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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隆平是世界著名的“杂交水稻之
父”，他一生致力于杂交水稻技术的研究，
创建了超级杂交稻技术体系，为我国粮食
安全、农业科学发展和世界粮食供给作出
杰出贡献。

本书由邓湘子（曾获第三届、第九届
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著有《禾下乘凉
梦：袁隆平传》）、谢长江（袁隆平首届学
生，“袁隆平农业科技奖励”基金会秘书
长）任作者。

书稿以“梦想”为关键词，以“奋斗”为
主线，用一个个生动而激动人心的故事串
起袁隆平一生为“禾下乘凉梦”和“杂交水
稻覆盖全世界梦”而奋斗的经历，给孩子们
以榜样引领，激励他们树立高远志向，奋力
追逐自己的梦想。该图书因其思想性、科学
性、文学性，得到袁隆平家人认可。

《“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的
故事：黄旭华》，王艳明、蔡玮琢
著，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2
年 5月出版，定价：35元

黄旭华被誉为“中国核潜艇之父”，是中
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致力于我国核潜
艇事业的开拓与发展，是研制我国核潜艇的
先驱者之一，为我国核潜艇的从无到有、跨越
发展、探索赶超作出了卓越贡献。

本书讲述了黄旭华的成长故事，以及国
之利器核潜艇玉汝于成的研发经历，饱含深
情地赞颂了这位隐姓埋名 30年的核潜艇总
设计师，在惊涛骇浪中创造的不朽功勋。

本书作者之一王艳明是中国科协“老
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黄旭华
学术资料采集项目”负责人，以及党和国家
功勋模范人物表彰委员会“功勋模范人物
口述史采集工程———黄旭华口述史采集项
目”负责人。 （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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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蚜蝇参与了苹果、梨、草莓、

樱桃等水果的传粉，它们在这方面
的功劳并不亚于蜜蜂。著名的热带
水果菠萝蜜，只能由一种瘿蚊传粉。

巧克力的原料是可可树的豆
荚，而可可树只能由一种蠓虫传粉。

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双翅目昆

虫，你就准备跟菠萝蜜和巧克力永
远地说再见吧。

《“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的故
事：袁隆平》，邓湘子、谢长江著，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2年 5
月出版，定价：35元

如果地球上的蚊子全部消失……
姻左安浦

一

1241 年，成吉思汗的继承人窝阔台率领
蒙古部落的军队攻占了布达佩斯，准备继续
深入欧洲腹地。然而，这年多雨的夏季孕育了
令蒙古人闻风丧胆的宿敌：蚊子。蚊子叮咬了
蒙古人的马匹，蚊子传播的疟疾（成吉思汗丧
命于这种疾病）使蒙古军队丧失战斗力。于是
在 1242年，蒙古人放弃了欧洲，再也没有踏足
这片土地。

美国动物行为学家乔纳森·巴尔科姆在《无
敌蝇家：双翅目昆虫的成功秘籍》一书中引用了
这个故事，用以证明双翅目昆虫对人类历史进
程的重要性。

单凭叮咬人畜、传播疾病这两点，人类对蚊
子的“仇恨”就是无法化解的。蒙古人肯定想过，
如果地球上的蚊子全部消失，历史会有怎样的
反转？或者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扩大到本书的
领域：如果蚊、蝇、虻、蚋等所有双翅目昆虫都不
存在，会发生什么？

如果双翅目昆虫彻底消失，很多人会拍手
叫好。人类对双翅目昆虫的“仇恨”非常合理：苍
蝇会污染食物，蚊子会吸人血和传播疾病，虻会
叮咬牲畜和宠物，丽蝇经常与尸体打交道，留下
一摊血水。

夏季是蚊虫最活跃的时候，只要你在户外
活动，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双翅目昆虫，它们
在你身边嗡嗡作响。在最严重的情况下，只要
你露出一丁点儿皮肤，就会被袭击。加拿大作
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曾经在森林里被蚋疯
狂地攻击，如果双翅目昆虫彻底消失，她肯定
会拍手称快。

不同的人对蚊子的憎恨程度是不一样的，
这取决于他们“吸引”蚊子的程度。研究表明，男
性、深色衣服、运动、出汗和饮酒是更容易吸引
蚊子的几种特征。

许多人不知道的是，动物对双翅目昆虫的“仇
恨”更加强烈。人被蚊子叮咬，多是感觉瘙痒和虚
弱，如果应对得法，还可以及时地予以“报复”。其
他动物在这方面要无力得多。包括恐龙在内的几
乎每一种动物都有专门以其为目标的双翅目昆
虫：蚤蝇能在蚂蚁体内产卵，最终使蚂蚁的整个头
部脱落；蜂鸟是食虫虻的猎物，想象一下，一只鸟
在空中被一群“苍蝇”围追堵截；蛙蠓专门以青蛙
为食，在它们进食、休息和求偶时打扰它们，有时
还会传播疾病。无论是天上飞的、地上走的还是水
里游的，都逃不过双翅目昆虫的折磨。

除了无休止的烦扰和污秽外，双翅目昆虫
的最大罪恶在于它们能够传播疾病。蚊子之所
以能阻挡蒙古军队的铁蹄，是因为它们携带疟
疾。疟疾直到今天仍然侵扰着低收入国家。

此外，蚊子还能传播黄热病、登革热等疾
病，这些疾病在全球范围内每年会造成 200万
人死亡，是鳄鱼的 2000多倍。

研究人员估计，在人类历史上所有出生的
人口中，有一半死于蚊媒疾病。更令人烦恼的
是，蚊子的生存能力极强，容易对杀虫剂产生耐

药性，导致杀虫剂对它们无效，而这些杀虫剂却
在破坏环境，造成其他生物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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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之砒霜，我之蜜糖。招人仇恨的双翅目昆
虫，也会受到一些人的喜爱。就拿 1241年的那
场战争来说，蚊子打败了蒙古人，却保护了欧洲
人。所以欧洲人也许会对蚊子心怀感激。

如果双翅目昆虫完全消失，最难过的应该
是它们自己。这个观点是基于一个事实：双翅目
昆虫拥有意识。

本书中，作者举了很多例子说明这个问题。
昆虫能够完成一些复杂的、违背本能的任务，能
够具备通常只有智慧生物才拥有的认知能力，
能够使用工具，能够计算数学，能够自我疗愈，
能够感知疼痛、恐惧和愉快———这些都是知觉
的铁证。

作者并没有下定论，但他认为，双翅目昆虫
可能拥有某种不同于人类的意识。只要我们不
狂妄地以人类为中心，就必须承认这种意识。

喜欢双翅目昆虫的人也会感到难过。从
纯粹审美的角度来看，一些双翅目昆虫称得
上是大自然中最精美的艺术品。如食蚜蝇的
外观可以与蜜蜂混淆，蚊子有着纤瘦而精致
的身体等。

本书的封面是一只丽蝇，其金属光泽和翅
脉纹理，都足以媲美最漂亮的鸟类。作者写道：
“精致的长足虻披着金光闪闪的斗篷在叶子上
滑行，多情的菇果蝇伸展着薄纱般的翅膀，鹿角
实蝇戴着壮观的卡尺状头饰，雄性指角蝇像踩
着高跷的外星人一样对峙，还有拟熊蜂蚜蝇身
上覆盖着公牛形状的黄色绒毛。”这些场景让人
怀疑从小被灌输的“远离苍蝇”的说教。

同样难过的还有直接受益于双翅目昆虫的
人。许多人的工作与它们直接相关，如果没有这
些昆虫，很多工作无法展开。果蝇是遗传学的宠
儿，人类的许多遗传学和生理学知识得益于对
果蝇的研究。

双翅目昆虫也可以用于侦破罪案。电视剧
《大宋提刑官》就有这样的桥段，宋慈把村里所
有人的镰刀收集在一起，其中一把镰刀吸引了
许多苍蝇，宋慈断定这把刀上有血迹，刀的主人
就是杀人凶手。

在现代社会，法医昆虫学有更广泛的用途：
尸体上蝇和蛆的数量、年龄及种类可以用于判
断死亡时间；犯罪现场的蛆体内提取的血液可
以用于分析死者身份，以及检测是否含有毒品。

书中介绍了一个传奇的例子，昆虫学家利
用双翅目昆虫的证据，使一桩 50年前的错案得
以昭雪。这足以证明，双翅目昆虫在侦破罪案上
的实践已经相当成熟。

人们对双翅目昆虫的喜爱还可能出于一些
匪夷所思的理由。双翅目昆虫能传播疾病，但也
能治愈疾病。据说，几千年前人类就已经用蛆虫
促进伤口的愈合。

拿破仑的医生报告说，某些种类的苍蝇只
破坏死亡组织，对伤口愈合有积极作用。蛆虫
对医疗的作用，已经被许多现代科学家所证
实。蛆虫可以利用口钩清理伤口，也可以利用
消化酶溶解组织，比手术更安全、更有效。这
种治疗方法的最大障碍，只是人类对蛆虫本
身的反感。

你可能无法想象，有人喜欢吃双翅目昆虫。
很多人包括我在内，可能在户外不小心吞食过
蚊子，但这里所说的“吃”绝非玩笑：非洲东部的
人用摇晃的水桶捕捉幽蚊，打包成球状，煮成可
食用的大块，叫作“蚊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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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上面提及的人毕竟是少数。地球上的
大多数人不吃蚊子、不觉得苍蝇好看、不从事遗
传学研究，他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自己不会陷
入命案，也不会遭受需要手术的创伤。那么双翅
目昆虫对他们来说是可有可无的吗？当然不是。

地球上的所有人都通过某种方式间接受益
于这些小虫子，尽管我们可能浑然不觉。直到双
翅目昆虫完全消失，我们才会意识到这些小虫
子的价值。

比如一些你喜欢吃的水果：苹果、梨、草莓、
樱桃等，食蚜蝇都参与了传粉。它们在这方面的
功劳并不亚于蜜蜂，因为双翅目昆虫生存能力
强，可以在极端环境下为特殊物种传粉。著名的
热带水果菠萝蜜，只能由一种瘿蚊传粉。

又如巧克力，其原料是可可树的豆荚，而可
可树只能由一种蠓虫传粉。换句话说，如果没有
双翅目昆虫，你就准备跟菠萝蜜和巧克力永远
地说再见吧。

双翅目昆虫是食物链的重要环节。双翅目
昆虫是地球上物种最丰富的生物之一，它们的
繁殖速度非常快，为鸟类、鱼类、蛙类提供了丰
富的食物来源。如果没有这些双翅目昆虫，会造
成连锁的食物链效应，最终影响人类的生存。

现在，人们开始主动利用双翅目昆虫作为
饲料来源。黑水虻、家蝇等双翅目昆虫提供的丰
富蛋白质，在水产养殖、家禽、肥料、宠物业中都
得到应用。

就算你对前面提到的一切都无动于衷，那
么下面这一条是与地球上的每一个人息息相
关的。

双翅目昆虫是地球上最重要的废物回收
者。我们经常看到苍蝇围在动物的尸体和粪
便之上，这是它们回馈大自然的一种方式。如
果没有双翅目昆虫的清理，地球上会堆满无
法清理的垃圾。人类和其他动物很快就会失
去立足之地。
双翅目昆虫会带来疾病、污秽和混乱，但如

果双翅目昆虫完全消失，会引发更多的疾病、污
秽和混乱。这是因为地球上的生命存在微妙的
“内在联系”，少了任何一环都可能引发灾难。即
使是我们最讨厌的蚊子和苍蝇，消灭它们也不
是最好的选择。科学家已经在努力，通过降低它
们的危害来减少它们对人类和动物的威胁。双
翅目昆虫是一类复杂的生物，应对它们的方法
也不可能是简单的。

双翅目昆虫有多种身份：害虫、骗子、爱侣，
食肉者、传粉者、吸血者，植物学家、废物处理
者、有知觉的选美冠军。相信它们还有一些尚未
发现的身份和功能。

本书的要旨，并不是告诉读者双翅目昆虫
多么有用，而是希望更多人了解，这是一种有灵
魂的物种的存在。它们有自己的价值和关切，有
自己的痛苦和欲望。人类不应该忽略这些。即使
不考虑它们对人类的价值，它们也有存在的理
由。这是博物学赋予人类的胸怀。

《无敌蝇家：双翅目昆虫的成功秘籍》，[美]乔
纳森·巴尔科姆著，左安浦译，译林出版社 2022
年 8月出版，定价：72元

让《科学》教材远离“爹味说教”
■宋金榜

“爹味说教”是最近非常流行的一个网络用
语，用来讽刺一些男人喜欢居高临下地说教，给
别人一些不切实际的“指导”，却不能提供实质
性的帮助，因而往往让人尴尬、不快甚至厌烦。

去年，闺女正在读研二，当时还没有发表过
论文，我就催问她有没有开始写、进度怎么样
了。没想到闺女不无委屈地说：“我导师还没
push我，你倒先 push我了。”我当时心里颇有些
不高兴———我是你亲爹，当然要关心你了！
前几天，正在读博的侄女回老家时给我带

来了一些特产，本来聊得挺开心，当我问她博士
论文写得怎么样了的时候，侄女灿烂的笑脸立
马僵住了……

看来，对“爹味说教”的抗拒是每个人本能
的情绪反应，这种本能的反应不会随着年龄、学
识的增长而消失，只是年龄越小的人反应越强
烈，越不懂得“理解”和伪装，对于小学生和进入
叛逆期的青少年来说尤其如此。另一方面，男人
对“爹味说教”的热衷却通常会随着人生阅历和
学识的增加而增加。
把“爹味说教”现象和我从事的小学《科学》

教材编写工作联系起来，不禁让我感到有些不
安：一方面，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材的编写者
都是有着丰富科学知识的专家，而教材面对的
读者恰好是这样一群“不可理喻”的儿童；另一
方面，《科学》教材是科学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肩负着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并设定全面培养学
生核心素养的课程目标，如果教材沾染上些许
“爹味”，一定会引起学生的反感和排斥。

那么，《科学》教材怎样才能避免“爹味说
教”，在赢得学生喜爱的同时顺利完成课程目标
呢？我想，《科学》教材的编写应该注意以下几个
方面。

第一，在教材内容上，要由单纯“说教”转向
在探究实践活动中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
“爹味说教”通常只重视传授自己的“知识”

和“经验”。说教者自认为我给你讲的都是我人
生经验总结出的宝贵知识，你只要记住，就可以
坐享其成。传统的理科教材也往往存在这种倾
向，以传授知识为主，把现有的科学知识直接呈
现给学生。这样的编写方式肯定达不到全面培
养学生核心素养的目的。
科学课程要培养的学生核心素养，是指学

生适应个人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正确
价值观、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包括科学观念、
科学思维、探究实践、态度责任四个方面，其中
科学观念是在理解科学概念、规律、原理的基础
上形成的对客观事物的总体认识。

可见，具体的科学知识只是形成科学观念
的基础，只是科学课程目标的一个方面。因此，
《科学》教材不能停留在知识的传授上，而应涵
盖学生核心素养的每个方面。

然而，学生科学观念的形成、科学思维的训
练、科学探究能力和技术工程实践能力的培养、
科学态度和社会责任感的养成都不是通过“说
教”能够完成的。

因此，《科学》教材的编写应基于不同的学
习内容，设计一系列相关的探究式学习活动和
技术工程实践活动，以真实的情境引发学生提
出要探究的问题和要完成的技术工程任务，以
问题和任务驱动学生的探究和实践，在探究和
实践中寻找问题的答案或者完成技术工程实践
任务，并获取科学知识，建立科学观念，培养学
生的科学思维能力、探究实践能力和自主学习
能力，引导学生正确理解科学、技术、社会与环
境的关系，培养学生基本的科学态度和责任担
当意识，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
从而达到立德树人和全面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
目的。

第二，在学习方式上，要由“主导”转为“引
导”，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
“说教”的过程通常都是由说教者来主导，

说教者是主体，被说教者是对象。一个说，一个
听，一个主动输出，一个被动接受。

说教者通常认为，只要我说了，就是把我的
这些经验和知识给你了；如果你没听进去，或者
没理解、没记住，那就是你的态度或者能力有问
题。这种思想表现在教材编写上，就是重视概
念、定律、定理的呈现，而忽视学生的学习过程。

建构主义教学理论认为，学生学习的过程
并不是对新知识的记忆和背诵，而是从原有知
识经验出发，针对一定的问题对客观世界展开
探究，对获取的外部信息进行主动选择、加工和
处理并生成个人的意义或理解（即建构新知
识），进而逐步发展、调整和完善自己知识体系
的过程。

可见，尽管世界是客观的，学生建构知识的
过程却是主动的，学生才是学习的主体，教材只
是学生学习的引导者。任何脱离学生原有知识
体系的灌输式教学，都会剥夺学生在探究式学
习中主动生成个人意义的过程，这种教学通常
是无效的，还会给学生认知带来困惑，引起学生
的抗拒情绪。

因此，《科学》教材不能取代学生成为学习
的主体，而应从高高在上的说教者转变为学生
学习过程中平等的陪伴者和友好的引导者。

针对一定的学习内容，教材编写要创设贴
近学生生活实际的问题情境来激发学生提出问
题，引导学生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知识基础
对问题作出猜想，再根据验证猜想的需要制定
研究方案，然后通过实施研究方案获取数据和
信息，最后通过处理信息得出研究结论，从而建
构自己的新知识。

第三，在学习进度的安排上，要避免“对牛
弹琴”，做到因材施教。
“爹味说教”者每每遭遇挫败，甚至产生“对

牛弹琴”的愤慨，原因在于他们总是以成人的方
式对待说教对象，而忽视他们的年龄、生活经
验、知识基础、认知水平等个体特征，以致说教
内容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范围。

因此，如果你感觉自己在“对牛弹琴”，那肯
定不是“牛”的问题，而是你自己的问题，因为你
没有遵循因材施教的原则。不少理科教材、科普
读物也存在知识内容跨度大、目标读者群不明
确的问题，也是忽视了因材施教的原则。

对于《科学》教材的编写来说，要做到因材
施教还是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的。

从 2004年开始，学习进阶研究成为国际科
学教育改革的一个新兴研究领域。学习进阶研
究关注学生在一个较长学习阶段内（比如从幼
儿园到高中）学习和理解一些核心概念时所表
现出的连贯的、逐渐深入的思维能力和思维方
式的发展变化过程，并且归纳出每个年级段的
学生在科学概念、思维能力等方面所应（所能）
达到的阶段水平。

学习进阶研究对我国科学课程标准的制定
也产生了直接影响，比如 2022 年版的《义务教
育科学课程标准》就将义务教育阶段的 9年学
习时间划分成小学 1～2年级、3～4年级、5～6

年级和初中 7～9年级四个学段，并且从科学观
念、科学思维、探究实践、态度责任四个方面制
定了每个学段的学习目标，从而形成一个完整
的学习进阶体系。
《科学》教材编写的主要任务就是根据课

程标准规定的科学观念、科学思维、探究实践
和态度责任四个方面的每个学段的目标 , 基
于学生的生活经验、知识基础和认知发展规
律安排各个学段螺旋上升的课程内容，通过
设计适合不同学段的一系列学习和探究实践
活动来有计划、有步骤地达成这四个方面的
课程目标，同时还要注意幼儿园与小学、小学
与初中、初中与高中的科学或理化生课程内
容的衔接。

第四，在内容编排和版面设计上，要拒绝空
洞乏味，提高教材趣味性和吸引力。
“爹味说教”难以讨人喜欢的原因还在于它

的枯燥乏味、空洞无物、缺乏现实意义。科学性、
规范性是所有理科教材必须遵守的准则，但片
面追求规范性、忽视趣味性也容易使教材显得
呆板、乏味，使读者敬而远之，对于小学生来说
更是这样。
《科学》教材要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首先

在教材的内容编排和版面设计方面，可以根据
不同年级学生的特点，利用学生喜闻乐见的儿
歌、谜语、游戏、故事、童话、卡通人物插图、连环
画等形式，来有效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科学的兴
趣和热情。

其次，注意密切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引导
学生提出感兴趣的问题并展开探究。这样，在探
究和学习过程中，不仅学生的核心素养得到全
面提升，学生感兴趣的科学问题也能得到解决，
使课程学习更有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这样有
利于学生长期保持学习科学的兴趣。

总之，《科学》教材只有让学生成为学习的
主体，基于学生的生活经验、知识基础和认知水
平，围绕课程内容设计一系列布局合理、符合不
同学段学生特征的探究式学习活动和技术工程
实践活动，为学生创造足够的感知世界、探索世
界、积极思考和不断成长的机会，才能让学生在
愉快而有意义的学习、探究和实践中实现核心
素养的全面发展。

（作者系大象版小学《科学》教材副主编）

“‘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的故事”丛书由
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中国青少年科
技辅导员协会组织编写。天体物理学家、中
国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协会理事长武向平院
士任主编。

该丛书作者权威、内容严谨、史料翔
实、形式丰富，较好地实现了政治性、思想
性、科学性、可读性的统一，其中一些资料
是首次披露、人物首次解密，意义深远，弥
足珍贵，除具精神启迪、示范引领价值外，
亦具有很好的科普、文学价值，以及学术价
值和史料价值。

丛书共九个分册，分别讲述于敏、申纪
兰、孙家栋、李延年、张富清、袁隆平、黄旭
华、屠呦呦、钟南山 9位“共和国勋章”获得
者的故事。图书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
图文并茂，以充满浓郁童趣的美文，以青少
年喜闻乐见的故事形式，描述“共和国勋
章”获得者成长过程中感人的细节、丰富的
心灵世界和在共和国发展历程中闪光的足
迹。让青少年能够了解一种领域（知识普
及），学习一位人物（家国情怀），回顾一段
历史（人文历史），树立一个榜样（文化自
信），明确一条道路（崇高理想），感受一种
精神（中华民族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格
观），为广大青少年的成长提供思想引领、
精神力量和人文滋养。

图书出版后受到读者的欢迎，其中，
《袁隆平》分册上市两个月销售 15 万册，
《黄旭华》分册上市两个月销售 7万册。《于
敏》分册 10月份即将上市，其余 6个分册
将陆续推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