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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的教育守望
——对话官塘驿镇麦园岭小学校长袁启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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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未来遥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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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资讯

标准校园“守”出的凝聚力

麦园岭小学虽说不大，但微机室、图
书室、体育器材室、音乐教室、美术教室、
心理辅导室、爱心电话室、多功能室等一
应俱全。

其实，最初的麦园岭小学条件非常
艰苦，教学设施设备相当落后。2012年，
赤壁市教育部门在麦园岭小学投资近90
万元，开始了校园标准化建设。

袁启进并不负责工程建设，但是，作
为一校之长的他，在这个时候却忙得不
可开交。他不是监理，但他时刻盯着工
程的进度、工程的质量；他不是看守员，
但校园建设的物资没少一件；他不是清

洁工，但他没有停止过建筑垃圾的清理
工作……为了美丽校园的建设，他干脆
住在了学校里，整整56天，他晒得全身黝
黑。然而，当袁启进忙于校园标准化建
设时，自己家中的责任田却无暇顾及，只
能花钱请人帮忙。

2013年，麦园岭学校为迎接国家检
查（赤壁市就两所小学），当时校园在硬
件方面基本达标，但在配套设施方面还
需加强。袁启进向上级部门积极争取，
为学校教师的住房配备了电视、沙发、窗
帘、席梦思、挂衣柜等。袁启进说：“铁打
的营盘流水的兵，只要是愿意来麦园岭
小学教书的老师，我们都提供最大方便，
让老师拎包即可入住，让老师能安心留
下来。”

年轻团队“守”出的战斗力

目前，麦园岭小学虽说是一所完全
的乡村小学，但学校包括校长在内，也只
有7名教师。在这个教师团队里，除袁启
进是上世纪50年代人外，其他的皆为85
后和90后。一个老校长带着一群“娃娃
兵”，撑起了学校的一片天。

“2012 年全校合起来只有 56名学
生。但随着校园硬件设施跟上来了，师
资力量强大起来了，学生也便开始回流
了。2013年，学校便有90多名学生了，
2014年达到了100多人，而今年，学生数
已经有133人。中午在学校就餐的学生
也比以前多了很多。曾经转学至其他地

方就读的学生中，大部分又回流到了我
们学校。”袁启进无不自豪地说，“不过，
当前入学年龄的孩子中，还有很大一部
分随务工的父母在广州、深圳等地就
读。要是这些学生全部返回，我们学校
的学生数将会更多。”

学生的规模扩大了，老师的工作量
自然也就加大了，袁启进说：“我们学校
老师，都得身兼数职。美术专业也好，体
育专业也好，在这里都是全能型的。除
了我这个校长外，每个教师都是班主任，
每个教师必须带语数2门课程，除此之
外，还要带音、体、美、自然科学和地方课
程等，人均每周课程达18—20节，这工作
量都不轻。”

90后青年教师卢玮说，他学的是体
育专业，2013年参加工作，2015年，他调
入麦园岭小学，什么专业、什么体育，对
他来说都是浮云了，他必须要上语文课
和数学课，尽管说这对他来说“专业不对
口”，但他在袁启进的指导下，很快就适
应了课程的转变。

袁启进说：“我既是校长，又担任着
多个学科的教学任务，还要兼任学校的
门卫、学校财产保管员、师生生活菜肴的
采购员……”

责任奉献“守”出的影响力

是什么信念让这些年轻老师愿意和
袁启进一起坚守在偏僻的乡村？

“既然选择了教育事业，必须得要有

所奉献。”袁启进说，“我们的教师淳朴，
素质也高，虽说人数少，但在工作分配方
面，他们都没有怨言。”

“一个学校，就如一个家庭一样，我是
校长，就要以身作则，就要做好所有老师
的表率。就我个人而言，每天我5：00就起
床，然后到汀泗为全校师生买菜。尽管这
样，但我也绝不会迟到，在7：00前必须到
学校，守好校门，迎接学生的到来。”袁启
进说，“我任教五年级的数学、科学，四年
级的语文、科学，还有低年级的地方课
程。我不因为自己是校长就少带课程。”

年轻教师王晓敏说：“袁启进当校长
的时间长，做事从不敷衍塞责，他对我们
都很随和，但是他一直能以身作则，以至
于我们想偷懒也不好意思。我们有什么
困难，只要说出口，他总会想着办法帮我
们解决困难。说他年纪大，但他自学音
乐，吹拉弹唱并且样样精通，兴趣爱好比
我们广泛得多。”

“这里的群众很支持我们。”袁启进
说，“有人家里杀猪了，总会送一些猪肉
到学校里来。校园长草了，村干部带头
到学校里帮着拔除杂草。也正是因为群
众对我们的支持，所以学校才得以正常
发展。”

全球水循环观测卫星（WCOM）是由
我国科学家提出的国际上第一个对水循
环关键多要素进行同步系统性综合观测
的科学卫星计划，可从全局角度观测整个
水循环系统，得出更精确的数据，进而推
进相关的灾害、水资源分配问题的解决。

大气圈的水体通过蒸发、水汽输送、
降水等方式，将地球的圈层有机联系起
来，形成了水循环系统。中科院遥感与
数字地球研究所研究员施建成表示，目
前南方水灾泛滥，以及很多地方的干旱，
都属于水循环特征在发生区域变化所造
成的现象。

但目前来看，在水循环系统的遥感
观测领域，对于以降水、洪涝为例的各要
素观测和预报的精度都不够高——在观
测方面，只知道大的趋势，比如撒哈拉沙
漠比较干，南方降雨多一点。精度不高
的原因，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于对水循环
这一大的系统缺乏整体的认识。

根据施建成的说法，目前国际上先
进的遥感观测卫星，大多只关注水循环
系统中的某一要素。比如，关注降水的
卫星，只能描述出卫星过境时降水状况，
却难以给出降水带来的土壤水分储存
量。他说，由于各环节相互关联，对一个
要素参数的优化，通常会把误差带到下
一个环节的计算中，这就使得整体地、同
步地观测水循环各要素的数据显得十分
重要。

WCOM计划就是这种背景下提出
来的。相比对各要素的观测，这颗卫星
更关注全球变化背景下，水循环各要素
的时空分布特征、变化规律以及对于全
球变化的响应和反馈。

在这一计划中，WCOM卫星身上将
安装3个传感器，针对水循环系统内的5
个参数进行观测。施建成说，这些数据
之间可以互相校正，以达到精确数据的
目的。比如，在特别关注土壤水分的参
数时，植被的数据和土壤粗糙度的数据
也会一起出现。在WCOM3个传感器
组合下，各观测要素的精度将会大幅提
升，并为水循环相关预报模型的改进提
供了新的机遇。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以

“整体性”见长的WCOM还将走向更大
的“整体”——国际“星座计划”。

“地球上的科学问题，不是某一个单
独的国家可以解决的。”施建成透露，
WCOM将与其他国家发射的卫星一起
形成“星座”，联合观测全球水循环特征，
可使全球不同地区所有的水循环时空分
布特征和变化得到更全面的观测。

一些与此相关的生活、生产问题也
有望得到改观。比如，城市水源来自哪
儿，每个水源能养活多少居民，这些数据
会因为WCOM卫星而显得更加清晰。
据透露，该计划目前已进入工程答辩阶
段，预计2019年到2020年发射卫星。

（本报综合）

近日发布的《“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中，对于深空、深海、深地、深蓝的一系列“深度”布局让人期待。为完成这些

规划，未来10年内我国将发射近百颗卫星，其中像刚刚发射成功的“高分三号”这样的遥感卫星就超过一半，将针对地球大

气、岩石、水和生物等不同圈层，“各司其职”进行多种观测。它们会如何影响人类对于地球的认知？

“南方正在遭受暴雨的侵袭，而北
方一些地区却干旱肆虐，这是何原因，
我们该如何去认识？”

“灰霾问题困扰人们几年了，其来
源是什么，究竟有哪些污染排放物，这
些污染物的时空分布特征变化又是如
何？”

尽管地球已经有46亿年了，但是
以“当局者”身份存在的人类对这个天
然家园的认识还十分有限，很多问题
至今还没有答案。50多年前渐渐兴
起的“遥感”技术——一种非接触的、
远距离的探测技术，给人类成为地球
的“旁观者”提供了新的可能。因这项
技术而衍生的“遥感”卫星，则为上述
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种“看得见”的方
案。

在前不久举行的第36届国际地
球科学与遥感大会上，国家航天局副
局长吴艳华透露，未来10年，我国将

发射包括遥感、通信、导航卫星在内的
近百颗卫星，其中，遥感卫星占比超过
一半，其中包括灰霾卫星、中法海洋卫
星、全球水循环观测卫星、高分三号、
高分五号等。

何谓遥感卫星？国家航天局原局
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栾恩杰对此有过一
个通俗的解释，他用《中庸》里的“致广
大而尽精微”来描述：致广大，指遥感卫
星登太空之“高”望“远”，看得广大；尽
精微，指凭借高空间、时间、光谱、温度
分辨率，遥感卫星能抓住物体细小的特
征，捕捉其中那些细微的变化。

简单地说，遥感卫星就相当于一
个个对着地球观测的大眼睛。在对地
球进行观测时，科学家们习惯将地球
外部圈层分为大气圈、岩石圈、水圈和
生物圈。而针对不同的圈层，有越来
越多的遥感卫星正睁大眼睛“各司其
职”，进行多种形式的观测。

越来越多遥感卫星正“各司其职”进行观测

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主
任吴季表示，中国现在拥有很多遥感
卫星，如气象卫星、资源卫星和海洋卫
星，它们在不断为科学家和用户提供
地球各方面的数据。这其中，由中法
两国首次合作研制的、能够直接观测
相关灾害的中法海洋卫星（CFO-
SAT）格外引人注目。

在探索海洋的路上，使用测量船
和地面观测站是人们所熟知的方式，
但海洋卫星却有着独特优势。中国科
学院院士、复旦大学教授金亚秋介绍，
由于在“天上”飞着，海洋卫星时刻围
着地球观测，能够从全球角度、多尺度
地获取遥感数据。具体到中法海洋卫

星，它的身上搭载着两位“乘客”：由中
方负责的监测海面风场的微波散射计
（SCAT）和法方提供的监测海浪高度
和方向谱的海波浪谱仪。这两位“乘
客”在国际卫星遥感应用史上都是首
次“露脸”，这使得它们提供的信息和
数据将是全新的，而全新的数据意味
着更多未知被探索到的可能性。

金亚秋举了一个例子，当海面起
风时，微波散射计能够立刻测量到回
波、辐射量以及温度的变化。而从这
些测量值可以推算出海面风场发生了
什么变化，以及海风、海浪等级是多
少，方向是什么，甚至还可以推算海水
盐分的变化。

除了针对基本物理数据的观测，
中法海洋卫星还将在国际上首次开展
海洋风浪相互作用的联合观测。金亚
秋说，这将在海洋预报、灾害监测预报
和海洋科学研究等方面发挥重要作
用。目前，卫星初样阶段的研制工作
已经完成，将于2018年正式发射。

中法海洋卫星

中外专家联袂开展系列研究解密海洋

全球水循环卫星

从全局角度更精确观测整个水循环系统

人类会否死于伽马射线暴之手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伽马射线暴是宇宙中最剧烈
的现象之一，其在一秒钟时间内释放出的能量与太阳在其
整个100亿年生命周期内所释放出的能量总和相当。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观测到的全部伽马射线暴都产生
于非常遥远的星系，但也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那就是同
样的现象也有可能在距离我们更近的地方发生——如果
果真如此，那么我们地球上的生命将会瞬间被毁灭，没有
任何预警可言。

在地球上，我们不会受到严重的伽马射线辐射伤害，
因为我们有厚厚的地球大气层和臭氧层保护。但一旦发
生伽马射线暴，那么情况将会严重得多。一次伽马射线暴
相当于将半径一亿光年内的所有恒星全部集中到一起并
将它们发出的光全部聚焦起来，形成一束可怕的“激光”并
指向地球。

如果伽马射线暴发生在数千光年之外，那么当这道致
命束流抵达地球附近时，其束流宽度将有大约100光年宽
度，它将像强大的海啸摧垮海岸边脆弱的小渔村一样彻底
摧毁太阳系。这样的时候，即便有臭氧层保护也将完全无
济于事。

不过也不要就此变得过于担心，在银河系这样的星系
中，每大约100万年会发生一次伽马射线暴事件，如果要想
对我们产生影响，那么它的束流必须正好指向地球，而发
生这类事件的几率是很低的。

哪些系外行星最可能存在生命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美国航空航天局的开普勒空
间望远镜在发射升空之后便一直忙于开展对系外行星的
搜寻工作，在过去3年间已经发现超过4000颗新的太阳系
外行星。

现在，一个天文学家小组正在着手将这一名单列表进
行筛选，从中挑选出那些最有可能存在液态水，乃至生命
现象的行星。最终，他们从这4000多个目标中筛选出20
个行星，其中包括Kepler—186 f、Kepler—62 f、Kepler—
283 c 和Kepler—296 f等，它们均属于与地球环境最为相
像的目标。随后，科学家针对这一部分目标进行了更进一
步的详细研究。

天文学家在研究中发现，在全部4000颗行星目标中，
有216颗位于恒星周围的宜居带，这是一个特殊的区域，在
此区域范围内水体可以液态形式存在于行星表面。这项
研究的首席科学家，旧金山州立大学教授史蒂芬·凯恩指
出：“这是对开普勒望远镜所发现的系外行星中，所有位于
宜居带内目标的总表。这就意味着我们将能够聚焦这些
行星，并通过后续研究进一步加深对它们的了解，包括判
断它们是否的确具备宜居环境。这项研究是一个重要的
里程碑，将帮助我们解答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宇宙中生
命究竟有多么寻常？和地球相似的系外行星究竟有多么
普遍？”

英国神秘地堡里面啥样

据《每日邮报》报道，近日英国布里斯托尔一处深藏
150余年的地堡第一次向公众开放。这处地堡包含12个
房间，2002年被一名建筑工人偶然发现，自1864年落成以
来，今年是其首次向公众开放。

克里夫顿吊桥两个巨大的桥墩有两层楼高，地堡就位
于桥墩之下。地堡由石灰砂浆建成，沉积物通过砖缝滴下
来，形成了很多石笋和钟乳石。和克里夫顿吊桥一样，这
个地堡由英国著名工程师伊桑巴德·金德姆·布鲁内尔设
计。地堡内有12个隔间，宛如城堡一般复杂而华丽。目前
地堡有两个房间可供游人游览。

负责游客服务的劳拉·希尔顿说：“设计师布鲁内尔保
证了这里非常坚固，但他没想到有人要进去维护，所以没
有留任何可以进去的通道。”地堡建成密封时，所有的建筑
图纸都没能留下来，因此没有人知道这里的存在。

劳拉说，地堡有两层楼高，房间之间由狭窄的网状通
道相连。“我们进过最大的一间至少可以堆起3辆公交车。
这里的拱顶设计非常像教堂，但是地上都是石笋和钟乳
石，感觉很奇怪。” （本报综合）

人物名片
今年10月份即将年满60退休

的赤壁市官塘驿镇麦园岭小学的校
长袁启进，工作了41年，当了31年
的校长。

从官塘驿镇先锋小学到郭家
湾小学，从郭家湾小学到麦园岭小
学，其直径不到5公里。只因为这
块土地需要他，袁启进在这片土地
上坚守了41年。

袁启进说：“在我带过的学生
中，有学生的孙子比我的孙子还要
大，我教过了一家三代人。”

科技 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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