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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0 年 5 月 4 日晚上，邓玉拖着疲倦的
身体回到家，一头栽到床上。

她抬手拿起床头的“鸡蛋”，按了一下。
只见“鸡蛋”慢慢亮了起来，映出五官，伸
出四肢，说道：“你好，我是‘鸡蛋超人’
美梦机，欢迎来到梦境世界。”

“鸡蛋超人，我要做一个开心的梦！”邓
玉小声说。因为此刻她很伤心，准备了一年
的歌唱大赛取消了。

不一会儿，鸡蛋里飘出一缕淡淡的粉色
烟雾，烟雾慢慢飞向邓玉的鼻子。很快，邓
玉睡着了，梦也开始了。

那缕烟雾慢慢散开，带着邓玉来到了自
行车大赛现场。

邓玉发现好朋友关小雪的小腿破了，她
赶紧跑过去问：“你的腿怎么了？”

“没什么，只是擦破了皮。我都练了4年
了，这点儿伤没事儿的。”小雪虽然嘴上说
没事，但小腿却一直在发抖。

“参加比赛的选手请入场！”赛场的喇叭
响了起来。

小雪闻声艰难地走入了比赛场地。
这时，一行大字映入邓玉眼帘——“奥

运会自行车女子 25 公里赛”，天呐！这是奥
运会，难怪这么隆重。

“嘟……”，比赛开始了。小雪因为有
伤，刚开始一直落在后面，但是她没有放
弃，努力地骑着，她越骑越快，最终第四个
到达了终点。

邓玉连忙跑过去抱住了小雪，并安慰道：“小雪，你真
棒！你还好吗？”

“还好啊，我努力了，所以无论结果怎样，我都能接受。”
小雪笑着说。

邓玉突然醒了，她一下子感觉心情好多了。她自言自语道：
“啊，小雪说得对，努力比结果更重要！今晚小雪会做怎样的梦呢？”

此时的小雪也刚躺在床上，对美梦机说：“鸡蛋超人，请
在梦中帮我复习一下功课好吗？”

美梦机应答后，飘出一团白雾，小雪瞬间就睡着了。白
雾慢慢变成了一个小姑娘，和小雪玩起口算大比拼，然后又
演起了中英文课本剧。小姑娘演完了，消失在白雾中。美梦
机传出了轻柔的闹铃声，小雪精神十足地起床，信心满满地
去参加期末考试。

“铃……”“宝贝儿，起床了！”妈妈的声音和着闹钟铃声
传了过来。

邓玉睁开眼睛，原来那是一场梦啊！
真希望早点去 2050 年，拥有一个能定制梦境的鸡蛋超人

啊！不过，我更愿相信这样的美梦机能提前来到我们身边。
（作者系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第四小学学生，指导老师：

何燕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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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过 漫 长 的 46
亿年磨难后，月球终
于不堪重负，于一个
深夜彻底分崩离析，
被撕裂的碎片四散坠
落，如同垃圾一般被
扫进茫茫苍穹。地球
的自转倾斜角度紧接
着产生了巨大偏移，
一 瞬 间 超 过 了 45
度。因为地球和月球
之间的引力荡然无
存，所有海水开始横
向偏移，超级大海啸
不可避免要发生了。

我们天文台第一
时间知道了这个消
息，马上通过警报系
统向全世界发出了应
急防御信号。不到 1
小时，地面上的所有
飞船便载着人类紧急
飞往其他星球避难。
但我们天文台几十名
科研人员并没有搭乘
最后一架飞船逃生，
而是选择前往地下
800 米的全封闭式救
急地窖暂避。那是拥
有全套科研设备的避
难所，自动化氧气制
造机可供 100 人同时
吸氧50年。

果然不出我们所
料，在月球消失 5 个
小时后，巨大的海啸
铺天盖地袭来，地面
上的所有建筑物全都
被冲垮，就连大山也
不能幸免，全都被海
水漫过了山顶。我们
在地窖的卫星监控器
里看得一清二楚，地
球上所有留下的生物
基本都被摧毁了，这
让我们感到十分痛
心，但也只能眼睁睁
看着，毫无任何解救
办法。

时 间 过 去 了 两
天，海啸依然没有减
弱的痕迹。我们这些
人早已做好了长时间
待在地窖的准备，有
些人开始着手测量海
啸的级别，并估算破
坏程度；还有人试图
将海水的压力通过转移泵输送到测压机
上，看能否刷新压力的最高值。可就在
此时，大地突然抖动起来，地窖也开始
跟着摇晃。我们起先以为是地震，但后
来感觉不对，根本不是从地下传上来的
振波，而是海水被搅拌后带动地窖引起
的剧烈晃动。我们立刻检查监视器，发
现海中央出现一股巨大的漩涡，3条直
径500米的水柱直通上空，而空中有一
片乌云正在往上吸水，乌云当中闪电阵
阵，却听不见任何雷鸣声。

“不光是水在往上吸，还有土、沙
石……”有人发现水柱里出现一条黑粗
线，那是泥土在汇集，并且伴着海水极
速朝乌云里输送。

“应该不止这些，”我盯着监视器说
道，“还有金属，那些铁皮钢管、金银
铜铝全都从另一个通道往上输送。”

所有人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而
那片乌云变得越来越大，大约有700平
方公里的规模，整个上空都被笼罩住
了。原以为几个小时后乌云就会慢慢消
退，然而令人想不到的是这场水柱搅海
居然持续了整整1个月。

就在一天下午的3时左右，大地突
然不动了，水也迅速退去。我们立刻查
看监视器，发现大山冒出了山顶，一切
都在恢复原貌。而那片乌云已经不见了
踪影，我们乘坐专用三栖飞车从地窖升
到地面，陆地露出原先的模样，大地已
然开始复苏，草木不知何时冒出了嫩
芽，这预示着新生命正在孕育，我们盼
来了希望。

可没有了月球，这种情况基本不可
能出现，莫非是地球开启了自愈系统？
带着疑问，我们终于盼来了黑夜的降
临，就在繁星挂满夜空时，一轮皎洁的
明月冉冉升起，把我们惊得下巴都要掉
了。月球不是已经毁灭了吗？怎么又死
而复生重回天际？但经过我们仔细观
察，这轮“明月”好像并非原先那个原
版月球，它仿佛更加明亮、体型更大、
表面没有一个陨石坑、整个球面都是光
滑无痕的。我们利用超高倍望远镜观测
它，发现这轮明月通体都是由泥土与金
属混合而成，材料搭配合理匀称，表面
细腻滑润，将太阳的光芒反衬得更加淋
漓尽致。

我们大概想明白了：这应该是外星
生物为我们人类制造的能替代月球的人
造卫星，那片乌云就是制造卫星的研发
基地，水柱吸收的海水、泥土、金属物
都是他们用来研发卫星的材料，而那只
见闪击而不发轰鸣的闪电就应该是制作
卫星时所需要的融化工具。

不管我们猜测得对不对，反正地球
是保住了，既然外星人极力保护地球生
物，我们也不能辜负了他们的期望，于
是向人类避难的外太空星球发出警报解
除信息。信息发出几天后，所有避难者
陆续乘坐飞船回到地球。人类再次回到
地球的怀抱。

（作者系科幻小说家、山东省作家
协会会员）

地球是太阳系中很特别的一颗行星，因
为它拥有月球这颗巨大的卫星。很多证据表
明，月球是地球最初形成后不久，一场不同
寻常的撞击事件的产物。由此产生的结果
是，地球后来的演化和生命的出现、发展都
因月球的存在而受到强烈影响。月球在我国
传统文化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民间有中
秋祭月之风，借以表达祈求月神降福人间的
一种美好心愿。祭月、赏月，也体现了当时
的人们对于自然界的崇敬。

古典认知中的月球

地球、月球和太阳是我们最为熟悉的三
个天体，分别是行星、卫星和恒星的代表。
月球绕着地球公转轨道平均半径大约为38.4
万千米，地球和月球组成的天体系统，称为

“地月系”。月球是一颗被地球“潮汐锁定”
的卫星，因此月球的自转周期和月球的公转
周期时间是一样的，都是27.32天。随着古代
人逐渐加深对这颗不断改变相位和亮度的星
球的认知，人类对宇宙自然规律的思考认识
也不断提升。

月球在绕地球公转的过程中，由于太阳
照亮的半个月球在地球上看起来会有很大的
变化，我们就称为月相，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月有阴晴圆缺”。最早的天文学家在这些观
测的基础上计算和制定了历法，并据此安排
农业活动。

由于月球在天空中非常容易被观测，再
加上规律性的月相变化，使它自古以来就对

人类文化产生重大影响。如月球上明亮的高
地和黑暗的“海”的对比，在不同的文化和
民族中创造出不同的形象，像是月球上的
人、兔子、野牛、嫦娥、玉兔、螃蟹等。在
许多史前和古代的文化中，月球化身为月
神，或其他超自然的现象和占星图的月亮，
到今天仍然被继续传播。

工业文明下的月球

当伽利略把他的望远镜转向月亮并识别
出山脉、环形山和“海”，无疑刺激人类去

想象和探索另一个世界。对月球的探索，促
进了高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并且改变了人
类对自身的看法。从遥望想象到精细探索，
工业文明无不自信地对月球强调：人类，
来了！

月球是人类登陆过的第一个地外星球。
苏联的月球计划在1959年发射了第一艘登月
的无人太空船，而美国的阿波罗计划则实现
了载人登月任务。中国的嫦娥四号探测器在
2019 年 1 月 3 日成功着陆月球背面，并传回
了世界首张月球背面的照片。

技术的不断步进，使人类对月球的探索
和认知越来越深刻。事实上的月球是这样
的：由于没有大气圈的存在，目前探测到月
球上并没有液态水、也没有空气、也就没有
台风、飓风和沙尘暴。月球上是一个寂静的
世界，只有遍布的陨石坑。月球本身不发
光，由于没有大气层，天空永远是一片漆
黑，太阳和星星可以同时出现。由于没有空
气，月球上的昼夜温差极大，白天温度可高
达127.25℃，夜晚温度可低至-183.75℃。由
于没有大气的阻隔，紫外线强度也比地球表
面强得多。

未来视野下的月球

月球优越的太空地理位置，是人类探索
太空的跳板。月球的引力只有地球的六分之
一，从月球上发射太空探测器成本非常低
廉。随着人类科技的发展，未来月球离地球
的距离可能并不再“遥远”。月球从地球撞
击而来，因此月球上可能会富含一些地球深
层的金属矿物质。在地球资源逐渐减少的情
况下，月球资源、太空资源将来是一个良好
的选择。比如，月球上有丰富的氦-3（氦的
同位素），它是一种潜在的核聚变材料，也
是一种无污染的能量来源。

而我国探月工程更牵动着无数国人的
心。未来我国将实现对月球南极的探测，将
3名宇航员和月面着陆器送上月球，完成登
陆、巡回、采样、研究、返回等多重任务。
探索月球将会在太阳系的起源问题上带来全
新的观念，对月球的研究无疑会让我们对地
球的历史有更深入的了解。

（作者系广东省陆丰市林启恩纪念中学
教师、广东省罗明军名师工作室学员）

金 秋 时 节 话 月 球
□□ 吴义哲

日照市科技馆位于山东省日照
市的奥林匹克水上公园西岸，以

“探索、发现、实验、求真”为理
念，收藏并展示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获得者、祖籍日照的丁肇中及其相
关科学家珍贵的科学文献、科技文
物及科研成果。

该馆于 2020 年 6 月正式对外开
放运营，整体占地160亩，建筑面积
2 万平方米，展陈面积 1.2 万平方
米，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崔愷领衔设
计，造型上体现了丁肇中“探索宇
宙本源的阿尔发磁谱仪 （AMS） ”
概念，是全国面积最大的双曲面木
纹清水混凝土单体建筑。

日照市科技馆并不是一个综合
性的科技馆，更像是展示丁肇中科
学成就的科技类博物馆。馆内重要
的展示内容是丁肇中对世界物理学
产生了巨大影响的6个著名实验设备
模型，即测量电子半径实验、重光
子研究实验、发现J粒子实验、胶子
的发现、L3实验和AMS实验。实验
设备模型大部分按照1:1尺寸精准复
原，并从实验背景、原理、仪器设
计、结果等不同方面介绍了团队的
研究过程，展示形式独具特色。

丁肇中的第一个著名实验是在
1965 年开始的。当时康奈尔和哈佛
大学的知名教授在测量电子半径时
发现，电子是有体积的。对于这个
关乎物理基本观念的实验，刚刚拿
到博士学位的丁肇中在没有任何经
验与支持的情况下，秉持求真务实
的态度，决定用不同的方法测量电
子的半径。终于用 8 个月的实验证
明，量子电动力学是正确的，电子
是没有体积的。

以此为开端，丁肇中又开展了
一系列重光子性质的实验，证明高
能量普通光可以变成矢量介子。他
于1974年发现了J粒子，改变了物理
学界长期认为世界上只有三种夸克
的观念，推动学术界不断探索、实
验，发现新粒子，进而更新人类对

于物质基本结构的认识。
之 后 ， 丁 肇 中 将 眼 光 投 向 宇

宙，通过 L3 实验模拟宇宙的形成，
证明宇宙中只有三种不同的电子和
三 种 中 微 子 ， 它 们 都 没 有 体 积 ；
1994 年起，他领导 AMS 实验在国际
空间站寻找暗物质和反物质，探测
宇宙中不曾为人类发现的现象。

这一系列科学实验模型不仅再
现了丁肇中的科研历程，也传达出
了他求真务实、勇于探索的科学态
度和科学精神。

考虑到对大多数观众来说，这6
个实验展厅专业性过强。为此，日
照市科技馆单独建设了物理展厅，
以时间为轴线，介绍了不同时代的
人们对于物理学的探究。从物理学
发展的视角向公众介绍物理学基础
知识，普及万物有理可循及粒子物
理学基本概念，继而介绍丁肇中与
其团队在现代物理学领域的探索和
成就，引导人们尤其是青少年亲近
科学巨匠、畅游科学海洋。

此外，结合丁肇中诺贝尔奖获
得者的身份，日照市科技馆自主设

计“物理诺奖那些事——告诉你不
知道的物质世界”特色展览，介绍
了诺贝尔奖的来历、诺贝尔奖对我
们生活的影响，以及物理科学的前
沿进展。该展览入选了全国科普日
优质主题展览，并在全国巡展。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5月30日，
中国科协、教育部、科技部等单位公
布了140个单位为2022年度科学家精
神教育基地，日照市科技馆成功入
选。这座独树一帜的丁肇中科学馆正
在逐步将弘扬科学家精神与搭建科普
平台相融合，正如丁肇中曾说，“让
年轻的日照人了解科学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要做科学，以及科学对以后社
会的发展意义，慢慢把日照变成一个
先进的科学城市”。

（作者系中国科技馆科研管理部
助理研究员）

日照市科技馆：带你走进丁肇中的物理世界
□□ 王美力

图为日照市科技馆外观 （配图来自该馆官网）

2007年，联合国大会确立每年的9月15
日为国际民主日。民主不存在某种单一的模
式，正如家庭教育基于不同的家庭文化和成
长背景，也会呈现出多样的形式。借着国际
民主日，我们来聊聊现代家庭中的民主
教育。

民主以尊重为基石

1919 年 1 月 15 日，陈独秀在 《新青年》
杂志上发表了文章，大力提倡“德先生”与

“赛先生”。这两个词分别是“民主”和“科
学”的译音，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两大口号深
入人心。时间的车轮驶到 21 世纪，“民主”
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一项。家庭
是社会的一个单元，在家庭文化里，自当奉
行民主的教育观念。首先，要认识到民主跟

尊重是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
家庭民主是以相互尊重为基石、以有利

于儿童发展为目标。
尊重，是把孩子视为平等而独立的人，

同时又是处于发展中、需要教养的人。家庭
民主决策，是为了孩子的发展而做出合理规
划。对儿童的发现，是近代思想启蒙的结
果。古代是没有儿童这个概念的，人们认为
孩子是为成年人做准备，或者是缩小的成
人。直到近代人们才认识到孩子的世界和成
人截然不同，如果不能理解孩子，就会妨碍
孩子的发展。

在旧的观念里，人们常常把孩子视为可
以随意处置的家庭财产。但是现代社会进步
了，家庭教育法要求父母尊重孩子、不能对
孩子有任何形式的虐待。体罚孩子是一种行
为上的不尊重，更深层次的是思想观念的落
后。孩子是民族的宝贵财富，全社会都要呵
护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民主不是放任不管

民主的家庭不是放任不管，而是民主协

商，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比如，家庭教育
需要规则，但是这个规则不是从上而下的高
压，而是家长通过人格魅力树立榜样。

有的家长会苦恼，管孩子到底是严好
还是松好？在家庭教育中有三种常见的家
长。一种是威权型家长，他们会对孩子非
常严格，令行禁止；第二种是放纵型家
长，对孩子不闻不问、疏于管教。这两种
都不是恰当的教育之法。教育研究提出，
家长要做民主的权威型家长，而不是权威
型专制家长。第三种家长对孩子有合理的
要求，同时关注孩子的情绪和行为反应，
并及时调整教育方式。这才是更适合孩子
成长的家庭教育模式。在这样的家庭氛围
中，孩子成长空间更灵活，思维也更活
跃，自我控制能力更强，做事更有主见，
学习能力也更强。

民主需要人格平等

民主的家庭，处事是平和的，人格是
平等的，内心是平静的。网上常常会出现
一些家长辅导孩子学习时情绪崩溃的视

频，我看到视频中的孩子学习障碍并不是
多么不可思议，多半都是常见的发展性、
阶段性问题，反而是家长的辅导方法简单
粗暴、不知变通。这种家庭尚不能做到平
和，更谈不上民主。民主的父母应是情绪
平和的，能够理解孩子学习中遇到的困
难，会鼓励孩子去探索更多的方法，也可
以平等地和孩子一起解决问题，最终历经
风雨重获平静。

民主的家庭也是从容、包容和宽容的。
民主的父母能够包容不同于自己的思

想观念、处事方法和性格的孩子，也能够
宽容孩子的失误和失败。曾有一则新闻，
一个未成年孩子不小心损坏了贵重物品需
要赔偿，但他不敢向父母求助，悄悄借了
非法网贷，最后越陷越深。为什么会出现
这样的悲剧？就是因为他的家不是民主家
庭，孩子知道自己犯下的错误不能够得到
父母宽容。

今天我们依然在家庭教育中呼吁，我们
需要“德先生”和“赛先生”。

（作者系亲子作家、金牌阅读推广人）

从容、包容和宽容，这才是民主的家庭
□□ 李峥嵘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