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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夏，火星探测发射窗口热闹非常：阿联酋

“希望号”、我国“天问一号”、美国“毅力号”火星

探测器先后开启奔赴火星的太空征程。火星探测

热再次引发人们对于天地宇宙的关切与追问。

近日， 包括五位诺贝尔奖得主在内的中外

科学家，受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邀请，在线参加

了第一期“太空论坛系列”节目。在他们看来，屈

原在《天问》中提出的 30 余个关于天地宇宙的

疑问，有一部分得到了科学解释，成为人尽皆知

的常识，但还有一部分依然困扰着人类，即使最

顶尖的科学家也还没找到答案。

生命是宇宙演化的必然产物吗？ 宇宙的终

局在何方？要解答这些千年哲学命题，火星探测

只是起步，人类的眼光已经望向了更远的太空。

作为天体物理学家和宇宙学家，2006 年诺

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乔治·斯穆特三世一直在从

事太空探测相关领域的研究。斯穆特认为，在现

有科技水平下，深空探测的难度非常大。

以现有的宇宙飞船速度， 人类将宇宙飞船

送往最近的星际空间需要12万年， 即使用最先

进的发射器、 最前沿的轨道控制手段来缩短宇

宙飞船的飞行时间仍然需要2000年。 所以将航

天器送出太阳系的难度非常大， 载人航天器的

想法更不现实。但宇宙学家在探索其它方法。斯

穆特透露，一个名为“Star Shot（射星）”的项目

正在进行中。 该项目计划制作重量以克计的微

型“宇宙飞船”，发往太阳系外。研究人员计划制

作1000艘3克重的宇宙飞船，发往距离太阳系最

近的59个恒星系统。不过，这么做相当于把油漆

点大小的宇宙颗粒发往宇宙， 途中遇到任何一

颗尘粒都可能非常危险。因此，这千艘宇宙飞船

中的绝大多数可能损毁。 “这是很艰难的项目，

也许进展不会很迅速，让我们拭目以待。”他说。

2019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颁给了发现第一

颗太阳系外行星的一对师徒———米歇尔·马约

尔和迪迪埃·奎罗兹。这理所当然地引出了一个

问题：这样的行星上会有生命，甚至类人的智慧

生物吗?

奎罗兹认为， 他们发现的第一颗行星不太

可能有生命 ， 因为这个行星表面温度超过了

1000℃。 不过，科学家们确实在搜寻系外行星，

并观测存在生命的可能性。 “人类有可能永远都没办法走出太阳

系，但我们还可通过远程传感进行观测。 ”他觉得，要寻找地外生

命，首先要判断星球上是否有水，因为水是关键的因素，氧气也是。

然而，即便找到水和氧气，也不代表行星上必然存在生命。氧、

氮这些大气成分是必要的，但即使存在这些元素，也很难说能找到

跟人一模一样的生命体。

假如宇宙中还存在其他智慧生命，人类该如何与之相处？中国

科幻作家刘慈欣在《三体》三部曲中提出了“黑暗森林”的概念：每

一种文明都会将别的文明视作威胁，一旦发现有其他文明，更高级

的文明就会碾压式地去消灭它。

2004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大卫·格罗斯也是《三体》的铁杆

“粉丝”。 他认为，《三体》 是他几十年来读到的最好的科幻小说，

“《三体》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不能假设文明都是友好的，这是非

常值得思考的问题”。格罗斯表示，《三体》的法则是宇宙学的法则，

里面涉及到很多社会学理论。 他并不确定这些理念是否符合宇宙

规律，“宇宙的最终结局是怎么样的？ 它会无限膨胀，还是坍塌、崩

溃？ 我们还需要更多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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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空间，用游戏方式“打开”线上展
上海科技馆首推全新玩法的“云”上特展，精彩程度超过线下

借着“金边日食”的新鲜劲儿，上海天

文馆（上海科技馆分馆）日前推出了《日月

魅影———日食特展》，游客可在一分钟内“打

卡”日全食、日偏食、日环食三种类型的日

食。 有意思的是，这一线上线下同步推出的

原创科普展览，其线上内容的丰富和精彩程

度远远超过了线下， 完全是另一种玩法，这

在上海科技馆开馆办展 19年来尚属首次。

线上展不再是线下展的 “附属品”，而

是通过再造空间，用玩游戏的方式“寻宝”

观展，这让许多观众大呼过瘾，也收获了一

份意外。 业内专家表示，线上展解决了天文

大尺度与现场物理空间有限的矛盾， 对展

示天文科普相当契合。 而线上线下展的互

为补充、交相辉映，多维度丰富观众的观展

体验，将是未来科普展示的发展趋势。

“再造”古天文台，虚拟空间
带来沉浸体验

拾级而上，从拱形门洞穿过，你就来到了

《日月魅影》线上展的展馆序厅。 从进门开始，

这个线上展的“画风”就与众不同：如果说以

前线上观展是机械地用鼠标点点点的话，那

么现在观众真的有了游览的实际感受。

《日月魅影》的最大特色在于，它再造了

一个虚拟展厅。 “我们参照了很多古天文台

的样子，最终呈现出一座高低错落、有穹顶

和观星平台的城堡。 ”展览项目负责人、上海

科技馆研究设计院展示策划师姚蕊说。

除了抓人眼球的外观， 虚拟场馆还让

线上观展有了不一样的体验。 用第一人称

视角在“馆”内行走，各种介绍日食的展板

一一“挂”在墙上，想看哪一幅，朝画框上点

击一下，展板内容便呈现在眼前。 除了从世

界各地收集来的日食照片， 还有多部影片

可供欣赏。

一个优秀的现代展览， 沉浸感是必不

可少的， 为此设计师常常会在细节上花心

思，只为把参观者带入想要展示的世界：为

了展示“五鼠闹东京”的热闹，科技馆曾在

《生肖鼠展》 里搭建了几根南宋时期的灯

柱；也曾在《灭绝展》中刻意调低灯光，以便

让观众的目光更聚焦于展品。

在营造沉浸感方面， 线上可谓得心应

手。 姚蕊说：“在设计时，我们首先想到的就

是互联网的无限空间，如果把这个展厅 1∶1

还原到现实空间中 ， 大约需要 1000 平方

米，但在网络空间里，通过三维建模，几天

就能搭出这样一座宫殿。 ”

动足“心机”，用游戏的逻辑
玩转线上展

《神庙逃亡》《刺客信条》……在《日月

魅影》 线上展中， 这些游戏的影子若隐若

现。 这不是凑巧，而是设计团队有意将游戏

元素引入了虚拟空间的“云”上展览。

如果你以为线上展只是线下展的翻

版，不妨看看《日月魅影》线上展里的“小心

思”：走进一片断壁残垣，你需要把四散的

石碑收集起来，当你不小心碰触了屏幕，石

碑上的灰尘便由此剥落， 露出被岁月掩盖

的古人留下的日食记载。

如今， 尽管不少线上展也设计了诸多

互动环节， 但借鉴游戏逻辑的互动在趣味

性和自然流畅度上显然更胜一筹： 当发现

第一块石碑的“小秘密”后，你或许会欣喜

地马上去“擦拭”另外几块，看看它们是不

是也同样是考古遗迹———这一切， 似乎你

在玩《刺客信条》时也这么做过。

虚拟场馆的外形有几分《纪念碑谷》的

影子，对此，设计团队表示，这些“小心机”

都是有意为之。 之所以有所借鉴，这因为常

年占据好评游戏榜单的《纪念碑谷》在建筑

设计上很有特点， 团队甚至还在考虑 “挖

掘”虚拟建筑本身的可玩性。 “现在密室逃

脱在年轻人中很流行， 我们完全可以设计

几个场景，把知识点和密室结合起来，让线

上观众玩一把。 ”姚蕊说。

不做翻版，线上展成当下展
览的必备选项

就在不久前，上海科技馆官方微信公众

号更新了一个新模块———微参观， 常设展、

临展、科普电影等科技馆内的展出资源都有

了线上和线下版本。 用上海天文馆建设指挥

部展示教育主管施韡的话来说，线上展已经

是当下展览的必备且重要选项了。

明年， 全球最大天文馆———上海天文

馆，即将和公众见面，线上展示的比重会增

加吗？ 据施韡透露，更好地融合线上与线下

展示资源，是科技馆正在探索的方向。

就拿最常见的导览来说， 进展馆的常

规操作是给游客发张导览图， 在科技馆的

导览图上还会设计出打卡点。 按照施韡的

设想，能不能把“打卡点”搬到线上，并利用

已经成熟应用于《精灵宝可梦》里的增强现

实技术，在“打卡点”上设计一个个宝箱？ 在

他看来， 未来的线下展将不再是线上展的

“拷贝”，而应更多体现互联网基因，许多线

下展做不到的事由它来补充，并做得更好。

记者获悉， 一连串诸如此类的奇思妙

想，正在上海科技馆中实践。 随着越来越多

新技术应用于展览展示， 未来的线上科技

馆以怎样的面貌出现，无疑值得期待。

儿科医院首次发现新型遗传性肝病
本报讯 （记者李晨琰）近日，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感染传染

科肝病研究团队发现并报道了一种新的遗传性肝病， 临床表现为

先天性肝纤维化、硬化性胆管炎和高 GGT 胆汁淤积症，致病基因

为 ZFYVE19。 相关研究论文于 7 月 31 日在线刊登于 BMJ 旗下的

遗传病杂志 《医学遗传学杂志》（《Journal of Medical Genetics》），

也标志着儿科医院肝病领域的专业研究水平登上了一个新高峰。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传染感染科主任王建设介绍， 从初次

通过二代测序在病人中筛选出 ZFYVE19，到研究成果被认可并发

表，共历时六年。 既往对于这一基因功能的研究十分有限，课题组

初期在国际学术会议介绍时受到了业内学者的较多质疑。 为了寻

找致病证据，课题组积极收集更多病例、随访病人，提供具有说服

力的家系证据；同时，课题组与华山医院、仁济医院合作，收集病人

肝移植术中的组织样本进行研究，证明在病人中该蛋白表达缺失。

此后，通过分析研究患者肝组织的病理特征，课题组推测此病应为

纤毛病。

“探索致病基因的过程如同拨开层层迷雾，不久转折点终于来

了。”王建设直言，通过细胞系模型和病人来源的诱导干细胞实验，

证实ZFYVE19变异影响纤毛形成， 首次明确该基因与纤毛形成的

直接相关性。 最终，在与复旦大学生物医学研究院合作中，课题组

发现ZFYVE19基因的数据库注释存在缺陷， 导致这一基因在测序

分析中容易被忽略。 通过该基因转录和蛋白翻译方面进行深入研

究，课题组对ZFYVE19的翻译起始位点进行新的注释，克服了注释

错误对基因功能预测造成的误导误判，故而至今才被学术界揭示。

■本报记者 储舒婷

以“确定性”培养孩子应对未来的不确定
面向未来的教育，培养学生需要有更大的包容

未来的世界，孩子学习力、思考力、想象

力比知识更重要；眼界、境界与格局比能力

更重要；合作比竞争更重要。 但是，教育者该

如何做？ 在上海举行的一场以“遇见未来，为

未来而教育”为主题的研讨会中，不少专家

表示，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我们的学校和

教育者应该尊重教育的本质，遵循教育的规

律，对孩子有更大包容，让每一个孩子有不

一样的精彩，应该成为教师共同默认的价值

观，成为无需提醒的教育自觉。

做有定力的家长，别让分数
消解对孩子成长的包容

作为母亲，也是学者，华东师范大学教

育学部教授、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副主

任刘莉莉直言：“我和 70%的家长一样，会因

为孩子不理想的分数感到困扰，为孩子才艺

比拼感到忧虑，也为孩子不敢自信与担当而

焦灼不安。 ”

一次， 孩子学校布置了一份德育作业，

刘莉莉觉得“很简单”：“可以写个感悟，也可

以做个小报，但没想到，孩子竟然拍摄了一

段五分钟的视频。 ”从文案的设计、拍摄到后

期制作、配音，所有的流程都是孩子独自完

成，这让刘莉莉惊喜于孩子的成长，但是同

时，她却忍不住在内心问自己：这样的技能，

能转换成考试的分数吗？

她的疑问也让她开始反思。 刘莉莉说，

家长的焦虑往往来源于对孩子分数的期待，

家长因为孩子的分数而担忧孩子会与自己

的期待相差太远。 其实“理性看待孩子的成

长，尤其是孩子身上美好的东西，这些都会

成为家长不断进步的‘养料’。 ”刘莉莉说，

“给孩子更多机会让他们有丰富的生命体

验，进而发现孩子潜在的优势，在与孩子共

同学习和成长中激发孩子的内在动力，这才

是家长该做的事”。

未来的教育变化再大，仍然
需要遵循教育的规律

“尽管未来有诸多不确定性，但就教育

而言，我们仍然有可以确定的方面应对不确

定的未来。 ”刘莉莉说，未来学校无论在空间

环境和技术使用方面发生怎样的变化，不变

的是遵循教育的本质，始终让孩子抱有充盈

的内心和高贵的精神。

上海世外教育集团总裁徐俭也认为，不论

社会如何变化， 未来教育离不开教育的规律。

“教育的本质是育人，而非简单的知识灌输。 任

何教育的变革都必须坚守培养学生高尚的道

德素养和正确的价值观，教会学生善良、懂得

尊重、相互理解、团队合作、乐于奉献”。

学校要培养出怎样的学生 ？ 徐俭用八

个字概括： “幸福人生、 奉献社会。” 他期

待从学校走出来的孩子都能脚踏实地 ， 拥

有谋划自己发展方向并付诸行动， 从而服

务社会的能力。

上海纽约大学中方招生办主任周鸿表

示，符合未来时代需要的人才必须具备这样

几方面能力：优异的学习成绩、旺盛的求知

欲以及将来作为社会人所需要的责任感、团

队合作精神等素质。

周鸿说，精英教育是为未来培养高端人

才，但目标不是把学生培养成银行家、企业

家或政治家等，而是把学生培养成符合其个

性特长的或在某个领域拔尖的人才。

因材施教就要针对每一个学生的不同

特点、不同兴趣爱好进行教育。 “我们让孩子

做他喜欢做的事， 达到他想达到的目标，做

一个对社会有贡献、有责任的人，这样我们

培养的学生，无论将来干什么，都是成功人

士，都是对社会有贡献的精英。 ”周鸿说。

■本报首席记者许琦敏 通讯员陈汶鑫

线上展不再是线下展的“附属品”，“寻宝”观展让许多观众大呼过瘾。 图为《日月魅影》线上展内容。 （上海科技馆供图）

求知欲正旺，该如何为孩子们的阅读“掌舵”

今年暑假 ， 学生们 “行万里路 ”

的机会少了 ， 读万卷书的时间多了 。

虽然中小学生人手一份学校发的书单，

但有不少学生在网上吐槽 “书单上的

书太老套”。 各大畅销书排行榜上， 暑

假以来也是青少年读物 “霸榜”， 但家

长们 “给孩子挑书难 ” 的感叹并没有

减少。

一边是某些书单让学生和家长感

叹乏味 ； 另一边是华山医院感染科主

任张文宏教授推荐的 《大流感 》 瞬间

火遍全网 ， 科幻作家刘慈欣在公开场

合说爱看 《冰与火之歌》， 这套书立即

就在 “三体粉” 中流行起来……

如何为孩子搭就吸引人的阅读

“台阶 ” ， 让孩子爱上读书 ？ 专家们

在接受采访时不约而同地表示 ， 为

青少年阅读 “掌舵 ” 并不简单 ， 在

孩子们求知欲最旺盛的阶段 ， 虚构

类文学作品不应成为唯一值得阅读

的图书种类 。

语文老师推荐的校园
书单，品种略显单一

记者在沪上多所学校预初年级今年

的暑假“大礼包”中，均看到了阅读书单，

这些书单上的书少则三四本、 多则二十

多本。但是细细盘点书单上的图书，几乎

全都是虚构小说类， 出现频率最高的有

《童年》《小王子》等经典和《草房子》《窗

边的小豆豆》等儿童文学作品。

“当下的校园书单几乎都由语文老

师‘掌舵’。 ”一位知名中学校长告诉记

者，“并非这些书不好，而是语文老师荐

书往往种类单一 ， 过于集中在文学作

品，较少孩子爱读的科学、文化、百科类

图书。 ”

中小学生正处求知欲最旺盛之时，

他们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现象的好奇和

探索在他们的阅读偏好上有着明显的

反映。 上海中心图书馆 2015-2019 年的

统计显示，最受少年儿童欢迎的系列图

书榜单中，不少是科普书。

“对学龄期的儿童和青少年来说，推

荐书的人首先得是视野开阔的、 有眼光

的阅读者。 ”儿童文学作家、上海师范大

学教授梅子涵表示，大多数时候，语文老

师对文学作品更熟悉， 而要给孩子更多

丰富的阅读资源， 需要荐书人本身不局

限于某个领域，同时又有专业的品味。

静安区家庭教育中心主任陈小文

说：“老师在荐书时必须注意避免学科倾

向 ， 否则很容易导致孩子的阅读 ‘偏

食’。 ”目前，已开始有学校逐渐意识到这

个问题， 比如静安一师附小就提倡每个

学科的老师都必须为学生推荐一本书。

成长需要关注现实，中
学生更需要非虚构类图书

今年暑假，复旦附中的“新高一”学

生有一项特别的 “作业”———到书店买

一本调查类图书 ，不限书目 ，可以是中

国农村调查也可以是近代工业或方言

调查等等。

看似与学习风马牛不相及，这样的

阅读却贯穿该校学生的高中三年。 “现

在老师或家长开出的书单仿佛‘空中阁

楼’，缺乏对现实的关注，导致现在孩子

的阅读整体失衡。 ”复旦附中语文特级

教师黄荣华表示。

“老师要更多思考，学生为成长、为

人生该读什么书。 ”他表示，曾有毕业多

年的学生告诉他，当年在高中读的书太

“厚重”了，比如关注社会独居人群现象

的艰涩著作让自己内心非常挣扎，但工

作后发现，这些曾经的“痛苦”都成为自

己的成长“营养”。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在阅读中从虚

构的世界转向现实的世界， 是未成年人

思维发展的“必需品”。 华东师范大学心

理学副教授王继堃分析称， 学龄前儿童

一直到小学阶段， 孩子可以多阅读一些

童话故事、自然故事、英雄故事等，而到

了 12-14 岁 ， 孩子逐渐形成了抽象思

维，他们开始思考事物之间的逻辑关系，

因此，阅读也要逐渐过渡到现实世界。而

自然科学方面的读本和社会科学领域的

浅显读本都适合这个年龄段的孩子。

事实上 ， 无论对哪个年龄的孩子

来说 ， 阅读与现实的连接都是他们认

识世界非常重要的一步 。 老师和家长

作为荐书时 “筛子 ”， 能提供的 “养

料” 越丰富越好。

与好书 “初次见面”，

需要更多专业领域的 “明
星”推荐

随金牌 “导游 ”穿越回北宋的大都

市汴京“一日游 ”，在局部放大的 《清明

上河图 》里 ，先寻到挂着 “久住王员外

家 ”招牌的古代 “民宿”落脚，随着画面

的移动，又在繁华的街巷间“偶遇”胡商、

货郎、 眼药郎中……今年的疫情期间，

绘本《清明上河图 十三郎》的作者周子

源，用一场“比游戏解说更有意思”的直

播， 让围观的大小读者看得目不转睛，

更是让这本绘本在家长群中火了起来。

当家长和老师们还在为书单里该

推荐什么书苦恼时，孩子们却早已经适

应了更多与好书“初次见面”的方式，作

家本人的线上直播、VR 阅读、听书音频

等。 粉丝经济时代，社交媒体上的偶像

荐书力量不容小觑。 去年世界阅读日，

偶像团体 TFBOYS 成员易烊千玺在微

博上推荐余华的 《活着》 作为 18 岁读

物，这条微博被转发 780 多万次。 许多

粉丝纷纷下单，其中不少学生读完之后

还晒出读书笔记交流读后感。 这部经典

作品也登顶当年虚构类畅销书榜首。

“虽然读书的本质是为了成为具有

独立思考能力的人 ， 与崇拜明星而买

书、读书似乎相悖 ，但是偶像明星用自

己的号召力，影响更多的人阅好书显然

也值得推崇。 ”黄荣华认为，现在需要更

多来自专业领域的“明星”推荐，比如张

文宏给大家推荐 《大流感 》这样的医学

科普读物，更不用说霍金曾亲自为青少

年写书了。

“社会上所有负责任的 、满怀热情

的荐书都有其价值 ，虽然响应面 、影响

力或许不同，但对青少年成长来说同样

重要，这其实是每一个人的社会责任。 ”

梅子涵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