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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来扫一扫

为什么计算机
也会“生病”？

计算机病毒和生物病毒不
一样，它实际上是由某些懂计
算机知识、但缺乏职业道德的
人编制的能破坏计算机工作的
程序。这些人或是为了“恶作
剧”，以显示自己的“才华”；或
是出于其他动机，编写病毒程
序，保存在计算机或其他存储
介质上。计算机一旦运行了这
些程序，轻则屏幕上出现不正
常的图像或文字，重则不能工
作，丢失大量重要数据，甚至造
成硬件损坏，造成不可估量的
损失。

迄今已发现几千种计算机
病毒，只有开发研究并安装防
病毒软件，才能有效保护电脑
正常运行。

铁轨接缝处
为什么有空隙？

火车铁轨的接缝处留有空
隙，是因为在不同的季节，铁轨
会因气温的升高和降低而热胀
冷缩。在夏天特别热的时候，
铁轨因热膨胀会变长，如果不
在其接缝处留出一定的空隙，
变了形的铁轨就会导致火车不
能行驶。如果在接缝处留出一
些空隙，铁轨就有了伸缩的余
地，那么即使在夏天也不会因
为受热膨胀变长而向上拱起，
从而保证了火车的安全行驶。

为什么斜拉桥不会倒？

斜拉桥是由锚在塔柱上的
多根斜向钢索吊住主梁的桥，
也叫斜张桥，主要由主梁、钢索
和桥墩上的塔架三部分组成。
主梁除了有桥墩支撑外，还有
钢索多点悬吊。斜拉桥具有跨
越能力大、结构受力合理、外形
轻巧美观的特点，是大跨度桥
梁的最主要桥型。

按照主梁所用材料的不
同，斜拉桥可分为钢斜拉桥、混
凝土斜拉桥、钢——混凝土组
合斜拉桥等。斜拉桥施工方
便，振动噪声小，因此广泛应用
于城市桥、铁路桥、人行桥和管
道桥的建设。

目前，世界上建成的最大
跨径的斜拉桥是我国的苏通大
桥，跨径达1088米。

为什么会有蛀牙？

小时候，妈妈经常告诉我
们，长蛀牙是因为蛀虫在牙齿
里蛀了一个洞。

其实这是哄小孩的，真正
的原因是：牙齿的主要成分是
碳酸钙，如果我们长时间不刷
牙或刷牙不认真，碱性或者酸
性的食物残渣附着在牙齿表面
上，久而久之，就把牙齿腐蚀出
一个个小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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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处逆境，与普通人不同处，即对于将
来前途，非常乐观。这种乐观，并不因个人的
生死或部分的失败、一时的顿挫，而有所动
摇。弟现时所最难堪者，为闲与体之日现衰
弱，恨不能死于战场耳！每日天将明时，枕上
闻军营号声，不禁神魂飞越！嗟乎！吾岂尚
有重跃马于疆场之日乎？”

《一个长江 从雪山到海洋》

张建云 主编

他们，是真正的偶像
——读《新安旅行团》有感

阅读打开文学殿堂之门

《地下121天》

泰兴市襟江小学六（1）班 梅彦妮
指导老师 吴宏祥 徐冬明

这本书讲述了潘冬子从一个顽皮的少年成长为真正的
红军战士的故事。村里的恶霸胡汉三为非作歹，为了替民
除害，潘冬子踏上寻找红军的旅程。尽管遭遇了挫折与阻
碍，但冬子靠着坚定的信念，终于找到红军，并光荣地成为
红军的一员。

读了潘冬子惊心动魄的经历，我敬佩他坚韧不拔的意
志。他激励我在遇到困难时，不再畏缩。记得我刚学骑自
行车时总是摔倒，一度想放弃，是冬子的故事激励了我。和
他相比，我这点困难又算得了什么呢？榜样的力量是无穷
的，于是，我继续练习，摔倒了再爬起来……四天以后，我就
能在小道上灵活自如地骑自行车啦！

在《闪闪的红星》里，我找到了同龄榜样潘冬子，他激励
着我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学习，勇往直前！

南通市海门区三星小学五（10）班 王烁畅
指导老师 施英豪

1931年11月，王若飞前往绥远农
村一带开展革命工作。一天晚上，国
民党特务破门而入，王若飞来不及逃
走，只能将身上携带的核心秘密文件
吞到肚子里。

国民党为了迫使他说出党的秘
密，对他施以酷刑，可王若飞宁死不
屈，严守党的秘密，坚决同敌人作斗
争。傅作义得知后不由得赞叹：人才
都出自共产党内呀！傅作义产生了拉
拢他的想法，表示只要王若飞肯留在
绥远做事，就可立即释放。可王若飞
得知后再次拒绝，并表示已做好赴死
的准备。不仅如此，他还给傅作义写
下万余字的《抗日救国意见书》，希望
其能够高举抗日大旗。王若飞的种种
爱国举动，对傅作义影响深远，他经常
和王若飞探讨时局。

狱中的生活十分艰苦，可王若飞
苦中作乐，他阅读了大量古今中外名
著，撰写了多篇励志文章，还写下“为
谋解放头可断，留得清白在人间”的座
右铭。经组织营救，王若飞于七七事
变爆发前夕恢复自由。

这是王若飞在狱中写给姐夫的一
封家信，展现了他不畏艰险、百折不挠
的革命精神。

1935 年 10 月 10 日，新安小学的校长汪达之带领
学校的十四名孩子组成新安旅行团出发了。他们装备
简陋，一身单衣、一双草鞋、一把雨伞、一只行李袋、一
套简易电影放映设备、几部黑白无声抗日影片和数十
张抗日救亡歌曲唱片，登上码头的小轮船，从此踏上宣
传抗日救国的征途。

新安旅行团通过文艺演出唤醒民众投身抗日，激
励必胜的勇气，为抗日出一份力。新安旅行团的团员
们在党的领导下，哪里有战争，他们就出现在哪里。17
年里，他们的足迹踏遍22个省份，走遍大半个中国，行
程五万余里。是什么力量促使他们这样做的？是一颗
颗爱党、爱国、爱民的心，是一颗颗痛恨日寇、一心救国
的心，是一颗颗盼望和平、不怕斗争的心，让新安旅行
团的成员们走完如此遥远、艰难的路。

读到这里，我想到了平时生活中看到的那些志愿
者们。

在忙碌的十字路口，常常见到他们的身影。左手
挥舞着鲜红的小旗子，右臂戴着鲜红的臂套，上面三个
醒目的黄色大字：“志愿者”。他们挺拔的身姿，是道路
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疫情严重时，在核酸采集点也常常见到志愿者
们。他们身穿厚厚的防护服，戴着口罩。即使烈日当
空，天地间像个蒸笼，他们也得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
实。一次我做核酸，看到一位年轻的阿姨在维持秩序，
队伍里不时有人抱怨排队时间太长。阿姨半透明的防
护服里面充满了水气，又在衣服顶部凝结成小水珠，她
的脸上布满了汗珠却无暇顾及。我悄声对她说：“阿
姨，天太热了，休息一下吧。”她对我笑了笑，摆摆手，只
不过口罩遮住了她的笑容。

他们就像新安旅行团团员一样发光发热，为国家
和人民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新安旅行团》精彩章节：
一个小朋友忽然喊着：“先生，先生，你听我说。”于

是他便站在记者的面前，一只手插在裤袋里，一只手在
外面指天划地的挥手势，活象大人似的。什么“意义”
呀，“宗旨”呀，“社会”呀，“当局”呀，有头有尾，清清楚
楚，说得津津有味。这样小的一个孩子，能说这样流利
的国语，真是记者破题儿第一遭的闻见。听得最高兴
的时候，记者便小声小气地问身边的小朋友：“他几岁
了，叫什么名字?”一个小孩子告诉我:“他叫曹维东，十
三岁，顾问常叫他到各小学去演讲，前几天在本市信府
河小学讲过怎样做小先生。”

冰心自幼聪慧好学，特别喜欢听
故事。舅舅杨子敬常给她讲《三国演
义》。那曲折的情节、鲜活的人物深深
吸引了她。可是，舅舅晚上常常有事，
有时竟停了好几天，这可把冰心急坏
了，她只好拿起舅舅的《三国演义》来
看，这时她才7岁。最初，她大半看不
懂，只好囫囵吞枣，硬着头皮看下去，
不懂的地方，就连猜带蒙。这样，她慢
慢地理解了书中的一些内容。她越看
越入迷，看完《三国演义》，又找来《水
浒》《聊斋志异》，继续阅读。

母亲见她手不释卷，怕她年纪过
小，太用功会伤了脑子，便竭力劝她

出去玩，冰心不肯。母亲只好把书给
藏起来，可不知怎么搞的，那些书总
会被冰心再次找出来。有一次，母亲
让她洗澡，她就在澡房里偷看书，直
到洗澡水都凉了。母亲生气地夺过
她手中的《聊斋》，撕成两半，扔到墙
角。冰心望望母亲，又看看那本心爱
的书，鼓起勇气捡起那本书，又接着
读了下去。这一来，倒把生气的母亲
逗乐了。

冰心不但把读过的书用心记住，
还常把书中的故事讲给别人听。一次
她给客人讲《三国》，张口就是：“天下
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大家称赞

她聪明伶俐，送给冰心一包书作为“讲
书”的奖品。回到家，冰心迫不及待地
打开那包书，里面都是商务印书馆出
版的欧美名家小说的早期译本，这些
书令冰心爱不释手。

十岁时，冰心又学了《论语》《左
传》《唐诗》。她对唐诗抱有浓厚的兴
趣，很快就能背诵许多有名的诗篇，并
开始学做对联。

冰心就是这样漫无目的地、却又
兴趣盎然地在书的海洋里游泳。书海
启迪了这个小女孩的智慧，丰富了她
的知识，一步步地把她送入了文学殿
堂。

本书阐述长江的起源与归宿，是综合学
科的考察，是各种知识的综合。海陆的形
成，高原的隆起，植被的演化，动物的生存，
大小支流的渊源，河流内外上下与物候的相
互缠绕，当然，也有人类缘河而起的生存博
弈、五彩缤纷、艰苦卓绝。这一全方位的俯
瞰、审视，特别着力于生态环境的气象万千，
动植物种类的千姿百态，大江奔流的鬼斧神
工，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缠斗的气壮山河，活
绘出一条大江的旖旎风采云蒸霞蔚。

书中又细说长江流域的历史演变、前世
今生，它就青藏高原、横断山脉、两湖平原、
扬子江两岸的各种动植物种群一一梳理，精
心呈现，有精美图片的逼真，有用心文字的
描绘。通天河源头有唐古拉点地梅这一“高
山上的生态工程师”、“一生只开一次花”的
水母雪兔子，有“青藏高原上的图腾”狼、“雪
山之王”之誉的雪豹、世界上飞得最高的斑
头雁、神秘莫测的高山秃鹫……这些还只是
长江源头的生命绽放、五彩缤纷。横断山脉
更是让人目不暇接：金沙江里的水老虎金沙
鲈鲤，天府之国的小熊猫、扭角羚、亚洲金
猫、亚洲黑熊等群星璀璨，还有穿山甲与川
陕哲罗鲑的古老，雅安的“天下奇鲜”雅鱼，

湖广平原的小天鹅，鄱阳湖的白鹤，汉中盆
地的朱鹮，彭泽的梅花鹿。

书里还说到江的涓涓细流，说江的飞流
直下，说江的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说长
江流域的野性苍茫、莽原奔腾，说江的垂直
变幻、密林奇珍，说江的生灵奇妙、鸢飞鱼
跃，说江的水系纵横、渚清沙白，还详说江的
万物共生，人的缘江生息繁衍不绝。不管是
游猎与农牧的变迁嬗变，民族迁徙的悲壮凄
迷，还是李冰父子的治水壮举，八方通衢的
纵横天下，以及江海交汇之处因衣冠南渡的
气象万千，国家经济重心的后来居上，一一
说来，不枝不蔓，无不是一个古老民族的峥
嵘岁月、静好时光。

通天河畔的岩画，唐蕃古道的辽远，藏
彝走廊的火把，川江号子的高亢，川盐济楚
的渊源，木材、陶瓷、米粮沿江而行的畅通，
江头楚尾圩田的艰辛开垦，长三角市镇港口
的繁盛兴衰，鱼米之乡的衣被天下……这本
书，堪称关于长江的百科全书。

13岁的孤儿史雷克眼睛高度近视，5米外的东西就看不
清了。一次，他为躲避同学欺负，藏进了地铁。此后他就生
活在地铁中，靠卖别人扔掉的报纸为生，并找了一份扫地的
工作。因为劳累，史雷克病倒在地铁轨道上，好心的司机救
了他，并鼓励他回归正常生活。从进入地铁到回到地面，史
雷克在地铁中生活了121天。

读了这本书，我懂得了一个道理，就是遇到挫折不能一
味地逃避，而要勇敢地面对它。只有勇于面对，才有战胜困
难的可能。同时，人活着要有梦想，有了梦想，才有前进的动
力。史雷克经历了苦难，但是他收获了坚强和梦想，于是生
活有了不一样的色彩和意义。

无锡市梅梁中学梅梁湖文学社 孙 雪
指导老师 丁连兵

王若飞少年时期便投身革命，先后赴日本、法
国、苏联留学，是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的发起者
和负责人之一。1925年，王若飞回国担任中共豫
陕区委书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他临危
受命，担任中共江苏省委代理书记、农委主任，秘
密奔波于南通、无锡等地，发动土地革命，组织农
民暴动，在大江南北撒播革命的火种。

1928年 6月，王若飞在苏联出席中共六大后
进入列宁学院深造。1931年回国后，担任中共西
北特别委员会特派员，指导西北地区开展农民运
动和少数民族工作。同年 11月，因叛徒出卖，王
若飞不幸在包头被捕，开始了长达5年零7个月的
监狱生活。

全面抗战爆发前夕，王若飞经党组织营救，重
获自由。1944年 5月，王若飞随林伯渠参加国共
谈判。抗战胜利后，王若飞协助毛泽东、周恩来赴
重庆同国民党进行了极为艰巨的谈判。1946年4
月王若飞在乘飞机回延安的途中遭遇空难，不幸
牺牲，时年50岁。

《闪闪的红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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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出冲天蓝光的行星发动机、洞悉一切的量子
计算机、高耸入云的太空电梯……今年春节期间，中国
原创科幻电影《流浪地球2》热映，片中层出不穷的“硬科
技”元素让观众大呼过瘾。然而同学们也许不知道，这些炫
酷的科幻装备离我们并不遥远，有的甚至已走入我们的生活。

穿石费时日 削铁却如泥

成语“水滴石穿”是说水不断滴下，能把石头滴穿。比喻
只要坚持不懈，“弱”也能克“坚”，常与“绳锯木断”连用。

漫说海洋之“花”

东海县双店中心小学 翟胤祥
指导老师 王建民

只为让更多花生秧“倒下去”

一个偶然机会，我发现一个怪现象：种在地里的花生刚过盛花
期，直立的花生秧就被人为踩倒，然而秋天收获的时候，被踩倒的
花生秧却比未被踩倒的结果更多！在网上查阅相关资料后我才
知道，花生茎直立，造成子房柄钻入土中的机会少，所结的花生
果自然就少。这大大影响了花生的产量，所以需要人工将花
生秧压倒，匍匐在地面上，这样才能结出更多的花生果！

在老师的指导和帮助之下，我构思设计了一款花生压
秧器，希望能让农民伯伯更轻松方便地压秧。可实际操作
时，却发现效果并不理想，很多花生秧不仅没有被压倒，还
被弄得非常凌乱。怎样改进才能避免这些问题呢？我带
着问题查阅资料，多次实地操作，终于有了解决方案。对
于压秧滚筒重量不够的问题，我在滚筒上安装了可根据
田垄的具体情况调节重量的装置；关于方向的问题，我在
滚筒前面增加了一个三角架，这样可以在压秧时将花生
秧顺向推倒。现在，这款既省力又高效的花生压秧神器，
终于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在研制和不断改进的过程中，我了解了花生压秧的要
求，学会了不锈钢管的连接方法。这次研究的过程也成为
我增长知识的过程。科技创新作品的诞生是想与做结合的
结果，在思考中行动，在行动中思考，这样才会结出优秀的
成果！

（翟胤祥同学发明的“花生压秧器”获江苏省青少年科技
创新发明大赛一等奖）

“水滴石穿”是常见的自然现象。我们可以见到，屋
檐下的石板，会被滴下的雨水“滴冲”得坑坑洼洼。这是因
为，水滴下时有一定的动能，从而对滴到的物体产生一定
的冲击力。冲击力的大小，取决于动能的大小；动能的大
小取决于滴水的速度和与物体间的距离。速度越快，距
离越大，冲击力也就越大。雨水降落的速度每秒可达4至
9米，从空中下降时所产生的冲击力是比较大的。此外，
雨水能溶解大气中多种气体，成为含氧、氮、二氧化碳以
及酸、碱、盐等化合物的具有一定腐蚀性的自然溶剂。
如果长期定点滴落，日积月累，就会渐渐地把坚硬的
岩石溶蚀成凹陷的小坑，也有可能把岩石滴穿。

这个自然现象给人们很好的启示：提高水流的

喷射速度，能让水流发挥特定的作用。根据这一原理，一
种新技术—高压水射流技术应运而生。人们将水装入
高压容器，让它在高压作用下从0.1至1.0毫米的小喷嘴喷
射而出，就会形成一束流速极快、力量很强的高压水射
流。这样的水，就可以“穿石”了。在煤矿中，工人们利用
流速为每秒100米的高压水枪采煤，大大提高了采煤的效
率。高压水射流还可以用来开采金矿、剥落树皮等。在工
厂，用高压水射流技术来切割不锈钢，不但边缘光滑，不变
形，而且噪声小、粉尘少、速度快、切缝细，省工又省料。由
此可见，用“水”不仅能穿石，而且还可以穿“钢”，在工农业
生产尤其是航空航天、舰船、军工、核能等领域更显优势，
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

海洋中的珊瑚色彩鲜艳，如花般绚烂，被称
为“海洋之花”。珊瑚中的软体珊瑚虫，一般只有

米粒大小。珊瑚虫的口部围有许多触手，形状很像
菊花，所以珊瑚的拉丁文学名有“花状动物”之意。
现在人们都知道珊瑚是动物，然而这一认知得来不

易。最早人们把珊瑚当成植物而不是动物。因为珊瑚虫通过
分泌外骨骼（硬体）固着在海底生活，像植物那样不能移动，且有的

珊瑚外形也很像树枝，比如古代称“火树”的红珊瑚。后来有科学家发现
珊瑚虫能捕食水中的微生物，但是大家并不相信。甚至到了18世纪40年代，

在学术界承认珊瑚虫具有动物特性后，它们的骨骼还被认为是植物性的，并把珊
瑚虫称为既是动物又是植物的“虫植体”。又过了大约 100年，科学家发现珊瑚具有胚

胎，既能通过精子和卵子结合产生合子进行有性繁殖，又能通过出芽、分裂进行无性繁殖，且
其骨骼由软体部分分泌而成，人们才接受了珊瑚是动物的事实。

除了珊瑚，海洋中的另一类“花”——海百合，它们大多数过的是漂浮或游泳的自由
生活，只有少部分种类固着在浅海区。珊瑚的“花”是软体部分，小而不显眼，而海百合

是骨骼（壳）形态像花，看起来非常醒目。海百合因冠部形似百合花而得名。
在约 5亿至 2.5亿年前的远古时代，海百合类是个大家族。“老大”海百合家最

为兴旺，一些形体较大、姿态优美的海百合化石，成为诸多博物馆青睐的展品。
“老二”海林檎家和“老三”海蕾家都已灭绝。值得一提的是，海百合家族

和我们熟悉的海星是“亲戚”。
（本栏目由江苏省科普作家协会协办）

作者 尔 雅 配图 于 寒

机械外骨骼机械外骨骼：：残弱人士的福音残弱人士的福音

《《流浪地球流浪地球22》》中多次出现的中多次出现的““外骨骼外骨骼””早已得早已得
到应用到应用。。随着感知计算技术和传感系统发展日益随着感知计算技术和传感系统发展日益
成熟成熟，，机器人研发方向从人机协作逐步迈向人机机器人研发方向从人机协作逐步迈向人机
融合融合，，逐渐成为人类身体的一部分逐渐成为人类身体的一部分。。

现在的现在的““外骨骼外骨骼””已发展为将硬件客观数据与已发展为将硬件客观数据与
人体主观信息相结合的新型信息输入方式人体主观信息相结合的新型信息输入方式。。信息信息
接收后接收后，，机器的计算能力与人体的思维能力进行机器的计算能力与人体的思维能力进行
信息处理信息处理，，再通过机器的算法能力与人体的决策再通过机器的算法能力与人体的决策
能力互相协调能力互相协调、、优化判断后进行智能输出优化判断后进行智能输出，，将人体将人体
智能与机器智能相融合智能与机器智能相融合，，从单向输出转为双向互从单向输出转为双向互
动动，，从而形成更高效的人机一体化智能科学系统从而形成更高效的人机一体化智能科学系统。。

11 月月 1818 日日，，我国发布的关于我国发布的关于““机器人机器人++””应用应用
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中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中，，明确提到了对发展外骨明确提到了对发展外骨
骼机器人的支持骼机器人的支持。。未来未来““外骨骼外骨骼””机器人将在养老机器人将在养老
和康复等领域发挥更大作用和康复等领域发挥更大作用，，为行动不便者带来为行动不便者带来
福音福音。。

行星发动机行星发动机：：世界能源终极方案世界能源终极方案

影片中影片中，，人类计划给地球安装上万座行星发人类计划给地球安装上万座行星发
动机动机，，推动地球开启推动地球开启““流浪之旅流浪之旅””，，这些发动机依靠这些发动机依靠
重核聚变提供巨大的能量重核聚变提供巨大的能量。。

核聚变反应是将两个原子核重新结合核聚变反应是将两个原子核重新结合，，生成生成
一个较重的原子核的过程一个较重的原子核的过程，，其间能够产生巨大的其间能够产生巨大的
能量能量。。重核聚变是采用硅等元素作为聚变原料重核聚变是采用硅等元素作为聚变原料，，

量子计算机量子计算机：：人工智能不再遥远人工智能不再遥远

电影中电影中，，拥有超强算力和自我意识的量子计拥有超强算力和自我意识的量子计
算机算机550550系列让人惊叹系列让人惊叹。。这样优秀的通用量子计这样优秀的通用量子计
算机未来有望在我们的生产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算机未来有望在我们的生产生活中发挥重要作
用用。。

据介绍据介绍，，目前科学家把量子计算发展分为目前科学家把量子计算发展分为““实实
现量子计算优越性现量子计算优越性”“”“实现专用的量子模拟机实现专用的量子模拟机”“”“构构
建可编程通用量子计算机建可编程通用量子计算机””三个阶段三个阶段。。

目前国内外量子计算机研发已实现第一阶段目前国内外量子计算机研发已实现第一阶段
目标目标，，达到第二阶段目标是当前学术界主要的研达到第二阶段目标是当前学术界主要的研
究任务究任务，，距离科幻电影中所展示的应用至少还需距离科幻电影中所展示的应用至少还需
要要1010到到1515年左右的时间年左右的时间。。

太空电梯太空电梯：：未来的未来的““绿色天路绿色天路””

电影中电影中，，高耸入云高耸入云、、连接天地的太空电梯运行连接天地的太空电梯运行
场景令人震撼场景令人震撼，，这一构想最核心的问题是要找到这一构想最核心的问题是要找到

机器狗机器狗：：人类忠实的机械伙伴人类忠实的机械伙伴

电影中电影中，，智能机器狗智能机器狗““笨笨笨笨””不但不但““怕水怕水””
““怕死怕死””，，还会做各类表情包还会做各类表情包。。相比现阶段只相比现阶段只
能跟随能跟随、、执行任务的一些机器狗执行任务的一些机器狗，，机器狗机器狗““笨笨
笨笨””在交互上在交互上、、情感触达上达到了更好的效情感触达上达到了更好的效
果果。。

其实人工智能等技术已经飞入寻常其实人工智能等技术已经飞入寻常
百姓家百姓家，，活跃在生产生活的诸多领域活跃在生产生活的诸多领域。。
现在的机器狗不但能成为现在的机器狗不但能成为““军犬军犬””，，连连
赶羊放牧都是一把好手赶羊放牧都是一把好手，，甚至它还能甚至它还能
成为成为““天气预报员天气预报员””。。打造一个自打造一个自
家品牌的机器狗家品牌的机器狗，，成为了近年来成为了近年来
科技企业的新时尚科技企业的新时尚。。

这样的聚变首先要克服原子核之间的静电斥力这样的聚变首先要克服原子核之间的静电斥力，，
越重的原子核所带电荷越多越重的原子核所带电荷越多，，越难以产生聚变越难以产生聚变。。
当前广泛研究的可控核聚变原料氘和氚是自然中当前广泛研究的可控核聚变原料氘和氚是自然中
最轻元素最轻元素——氢的两个同位素氢的两个同位素，，相较重核聚变而相较重核聚变而
言更容易实现言更容易实现。。

可控核聚变是目前世界最前沿的重大科学课可控核聚变是目前世界最前沿的重大科学课
题之一题之一，，用聚变能推动星球旅行可能为时尚早用聚变能推动星球旅行可能为时尚早，，但但
这将可能是破解世界能源问题的终极方案这将可能是破解世界能源问题的终极方案。。

合适的材料作为电梯的缆绳合适的材料作为电梯的缆绳。。““太空电梯太空电梯””代表着代表着
人类对材料极限性能的追求人类对材料极限性能的追求。。

一根合格的太空电梯缆绳首先强度要足够一根合格的太空电梯缆绳首先强度要足够
大大，，其次还要考虑材料在极端条件下的性能其次还要考虑材料在极端条件下的性能。。

有些国家已经有了打造太空电梯的计划有些国家已经有了打造太空电梯的计划。。目目
前地球上运程最长的前地球上运程最长的““太空电梯太空电梯””是迪拜的哈利法是迪拜的哈利法
塔塔，，能够到达能够到达800800多米的高空多米的高空，，哈利法塔也是目前哈利法塔也是目前
全世界最高的建筑全世界最高的建筑。。在科学家设想中在科学家设想中，，未来的太未来的太
空电梯建成后空电梯建成后，，预计预计88天可到达地球静止轨道天可到达地球静止轨道，，其其
产生空间碎片的可能性很小产生空间碎片的可能性很小，，不会增加太空垃圾不会增加太空垃圾，，
是一条是一条““绿色天路绿色天路””。。也许那时也许那时，，星际旅行将不再星际旅行将不再
是遥远的梦想是遥远的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