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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系的边际在哪里？

李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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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尔多液：本是防偷食的无奈之举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宋代李清照的这首词写的是
“花中神仙”海棠。如今又到海棠盛开的时节，可你知道吗？春日

里争奇斗艳的海棠可不止一种。
我国明代花卉典籍《群芳谱》中记载海棠有四种，即西府海棠、垂丝海棠、

贴梗海棠和木瓜海棠。尽管四种海棠从植物分类学上有明显差异，古人却认为“四
美”颇多相似之处，于是把它们合称为“海棠四品”。

西府海棠为“四品”之最，因晋代生长于关中西府而得名。西府海棠的花呈粉色，
盛时如明霞散绮，非常娇艳。其特别之处是花朵会有一个由白变粉至红的过程。一
般的海棠花无香味，而西府海棠不但艳美，还有清香。它的果实被称为“海棠果”，酸
甜味美。

垂丝海棠，因花梗长而下垂、花丝向下而得名。其花为嫩粉色，盛放后密密匝
匝、朵朵低垂，如遇微风轻拂，娇艳动人，即所谓“垂丝别得一风光”。

贴梗海棠的花柄很短，因花朵紧贴在枝干而得名。贴梗海棠的枝条优美、
花色艳丽，光彩夺目。它的花期在“四品”中是最早的，其果实成熟干制后可入

药，名为“皱皮木瓜”。
木瓜海棠的树皮成片状脱落，貌似斑驳沧桑，别有雅趣。三四月盛

开，其色淡红，或呈深红、白色，或红白相杂，皆艳丽可观。它的果实金黄，
因果皮干燥后光滑不皱缩，故有“光皮木瓜”之名。

除了这“海棠四品”，还有一种秋海棠也很出名，它的花色
粉红，娇柔可人，与海棠倒有些相似，虽共有“海棠”之名，但两者

并无亲缘关系。因秋海棠在八月开花，故又名“八月春”。
（本栏目由江苏省科普作家协会协办）

近日，我国宣布在成渝、内蒙古、贵州、甘肃、宁夏
等8地启动建设国家算力枢纽节点，这意味着“东数西
算”工程正式全面启动！

相比“南水北调”“西气东输”“西电东送”，人们对
“东数西算”还有些陌生。那么什么是“东数西算”呢？

筛选研究筛选研究““老路名老路名””有道道有道道
南京市力学小学六（1）班 王煦薇 指导老师 陈 昕

各擅其美的

“海棠四品”

目前目前，，我国东部一线城市发展势头迅猛我国东部一线城市发展势头迅猛，，数数
据需求量大据需求量大。。数据的储存和计算需要大量的设数据的储存和计算需要大量的设
备备，，这会占用大量的土地这会占用大量的土地，，因此把储存和计算中因此把储存和计算中
心放到西部心放到西部，，可以降低成本可以降低成本，，增加西部的就业并增加西部的就业并
带动当地发展带动当地发展。。

设备的运行需要耗费大量的电力设备的运行需要耗费大量的电力，，而西部而西部
地区资源丰富地区资源丰富，，无论是火力发电所需的矿物资无论是火力发电所需的矿物资
源源（（如煤炭如煤炭），），还是新能源发电所需的自然资源还是新能源发电所需的自然资源
（（如充足的风力如充足的风力、、阳光照射时长阳光照射时长），），都是建设数据都是建设数据
中心的有利条件中心的有利条件。。

东西部地区供需不平衡东西部地区供需不平衡，，就要让数据中心就要让数据中心
““往西走往西走””，，实现实现““算力西移算力西移””，，打造出面向全国的打造出面向全国的
算力保障基地算力保障基地，，实现最优价值实现最优价值。。

20152015年以来年以来，，我国数据增量年均增速超过我国数据增量年均增速超过
3030%%，，数据中心规模也从数据中心规模也从 20152015 年的年的 124124 万家增万家增
长到长到 20202020年的年的 500500万家万家。。如今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中国已经成为
全球数据资源大国全球数据资源大国，，是全球大数据应用最为活是全球大数据应用最为活
跃跃、、最具潜力的国家之一最具潜力的国家之一。。随着各行业数字化随着各行业数字化
转型升级进度加快转型升级进度加快，，数据存储数据存储、、计算计算、、传输和应传输和应
用的需求大幅提升用的需求大幅提升，，数据中心已成为支撑各行数据中心已成为支撑各行
业的重要新型基础设施业的重要新型基础设施。。

数据是数字经济的核心要素数据是数字经济的核心要素，，数据中心则数据中心则

所谓所谓““东数西算东数西算””，，是指通过构建类似于是指通过构建类似于““西西
气东输气东输””的的““信息通道信息通道””，，把东部的数据把东部的数据““输送输送””到到
西部进行存储和计算西部进行存储和计算，，在西部建立国家算力枢在西部建立国家算力枢
纽节点纽节点，，改善数字基础设施不平衡的布局改善数字基础设施不平衡的布局，，实现实现
算力升级和最优价值算力升级和最优价值。。

在东西部地区间架起数据桥梁在东西部地区间架起数据桥梁什么是什么是““东数西算东数西算””

““东数西算东数西算””工程开启后工程开启后，，我国计划在贵州我国计划在贵州、、
内蒙古内蒙古、、甘肃等地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甘肃等地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
家枢纽节点家枢纽节点。。

自自 20132013 年起年起，，我国就先后在贵州我国就先后在贵州、、内蒙古内蒙古
建立两大航母级数据中心建立两大航母级数据中心，，以大规模光纤网络以大规模光纤网络
架起跨区域数据桥梁架起跨区域数据桥梁，，满足数据中心与各地区满足数据中心与各地区
之间的通信需求之间的通信需求，，实现算力一体化实现算力一体化。。如果说如果说““西西
电东送电东送””建立起了一张东西部建立起了一张东西部““电力电力””传输网的传输网的
话话，，那么高速光纤网络就是通过数据中心建立那么高速光纤网络就是通过数据中心建立
起了一张跨区域的起了一张跨区域的““数据数据””传输网传输网。。这张传输网这张传输网
不仅有效提升了东西部网络互联能力不仅有效提升了东西部网络互联能力，，还大大还大大
降低了数据中心自身的算力消耗降低了数据中心自身的算力消耗，，在保证低碳在保证低碳
环保的同时也为经济发达地区提供了坚实的技环保的同时也为经济发达地区提供了坚实的技
术后盾术后盾。。

太阳发出的光要“旅行”8分钟以上才能到达地球。你有没有想过太阳系有多
大？它的边际在哪？

有人认为太阳系的边界是冥王星——冥王星与太阳的距离是地球与太阳距离的
40倍左右，光从太阳发出抵达那里需要5小时30分钟。

随着科学家不断深入研究，人们发现，冥王星远不是太阳系的边界。因为冥王星的
轨道外侧还有一个广袤无垠的小行星带，众多小行星运行其中，直径小的数千米，大的
上万米，人们将这个小行星带叫柯伊伯带。

柯伊伯带是太阳系的边际吗？也不是。最新研究表明，太阳引力可及的最
远处是奥尔特云，距离太阳有5万至10万天文单位，最远处超过了1光年。

那奥尔特云是什么呢？20世纪50年代，荷兰天文学家奥尔特提出了一
个非常大胆的猜想：在太阳系的最外围，存在一个巨大的球状气体云，也就
是所谓的奥尔特云。奥尔特云是一个巨大的冰库，里面不仅包含大量碎
冰、冰块，还有大量甲烷。它的半径大约是15万亿千米，这个半径是地
球到太阳距离的10万倍，是传统认为的太阳系半径的300多倍。它
受到太阳引力的束缚，所以依然是太阳系的一部分。

法国的波尔多是一个盛产葡萄和美酒的好地方。然而1878
年，葡萄园中出现了一种由霉菌引起的葡萄病害，人们称之为“葡
萄霉菌病”。染上这种病后，葡萄藤会日渐衰竭、枯萎。

一天，法国人米亚尔代发现，虽然许多葡萄树都受到病菌的
侵害，但公路旁的一家葡萄园里依然果实累累，没有遭到什么损
失。他感到奇怪，就去请教管理这些葡萄树的园主。原来，这家
种植园地处交通要道，往来行人众多，每年的葡萄成熟季节，就会
有人顺手牵羊，趁主人不在时偷摘葡萄解馋。为了减少损失，园
主就用白色的石灰水和蓝色的硫酸铜分别洒到路两旁的葡萄树
上，让它们在葡萄叶上留下白色和蓝色的痕迹，路人看了之后以
为喷洒过药水，就会打消偷食葡萄的念头。

米亚尔代从中得到启发，他经过反复试验与研究，终于发明了
一种几乎对所有植物病菌均有效力的杀菌剂。为了感谢波尔多这
家种植园所带来的灵感，米亚尔代以城市的名字将这种药物命名为
“波尔多液”。

都说姓名里藏着一个人
的气质，而从一个城市的路名，
多少也能读出这座城市的性
情。南京2500载悠久历史留下
了一条条古老的街巷，所以当

“读懂家乡”这个研究课题一公
布，我立刻将选题确定为“金陵
的大街小巷——南京的‘老路
名’”。

然而确定研究对象的过
程却异常困难。从书架最下
面一层，我找出了一张有点
泛黄的南京地图。“怎么这
么多条路啊？而且每个路
名看上去都很有意思。”

我将地图上有意思

的路名一一列在白纸上，此次研
究的目的是让更多人了解家乡，
所以要选择最最具有家乡味道
的路名。南京被称为“六朝古
都”，因此，历史悠久且有文化韵
味的路名是重中之重。这样一
来，就筛掉了二十多个文化“含
量”相对不高的地名。接着，我
通过电脑查找路名中的故事和
路名相对应的景点介绍，这样又
将10个候选路名减到只剩6个，
可还是多了点。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非常重
要的因素，就是读起来要有趣！
这样，乌衣巷、北极阁、三牌楼、
四牌楼、虎踞关这5个既有可读

性又有趣味的地名就跃入了我
的视野。看着纸上的5个路名，
我感叹道：“你们就是我的 5 条
通往成功的道路！”这些路名好
似是通往“老时光”的钥匙，静静
等待我去探究，开启那一扇扇尘
封着的数不清的久远故事大门。

每一次学习研究训练，对我
来说就是一场不断筛选、确定道
路的过程，只有选准合适的道路
才会产生有意义又有意思的研
究成果。

（王煦薇同学的研究课题获
得小米粒儿童研究院第三届小
专家暨“读懂故乡”儿童研究成
果金奖）

““东数东数””为什么要为什么要““西算西算””？？

是数字经济的是数字经济的““底座底座””。。超大数据超大数据““体量体量””需更强需更强
算力支撑算力支撑，，而而““东数西算东数西算””可以有效优化数据中可以有效优化数据中
心的布局结构心的布局结构，，实现算力升级实现算力升级。。

超大数据超大数据““体量体量””需超强需超强““数字底座数字底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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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毙命，不足为奇。在达湘
（注：毛泽建自称）个人方面是很痛苦
的事了。人世间的苦情已受尽，不堪
再增加。现在各处均在反共，这就是
我早就料到了的。革命轻易的成功，
千万不要作这样的奢望。但是，人民
总归要做主人，共产主义事业终究要
胜利，只要革命成功了，就是万死也无
恨，到那天，我们会在九泉下开欢庆会的。”

毛泽建，湖南湘潭人，是毛泽东的堂
妹。1921 年毛泽建随毛泽东到长沙读书，
入崇实女子职业学校读书，加入青年团。
1923年毛泽建加入中国共产党。

毛泽建曾担任过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
范学校中共学生支部书记和湘南学联女生
部部长。1926年以后她任中共衡山县委妇
女运动委员，发展农民运动。“马日事变”
后，毛泽建参加领导了南岳暴动，后转移至
耒阳坚持游击战争。1928年 5月毛泽建不
幸被捕，1929 年 8 月就义于衡山，时年 24
岁。

苏州市范仲淹实验小学六(8)班 陈 煜 指导老师 李哲成

达尔文的实效读书法

莎士比亚说过：“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而我就有幸
“吃”到了这样一部“营养品”——《骑鹅旅行记》。

书中的主人公是顽皮淘气的尼尔斯，因捉弄小精灵而被
变成了一个叫“大拇指”的小人儿。为了阻止因一时兴起想跟
大雁北迁的家鹅莫顿，尼尔斯骑到了莫顿的背上，却反而被它
带着飞到了拉普兰，并在那边度过了整个夏天，经历了一段奇
妙的冒险。

因为尼尔斯平时的坏习惯和坏心眼，当他变成小人儿时，
家中的动物都骂他“活该”。在旅行途中，他受身边动物们的
影响，逐渐认识到自身的缺点，并慢慢改掉了许多坏习惯，还
做了许多好事，比如帮助公熊躲过枪口、协助山羊击败狐狸
等。他渐渐变得机智、勇敢起来，学会了分清善恶、辨别是
非。故事的最后，尼尔斯回到家，变回了普通人。脱胎换骨的

他受到动物们的热烈欢迎，母牛的那句“欢迎你”更将这表现
得淋漓尽致。

尼尔斯与雄鹅莫顿的友谊令我感动。当尼尔斯知道要把
莫顿杀掉自己才能变回正常人的时候，他选择了跟大雁周游
世界：他和莫顿已经成了朋友，他不希望伤害朋友。

读完这本书，我懂得了友谊的真谛。真正的友谊不是一
个泡泡，外表光鲜亮丽，实则一触即碎；友谊也不是一块口香
糖，一开始香气诱人，之后就平淡无味。友谊不是用金钱买来
的，友谊不是用礼物换来的，友谊更不是用花言巧语骗来的！
友谊是愿意与朋友同呼吸、共命运，友谊是愿意为朋友上刀
山、下火海。乐于助人、愿为朋友着想的人才是真朋友；虚情
假意、一天到晚拍马屁的人不是真朋友。“近朱者赤，近墨者
黑”，我们要结交对的人，良朋诤友会指引我们更好地成长。

——读《骑鹅旅行记》有感

这本书的作者是三毛，书中讲述了三毛和
她的丈夫荷西在撒哈拉沙漠中生活的一系列故事。

其中《哑奴》的故事特别精彩：哑奴是一个既哑又穷的
奴隶，甚至连他的身体都不属于他自己，主人可以随意买

卖。哑奴又是一个富有爱心的人，懂得感恩和回报。三毛帮助
了他的家人，他为了报答三毛，找了一颗新鲜的大生菜送给三
毛，他还用手语表示：“虽然我的身体不是自由的，但是我的心灵
却是自由的！”

这本书里的每一篇故事都打动人心。三毛的文字像被水
洗过一般明净、朴实而又不失华丽。她的文字告诉我们，无
论身处何地，都要多替他人着想，尽自己的力量去帮助他
人，不要口是心非，要真诚待人。

无锡市梅梁中学梅梁湖文学社 徐鹏博
指导老师 丁连兵

进化论之父、19世纪最伟大的生物学家达尔文读
书很讲究实效，他有许多独特的读书方法：

一是撕书。一位赫赫有名的大学者将好端端的书
撕掉，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但这却是真的。达尔文常常
把某本书里有参考价值的章节撕下来，按照自己的方
法分类，并将它们放到书架特定的位置上，这样到了要
用的时候就可随手拈来。虽然书被撕了显得不大整
齐，但达尔文毫不在乎，他藏书可不是为了摆摆样子，
只要有利于工作和研究就行了。

二是画“0”。凡是当年到过达尔文书房的人都会
发现，他的许多书后面都画有一个“0”，这是一种什么
特殊的记号呢？原来，达尔文的藏书非常多，哪些是读

过的，哪些是没读过的，哪些是精读过的，哪些只是略
读过的，往往不容易分清楚。于是他就在未读的书的
后面画上个“0”作为记号，以便有空时把书读完，将“0”
打破。对于已读过的书，达尔文也常常画上各种记号
或写上评语，比如在一些书的末尾，他就标记着“仅略
读过”，以便有机会时再精读。各种记号一目了然，找
书读书就都方便了。

三是编索引。达尔文很善于管理自己的图书资
料，他给自己的图书资料编索引，并写读书摘要。有了
索引和摘要，他在研究和写作时就能及时准确地找到
急需的资料。正因为达尔文善于管理和运用图书资
料，所以他的著作才能旁征博引，融汇百家之长。

他可以自由自在地环视四周，没有什么障碍挡住他
的视线。他的西面是脉脉群山，峻岭屹立，越往远处山峰
越巍峨险峻，也越荒凉可怕。东面虽然也是峰峦起伏，但
是山脉的高度愈来愈低，到海边已经成了一望平川。峰
峦之间大河小川千转百回，曲折缭绕，这些河流湍急奔
腾，波浪滚滚，再加上有不少飞泻直下的瀑布，这使得航
行变得极其艰险。而在愈是靠近大海的地方，河床就愈
开阔起来，碧波滔滔，另有一番气象。他极目远望，连波
的尼亚湾也看见了，在靠近大陆的一侧，星罗棋布地布满
了大小岛屿和岩石礁，海湾的岬角同海水犬牙交错。而
往远处去，则是水天之间一色相融，同夏日晴空一样蓝湛
湛的。

《骑鹅旅行记》精彩章节：

这本书让我了解到中国走上强国之路
的伟大历程和为国奉献的众多杰出人物的
故事。例如，方志敏在囹圄中写下《清贫》
《可爱的中国》《狱中纪实》等名篇，狼牙山
壮士与敌人奋战，科学家们在艰苦条件下
研制出“两弹一星”，李四光摘掉了中国贫
油的帽子，竺可桢用生命记录气象日记
……还有邓稼先、钱学森、袁隆平、屠呦
呦、黄大年等科学家们坚持不懈的努力。

这本书教育我们要像这些先辈们一样
勤奋、专注，才能在未来将祖国建设得更强

大。同时也告诉我，爱国是一种信仰，也是
最重要的道德情操！

宜兴市城中实验小学六（3）班 端晗羽
指导老师 张淑君

毛泽建幼年时家里生活困苦，毛泽东
的母亲曾把她接来当作女儿抚养。14 岁
时，因毛泽东的父母相继去世，她自己被母
亲送去做童养媳。1921 年春，毛泽东从长
沙回到韶山时，鼓励她要做舍家为国的有
志青年。毛泽建听了，坚决表示不愿再当
童养媳，要跟毛泽东到长沙去读书、去革
命。毛泽东帮她解除了婚约，带她到长沙，
进入崇实女子职业学校读书。在长沙的两
年半时间里，她读完了小学五六年的课程，
还参加了许多社会活动，如为文化书社推
销书刊，为团体刻印传单、张贴标语等。

在被捕之后，敌人认为毛泽建是毛泽
东之妹，是共产党的重要人物，遂将她关押
了一年多。其间，敌人用种种酷刑逼供，均
未使她屈服。面对敌人的审问，毛泽建高
声笑道：“人穷志不短，虎死不倒威。就是
碎尸万段，我也不会低头！”

1929年8月，毛泽建在就义前写下这封
遗书，表达她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仰
和对革命的必胜信念。

友谊的真谛友谊的真谛

《撒哈拉的故事》 《奋斗的足迹》

《黑瓦寨的孩子》是我省作家李新勇最
新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

故事发生在遥远的川藏线上的一个西
部小山村。时代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仿
佛被按下了快进键，巴蜀山村也处在不断
向上的发展过程中。血气方刚的少年郎与
西部似乎正处于一种奇妙躁动的关系中，
留守西部还是走出西部？拥有丰富博大物
质世界的西部又处于怎样的抉择变动之
中？西部的农业在经历模式创新，传统的
婚姻模式也在被慢慢改造，作者笔下的黑
瓦寨虽小如邮票，但是透过它却可洞悉中
国西部农村被解构的变化、中国变革的成
效。

小说的主人公王嘉峪，他的父母是一
对离乡打工的油漆工夫妻，一段本该平淡
却有奔头的生活，却被他母亲罹患“尿毒
症”所打破，出生在南通启东的王嘉峪不
得不回到老家黑瓦寨完成学业。小说以

王嘉峪回到故乡后发生的一切为描

述中心，从静卧在群山之间的黑水河到外
公家门口的斑竹，从洋葱贩子到坟墓前种
下的豆青树，更有山区初中校园里的斑驳
陆离五彩人生，少年师生、同伴的别样际
遇，所有的东西似乎都在王嘉峪的眼底悄
无声息地嬗变着、演绎着。

小说也借此引导人们思考，当故事结
束时，由王嘉峪代表的西部的新生代们留
在西部或是出走西部，背后是谁的选择？
乡村生活与故乡情结又该何去何从？

李新勇的小说聚焦当下社会人们的生
存际遇和精神困境，着力通过人的心灵镜
像展现缤纷的大千世界，思考深刻，语言风
趣，读之每每让人怦然心动，感触良多。

李新勇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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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万个
为什么

“关心下一代周报”微信
快来扫一扫

为什么有时越睡越困？

人们对睡眠的需要存在很
大的个体差异。一般而言，10
到 18岁的人群，每天需要 8小
时的睡眠时间；18到50岁的人
群，每天需要 7 小时的睡眠时
间；而 50到 70岁的人群，每天
只需要睡5到6小时就够了。

过多的睡眠可能会使人精
神不振，是因为它改变了睡眠
和觉醒的正常周期，导致人体
生物钟节律紊乱，使大脑长期
处于抑制状态。

如果大脑掌管睡眠的细胞
群疲劳，人醒来后就会感觉头
晕、不适。尤其是在炎热的夏
季，人体相对缺氧，血液带氧能
力减弱，更容易导致昏昏欲睡。

为什么植物的叶片
会“流汗”？

夏天清晨，时常能见到有
些小草的叶片上挂满了水滴。
叶片上的水滴既可能是露水，
也可能是植物自己“吐”出来
的。

植物吐水现象常常发生在
气温较高且夜晚无风、空气中
湿度接近饱和的夏季。因为到
了晚上，叶片表面的气孔都关
闭了,蒸腾作用受到了抑制,而
根系在温热的土壤中依然不停
地吸水。

在水分有进无出或者植物
体内水分的吸入量大大超过水
分的蒸腾量的情况下，植物体
内的水分会越来越多。多余的
水分无法通过气孔蒸腾而出，
只能通过叶尖或叶缘的水孔分
泌出去，结果就形成一滴滴晶
莹的水珠了。

为什么比萨斜塔
斜而不倒？
意大利的比萨斜塔之所以

会倾斜，是因为其地基土层极
其复杂：不仅不同材质的土壤
分成了若干层，而且这些土层
之间是各种柔软的黏土质物质
和砂质淤泥。更糟糕的是，地
基下的地下水位也非常浅。钟
楼的选址位于古代的海岸线
上，在建造之时地基土壤就早
已沙化。如此一来，比萨斜塔
这个“大家伙”刚一建造就注定
很快产生不均匀沉降和倾斜。

为了探究斜塔“斜而不倒”
的原因，许多专家运用先进仪
器对斜塔的制作材料和结构等
进行了测试。比萨中古史学家
皮洛迪教授经研究后认为，建
造塔身的每一块石头都是石雕
佳品，石块之间极为巧妙地咬
合，有效地防止了塔身倾斜可
能引起的断裂，这是斜塔安然
屹立近千年的一个内在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