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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内，
全市三成社区有科普大学教学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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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绽放科普花
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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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最新水栽法

可在火星表面种植水果和蔬菜

马丽

9 月 11 日，全市首家社区科普大学教学点在温泉办事处金叶社区开班；近日，咸安南大街社区、赤壁桃花坪社区、崇
阳七星社区的科普大学教学点也相继开班。
12 日，市科协普及部部长陈人兢说，今年，我市是全省社区科普大学建设试点单位。从去年底起，市科协就投入大
量精力，
组建教师库，
编写社区科普大学教材，制定教学计划，力求为社区居民们推出丰盛的科普盛宴。

组建教师库，编写科普读本
9 日上午，咸安南大街社区科普大
学教学点秋季班举行开班仪式。上课
之前，工作人员给学员们发送《社区科
普大学系列教材——基本科学技术知
识普及读本》，近 50 名学员每人都免费
拥有一套。
记者发现，每套读本共 6 本，读本内
容因中老年人、青少年、新居民三类人群
的不同需求而不同。如社区中老年篇的
内容包括常见老年疾病预防、老年人面
临的三大心里矛盾、老年保健等，
青少年
篇和新居民篇的内容则分别包括生命奥
秘、成长发育、膳食营养等和就业指导、
创业指导和保护劳动权益等。
“这套读物是经过大半年的资料查
阅、整理、审核而编撰成的。”当日，陈人
兢说，我市被确定为全省社区科普大学
建设试点单位后，由市科协牵头，积极
开展各项筹备工作。
1 月 13 日，我市社区科普大学总校

目前，美国科学家最新研制一种水栽培育系统，能够在恶
劣条件下种植蕃薯和草莓，有望未来在火星或者月球上进行
种植。
科学家的目标是研究没有肥沃土壤和氧气的星球上如何
培育农作物。水栽法是一种再循环植物施肥过程，水能够在缺
少土壤的情况下种植农作物。研究人员指出，水栽法种植收获
的农作物数量是户外农场的 10 倍以上，因此这种农作物种植方
法可以确保宇航员在火星表面幸存数百天时间，未来人类在火
星生活并非科幻情节。
同时，水栽法还能缓解地球日益增长人口的食物需求，并
有助于提升全球食物安全性。

依托咸宁职业技术学院正式成立，6 个
县市区分校和教学点的建设工作同步
启动。实现了市级建总校、县（市、区）
建分校、街道或社区建立教学点的三级
教学管理体系。
总校成立后，最关键的是组建教师
库，编写科普读本，研究授课专题。市
科协联合市职业技术学院，向院校、市
中心医院、消防支队、全市各学会和协
会等单位招募、引进老师。很快，教师
库组建成了，共 58 人。
“编撰和编审组成员年龄层次丰
富，涵盖了多个专业，这样的组合对课
题研究更有帮助。现在他们制定的专
题涉及 32 个方面。
”陈人兢说。
据介绍，今年 6 月，社区科普大学系
列教材第一版编撰工作完成，7 月份教
材印刷工作完成，并在全省范围得到推
广和采用，为全省社区科普大学总校试
点提供了保障。

我国科学家发明纳米温度计

能给细胞量
“体温”

九个试点社区，十月底全部开班
市科协通过前期在各县市区和社区
调研，
确定了 9 个社区为今年全市试点教
学点，
并制订下发了《湖北省咸宁社区科
普大学试点建设工作实施方案》。
“一个教学点一种教学方法。这与
科普读本编写的思路是一样的，根据不
同的人群，设置不同的课程。”陈人兢介
绍，各教学点要把离退休老年居民、城

镇新居民、进城务工人员、社区待业人
员以及青少年作为社区科普大学的重
点对象，在课程设置上突出卫生健康、
科学生活、文化艺术、节能环保、安全
避险等社区居民关心的问题，科学设
置教学内容。教学活动形式以课堂教
学为主，可根据学员身体状况和兴趣
爱好，辅助开辟“第二课堂”科普实践

活动。
金叶社区教学点学员是以中老年为
主，所以安排了 8 个课时的健康养生专
题，下周将进入以中老年为主的法律维
权专题，而南大街社区学员里年轻人占
多数，
因此，
课程也会做出相应的调整。
教学方式也不会像在学校时一样，
把《读本》当成课本来讲解。
《读本》可以

当作学员们的课外读物，学员们对读本
中哪方面感兴趣，想要详细了解，教学
点可以再邀请相关老师进行详解。
据了解，
教学点将突出知识性、趣味
性、实用性，开展科普知识教育，为居民
们普及科学奉上一份
“精神文化大餐”
。
目前，全市已有 4 个教学点开班，10
月底，
余下 5 个教学点将全部开班。

德国送机器人上太空

五年内，全市 30%社区成立教学点
五年内，全市 30%到 50%社区成立
教学点，这是我市社区科普大学教学点
建设的阶段目标。
目前，我市社区科普大学教学点工
作的开展属于摸索阶段，需要积累经
验，也有存在的困难。要在社区建立教
学点，主要需要解决教室、人员、资金的
问题。在今年试点的社区中，
教室和学员
都达到了建设标准的要求。对于缺乏教

师和资金的问题，
市科协则给予教学点相
应扶持，并统一印制了教材和学习笔记
本，
以保证教学点正常开班和正常运行。
出钱。教学点缺资金，市科协今年
在教师授课费上给予经费资助。
出人。教学点若是找不到老师，通
过申请，科协会从总校教师库选派教
师，到社区授课。
在试点工作开展过程中，
科协会到各教

学点收集反馈意见：
教学点工作有哪些具体
困难，
学员对教学点有哪些需求，
教师库的
队伍该如何壮大，
教学内容该怎样丰富等。
掌握的内容越丰富，积累的经验就
越多，办学的措施就越具体。通过有力
有效的社会化科普宣传，挤压了邪教、
封建迷信的生存空间，助力人的城镇
化，最终达到服务社区居民，满足社区
居民科普需求，提升社区居民科学素质

不仅能丰胸整形，
还能保鲜、堵漏、保护文物

有机硅产品已“无孔不入”
核 心 提 示 ：有 人 称 有 机 硅 材 料 为
“无孔不入”的材料。其实并不为过，有
机硅无论在国防军事上，还是在轻工、
建筑、
医疗等行业中都被广泛应用。
化妆整形
演员化妆用的硅橡胶就属于有机
硅材料的一种类型。它有卓越的耐高
低温性能，且无毒无味，对人体无刺激。
硅 橡 胶 用 于 整 形 ，效 果 也 非 常 神

奇。比如一位面部瘪了一块的妇女要
求整形，只是拿起注射器，把有机硅整
形针剂往患者塌瘪处的皮下注射进去
就能恢复正常。
保鲜
蔬菜、水果、粮食、鸡蛋等食品的贮
藏保鲜一直是令人伤脑筋的问题。如
果用有机硅制成一种气调薄膜，套在水
果、鸡蛋上，既能满足食品呼吸的需要，
又能防止袋内的水分散失。

消除泡沫
很多工业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只要
加入少量硅油，泡沫将会立即消失得无
影无踪。
消泡剂还能用于治疗疾病。例如
用硅油制成的消泡剂，能消除肺气肿患
者肺中的泡沫，中止这种恶性循环，使
患者脱险。
保护古迹
硅树脂是有机硅的一种，具有非常

近日，从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传来消息，
该所研究员降雨强领导的团队与北京大学合作，发明了可以给
细胞量“体温”的纳米温度计。这种温度计大小只相当于头发
丝的二千五百分之一，可以轻松进入单个细胞，实现对细胞内
温度变化的准确、灵敏探测。
细胞是生物体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细胞的温度与细胞
内的各种生化反应、生理过程密切相关，准确测量细胞内的温
度不仅有助于深化对细胞代谢活动规律的认识，而且也具有潜
在的临床应用价值。
通过检测纳米温度计的发光情况就可以
“解码”
出相应的细
胞内的温度。这种新型温度计既对温度敏感，
检测灵敏度高，
又
兼顾了生物相容性，
对细胞本身的影响小，更为重要的是能够有
效消除细胞内复杂的生化环境对温度探测的影响，保证其准确
性和可靠性。
这种纳米温度计在肿瘤的诊疗、单细胞药物筛选、脑科学
和电子微加工等诸多领域具有潜在的应用价值。研究人员已
使用该类新型纳米温度计实现了对单个、活的肿瘤细胞内温度
变化的准确、灵敏探测，还在单细胞水平观察到了细胞对环境
温度改变的适应性产热现象。

的目标。另外，咸宁社区科普大学建设
工作的各项制度和措施也会逐步完善。
届时，
将用积累的经验，
在其他社区
推广教学点工作。最后，
让社区科普大学
成为全市社区居民学习科学的平台，
并有
效利用社区教育“信息技术”、
“ 远程教
育”
“
、微课堂”
和
“社区大讲台”
等资源，
推
动科学知识传播，
将科普与社区管理、教
育融为一体，
创新全民终身学习形式。

优良的绝缘性能。这种绝缘性能就是
不跟空气中的其他物质产生化学反应，
这样将会有效地抵御酸性气体的腐
蚀。如今，国内大部分古建筑物以及文
物的表面都会被涂上硅树脂，这样能更
有效地保护文物古迹。
密封堵漏
用硅橡胶做高温密封材料，代替石
棉，也是杜绝跑、冒、滴、漏等问题的有
效措施。而且有机硅黏结力特别强，在
室内装潢设计上同样是有力的帮手。在
门窗不密封的情况下，在缝隙处涂上有
机硅便能有效堵漏。如今，有机硅材料
遍及所有的宾馆、饭店以及大型建筑，
其
防尘堵漏效果非常明显。 （本报综合）

要给宇航员帮忙

据报道，德国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与不来梅大学的研究人员
正联合研发一个类人机器人，并计划将其送到国际空间站上为
宇航员帮忙。
这个机器人名为 AILA，可以帮助宇航员执行不太复杂的
日常任务，以便宇航员能够空出更多时间去做需要更多思考的
事情。就像任何刚入行的新人一样，AILA 首先需要被教授如
何完成任务。在观看人类操作过程后，AILA 将可以独立完成
任务。
一旦 AILA 学会新的技能，宇航员就可以为其安排行动计
划，它可以按照既定顺序执行任务。AILA 依附在有 6 个轮子
的平台上，以便于它能更快地移动和更有效率地执行任务。
AILA 有两条胳膊，前半部分还有类似人类的手指，因为国
际空间站就是为人类建造的。AILA 可以轻轻转动它的头部、
手臂以及躯体。
（本报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