本》，里
面涵盖168道测评题目。这些题目是阶梯式
的分层练习，分为“基础训练、能力提
升、思维拓展”三种类型，让孩子全面吃
透知识点。

（木头马教育研发中心供稿）

学有道学有道
用心理学提高学习力用心理学提高学习力

国务院日前批复同意在北京设立国家
植物园。国家植物园未来也将作为科学研
究、科普教育和展览展示的中心，学生和
普通人都可以在这里看到丰富的植物，了
解科学家如何通过植物研究物种进化、生
命起源、物种种间关系，直观看到药材、
粮食和水果品种的改良，园林花卉的开发
等。

国家植物园一个很重要的功能是科学
研究和教育。那么，走进植物世界，会给
孩子带来哪些不一样的自然教育呢？

科学知识增加自然的美感

如果用偏旁组字，你能用草字头写出
几个字？木字旁呢？

《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的纪录片导演
周叶说，中国的文字大多与植物有关，比
如草字头、竹字头、禾木旁、绞丝旁、米
字旁。因为，我们所有的衣食住行，都与
植物息息相关，植物哺育了我们的生命和
文明。我国是世界上植物多样性最丰富的
国家之一，栖息着高等植物3.6万余种。

认识植物的科学性，无损于其美学欣
赏。科学家费曼有个艺术家朋友，有一
天，他的朋友拿起一朵花，说道：“看，这
花儿多美啊！你看，作为一个艺术家，我
会欣赏花的美；而你这位科学家，就会层
层剖析它，太无趣了。”费曼认为并非如
此，费曼说，虽然我没有艺术家那种精妙
的审美体验，但是我可以想象到花朵里面
的细胞、细胞内复杂反应，也是一种美
感。费曼还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一朵

花会吸引昆虫来授粉，那么昆虫也能感受
到美吗？费曼的这个故事说明了一件事：
科学知识会增加自然的美感，会促使一个
人对自然万物产生更多的兴趣和好奇。

植物丰富人类的精神世界

想象你被带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只
看窗外，你能识别自己身处何地吗？

作家张抗抗曾写过一篇文章叫 《城市
的标识》，谈到我们曾经千姿百态、各具风
韵的城市，被钢筋水泥、大同小异的高楼
覆盖。而最后只剩下了树，在忠心耿耿地
守护着这一方水土。“如今，拥挤熙攘、高
楼林立的城市中，唯有属于那个城市的
树，如高扬的旗帜和火炬，从迷途的暗处
闪现出来，为我们引领通往故乡的交叉小
径。”作家用形象的语言阐释了植物对城市
人的精神世界的重要意义。

在纪录片 《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
里，介绍了起源于中国、塑造中华文明又
影响世界文明的11种植物，包括水稻、茶
树、竹子、桑树、大豆、荷花等等。如以
竹子为偏旁的汉字就超过200个，后代甚至
用竹简指代历史，“留取丹心照汗青”。今
天，竹子还带动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建筑
革新。中国的植物影响世界，源自其他洲
的植物也影响了中国的历史和文明。比如
名字里有西字、胡字、番字的，都是外来
植物，西红柿、番薯、胡萝卜等等。

植物为人类提供了衣食保障，促成了
大脑的进化，同时有一些植物也和人的精
神生活相通，寄托情怀与思想。比如我们
经常吃的柑橘，是世界第一大水果品种，
自古以来就被中国文人所赞颂，屈原称赞
橘树是天下最好的树，独立不迁，品性高
洁。又如，中国人看到杨柳依依想起离别
深情，看到桃花灼灼想起青春激情。梵高
的向日葵让人看到热烈，神话中的橄榄枝
给人希望。艺术与植物相互成就，生生不

息。植物提供给人类饮食衣物，同时塑造
了精神世界，也就是所谓的植物丰富人类
的第二自然。

留意身边的自然之美

远离自然，不只是知识的匮乏，同时
也带来身体的伤害。针对儿童多动症、躁
动症，有一种治疗建议就是让孩子增加户
外活动，多和自然接触。

很多家长都理解的回归自然往往是去
远方，其实自然就在家门口。当你怀着一
颗惊奇之心去看待家门口一花一草，就会
感受到平常之景无言而又大美，熠熠生
辉。有一名中国摄影师持续拍摄西湖边的
一棵树，拍出了四季变迁，人来人往，因
为以微见著而荣获国际新闻摄影比赛 （华
赛） 自然及环保类新闻组照金奖。可见，
美需要发现的眼睛，我们可以带孩子留意
身边的植物，在北京的草地上就有牵牛、
紫花地丁、蒲公英、鸢尾、二月兰等等。
同一场景四季不同，例如荷塘，初夏小荷
才露尖尖角，盛夏接天莲叶无穷碧，到了
秋冬，留取残荷听雨声。

认识植物之美，认识日常之美，我不由自主想到杜威的教育观念：教育即生活， 教
育即生长。

杜威认为“教育是生活的过程，而不是将来生活的准备”，他把教育与生活、生长与
发展视为同一意义的概念，学校、家庭和社会，各种场合的教育实质上进行的是不同形式
的生活。“不通过各种生活形式或者不通过那些本身就值得生活形式来实现的教育，对于
真正的现实总是贫乏的代替物，结果只会形成呆板而死气沉沉的教育。”我们家门口的一
草一木，就是自然的生活体验，是最好的科学和美学的教育。杜威还提出“生长”是生物
的根本特征。不仅儿童在生长，就是成人也在不断生长。“生长”是教育的目的，也是人
生的目的。四季更迭，万象更新，人也在自然中成长。“生活就是发展，而不断发展、不
断生长，就是生活。”

再好的文字也不能左右你窗外天空的风向变化和光影移动。所以，最好，你在阅读完
这段文字后，能到户外走走，你就更可能遇到属于你的惊奇时刻。

“生长”是人生的目的

1955年．刘守仁大学一毕业就来到新
疆的紫泥泉种羊场从事绵羊育种工作。在绵
羊育种实践中，他不断创新，先后创立了

“血亲级进育种”“品种品系齐育并进”“三
级繁育体系”“综合特培”等育种新方法，
有效地缩短了绵羊育种周期；先后培育出

“军垦细毛羊”和“中国美利奴 （军垦型）
细毛羊”2个品种和9个品系，为我国的畜
牧业和毛纺织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天堂”来到天山深处的“牧
羊人”

1955年，来自“天堂”苏州的刘守仁
来到人烟稀少的天山深处的紫泥泉种羊场
当技术员。

刚来的第二天，场长陈永福诚恳地跟
刘守仁说：“兵团组建紫泥泉种羊场，目的
是要为兵团各牧场提供生产性能良好的种
用羊，担负起改良本地羊群，繁育毛肉兼
用细毛羊新品种的任务。但是，现在我们
缺乏绵羊育种人才啊！”“小刘，你在这里
干 10 年行吗？就 10 年。你一心一意搞育
种，有啥困难，我帮你解决。”

这一夜，刘守仁失眠了。白天，陈场长
那一番肺腑之言一遍遍在耳边回旋……现
在，国家毛纺织业这么缺优质羊毛，该我们
这一代知识分子报效祖国了。刘守仁下定决
心：“一定要培养出中国自己的细毛羊！”

第二天，他就向陈场长要求“到放牧
点去”！从此，天山深处多了一个头戴皮帽
子，脚登皮筒子，腰系毛绳子，手拿马鞭
子地地道道的牧羊人。不过，他比一般的
牧羊人多了一个装着书籍、资料、铅笔和
尺子的包。

创造育羊奇迹的“羊院士”

为了尽快掌握绵羊的繁育技术，刘守
仁来到草原深处，与哈萨克族牧工同吃、
同睡。他白天牧羊，夜晚整理、分析资
料，思索绵羊育种方案。

他征服“返祖”难关，创新绵羊育种
理论与技术。天山北坡草原一直是放牧哈
萨克羊，这种羊毛质差，体格小。为了改
良哈萨克羊，1953年，兵团从苏联引进了
个头大，毛多、毛细的阿尔泰羊。但经过
杂交改良的羊会出现“返祖”现象：改良
好的细毛羊，过一段时间还会变成粗毛羊。

这个“返祖”问题让刘守仁吃不香，
睡不宁。他一面仔细观察、记录阿尔泰母
羊的生活习性；一面查阅国内外的相关资
料和书籍，并开始进行绵羊育种试验。

当时紫泥泉种羊场没有育种设备，他

就找代用品：没有试管，他用墨水瓶代
替；没有烘干箱，他就用火墙代替；没有
测毛仪，他就盯着一平方厘米羊皮上的羊
毛，一根根地数……

产羔期，他为新生羔羊剪脐带、编号
码、称体重、填卡片，记录每只羔羊的母
子关系……

在他与牧工们的共同努力下，1957年
春，紫泥泉种羊场第一代杂种羊—— “军
垦细毛羊”的始祖诞生了。

他革新育种计划，提高羔羊成活率。
1958 年 2 月，刘守仁在培育第二代细毛羊
时，发现衰弱的母羊不肯认领自己的孩
子。一只只小羊羔因没有奶水而相继死
去，死亡率达到了40%。

这突如其来的问题，几乎把患有布鲁
氏杆菌病的刘守仁击倒。这时，政委斑维
钧语重心长地对他说：“育种是一种探索，
哪有不走弯路的？咱们不是还有 60%的成
活率吗？要好好找找原因，牧工们有丰富
的经验，去听听他们的意见，说不定能帮
你解开失败的谜。”

政委的话提醒了刘守仁。病刚有好
转，他就拖着虚弱的身子赶到放牧点去了。

在那里，老牧工哈赛因对他说：“你搞
科学试验没有错，但羊的产羔期太早了。
你育出的羊，毛细、耐寒力差，再加上母
羊体质弱、圈舍不好、饲料不够，羊羔能
不死吗？”哈赛因的一席话，使刘守仁茅塞
顿开。

从放牧点回来后，刘守仁立即着手修
改育种计划，调整配种时间，抓好怀胎母
羊的膘情，备足饲料，整修圈舍。第二
年，羊羔的成活率提高到98%。

总结出“两母带一羔法”

有一天，刘守仁看到老牧工张仁祖把

一只弱羔抱到刚死羊羔的母羊身边去喂
奶。他马上想道：如果让两只母羊带一只
羊羔，羊羔是不是可以早断奶、早增重、
早配种呢？

于是，他每天跟着老张的羊群去观察
这只羊羔的变化。结果，分群时这只羊羔
比其它羊羔重30公斤。不到一年，这只羊
羔的体重达到 115 公斤，达到了配种的标
准。刘守仁兴奋极了，第二年，他选出20
只羊羔，采用“两母带一羔法”。120天断
奶时，羊羔体重比一母一羔的羊羔重了一
倍多，当年的羔子当年全部配种。

就这样，刘守仁总结的“两母带一羔
法”把羊的育种期由两年缩短为一年。

育成“美利奴（军垦型）细毛羊”

1968 年，刘守仁育成了“军垦细毛
羊”。但他深知“军垦细毛羊”的羊毛品质
与“澳毛”相比，还有一定差距。1972年
至 1976 年．农业部进口了两批澳大利亚

“美利奴”种公羊，分了两只给紫泥泉种羊
场。看着“美利奴”羊那雄壮的体格，细
毛密集的毛质，刘守仁又产生了一个大胆
的设想：“把美利奴羊的皮披到军垦羊的身
上。”

后来，他采用单系选择和封闭育种
法，以优秀个体确定系祖，采取近交方法
快速增加畜群亲缘系，使群体遗传性在杂
交阶段就稳定下来。

1987 年，刘守仁用“美利奴羊”与
“军垦羊”杂交选育的“中国美利奴（军垦
型）细毛羊”在紫泥泉种羊场诞生。

刘 守 仁 ： 扎 根 天 山 深 处 的 “ 羊 院 士 ”
□□ 陈冠文陈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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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科学家故事
弘扬科学家精神

李萍—北京:

李萍—北京:
图说，文里的图中有两处请删掉

走 进 植 物 世 界 的走 进 植 物 世 界 的 ““ 自 然 课 堂自 然 课 堂 ””
□□ 李峥嵘李峥嵘

刘守仁 1934 年生于江
苏苏州，是我国杰出的绵羊
育种学家，中国工程院院
士。先后培育了“军垦细毛
羊”“中国美利奴 （军垦型）
细毛羊”。

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柱式结构
（图片由作者提供）

图为海南尖峰岭热带雨林中一棵树
龄达千年的盘壳栎。

新华社记者 蒲晓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