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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航天局官网近期公布“全球尺
度臂盘观测器”（简称GOLD）和“电离层
连接探索”（简称 ICON）两项计划。
GOLD已经搭乘SES－14商业通信卫
星进入西半球上空地球同步轨道，而
ICON航天器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发射，
进入电离层。

美国航天局表示，两项任务相互补
充，距地表约560千米的ICON将在目
标区域飞行，可更好地获得现场数据；距
地表约35000千米的GOLD则可全景
式观测电离层和高层大气。它们可同时
观测一个区域，从不同角度获取数据，比
如一个共同目标是系统性观测飓风及地
磁暴等地球和空间天气变化对高层大气
造成的影响。

地磁暴是太阳喷射的带电粒子流与
地球磁场发生作用所导致的一种现象。

美国航天局ICON任务科学家道格·罗
兰说：“人们过去认为只有太阳射出的带
电粒子流（太阳风）会影响电离层，而另
一方面只有底层大气受地球天气影响，
现在可以看看两种能量是如何交织在一
起的。”

此外，这两项任务还将验证厄尔尼
诺现象可能影响电离层的理论。该理论
认为，厄尔尼诺现象使太平洋变暖，导致
更多水蒸气进入大气层，使得大气层吸
收太阳光的热量增加，从而导致一系列
变化并影响电离层。 （本报综合）

相 关 链 接

美国公布两项电离层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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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球引力的作用下，地球大气聚集
在地球周围而形成了大气层，大气层受到
太阳辐射、日月引力等作用，处于不停的
运动之中。它的密度、温度、压力、成分和
电离度等随着高度、经纬度时而变化。

我们熟悉的对流层、平流层、散逸层
等，是按地球大气温度随高度分布的特征
来分的。如果按大气电离状况分层，则可
分为中性层、电离层和磁层。

与“老实”的中性层相比，电离层可谓
是相当不安分。在中性层中，原子和分子
的电子被原子核牢牢吸引住，因而中性层
并不导电。而电离层如同它的名字一样，
是被电离的大气层，存在着大量的自由电
子和离子。

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刘立
波研究员介绍，要迫使电子离开牢牢依附
着的原子或分子，就需要足够高的能量，
而这个神秘力量正是太阳辐射中的紫外
线、X射线等。当紫外线、X射线到达地
球上空时，被大气吸收，消散的能量引起

中性大气电离，这个产生自由电子的过程
称为光电离。此外，进入大气层的高能粒
子也能产生大气的电离，称为微粒电离。

电子密度是衡量电离层的重要物理
量，其决定于两个相反的过程：一个是中
性大气吸收太阳辐射而电离的过程；另一
个是正负带电粒子碰撞而复合成中性粒
子的过程。

那为什么只有电离层能产生大量的
自由电子和离子呢？原来在很高的高度
上，太阳辐射虽强，但空气密度很小，可供
电离的成分有限，所以电子密度不会很
大；在较低高度处，空气密度大，可供电离
的中性成分很多，但太阳辐射透过厚厚的
大气时变得愈来愈弱，而且复合过程变
强，因此，这里的电子密度也不会很大。

由此可知，电子密度在某一中间高度
将达到最大值，因而电离层就成了大气层
中的特殊成员。由这个高度往下，电子密
度迅速减小；由此往上，电子密度缓慢减
小，到约1000千米处与磁层衔接。

天生不安分
存在着大量自由带电粒子

按照无线电工程师协会（IRE）的定
义，电离层是以地面60千米以上到磁层
顶之间的整个空间。虽然电离层中的电
子密度不到中性成分的1%，但足以影响
无线电波的传播。

1901年，意大利发明家、无线电工程
师马可尼使用了一个通过风筝竖起的
400英尺（约122米）长的天线，接收到从
相隔3000千米外、横跨大西洋的英国普
尔杜发送的无线电信号，开辟了无线电远
距离通讯的新时代。这也不仅让人产生
了疑问，按照当时的理论，从英国发射的
无线电波应该直奔太空，怎么能绕地球传

播呢？
1924 年英国科学家阿普顿证明了

上层大气有所谓的电离层存在。在英
国广播公司的合作下，他从波内茅斯发
送台发射电波到上层大气，检验是否会
被反射并折返回来，实验取得了完全的
成功。

电离层对电波的反射，和我们平时照
镜子的原理很像。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几
乎天天都要照镜子，对着它梳洗打扮、整
理衣冠。但并不是所有镜子都能准确呈
现我们的容貌，像哈哈镜中反映出的像就
和现实相差甚远。这是因为反射像的形

像一面反射镜
能改变短波无线电传播路径

义务教育新课标指出：“语文课程应
该是开放而富有创新活力”，“要重视培
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因此，
语文教学中着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与
能力就成了培养其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
的重要任务。而且语文创新思维与能力
又是语文知识和语文能力的延伸与升
华，是素质教育的要求与体现。那么，在
语文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与
能力呢？本人认为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
着手。

一、从文本出发，激发创新联想
语文教学离不开文本，赏读文本、分

析文本、钻研文本是推进语文教学的根
本。语文的外延即生活的外延，语文教学
必须立足文本抓住灵光激发学生的创新
联想。如我在教《陌上桑》时，我说：“‘使
君问罗敷，宁可共载否？’这一句写出了使
君的荒淫和恬不知耻。”忽然，我发现一女
生皱着眉头并摇了摇头。我马上面带微
笑地问：“你从此句看出了新的什么吗？
说给大家听听好吗？”她犹豫了一下说：

“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太绝对，‘爱美之心人
皆有之’，使君没我们想的那么坏。在那
个时代，使君强抢走罗敷不是个难事，而
却前去征求罗敷愿不愿意可以看出他很
有风度，也有一定的文明程度。”

全班同学先是一愣，接着是笑，既而
是热烈的掌声。同学们用自已的视角研
读文本，用自己的心体会着文本，体会着
人生。教师的点拨激发学生的创新联想，
升华了文本，展示了才能，语文的魅力焕
发出迷人的光彩。

二、与文本链接，训练创新写作
初中语文教学在完成对学生基础知

识和基本技能的训练后，应放飞学生的创
新思维，撞击出他们心灵的火花，引起其
共鸣，让他们拿起笔写出自已对文本的感
悟与创意。如我在《黔之驴》的学习结束
后说：“现在我们要举行两个活动，一是给
驴子举行追悼会，二是给老虎举行庆功
会。如果推举你在这两个会上发言，你该
对老虎和驴子说些什么？”顿时，同学们活
跃起来了，并马上写出了发言内容。其中

有一学生写道：“虎兄实在厉害，面对如此
庞然大物竟敢杀而食之，并且有勇有谋抓
住它的弱点摸清其特性，实在是兄弟们学
习的楷模。虎兄也为我们以后对付如此
庞大的对手提供了宝贵经验，我们绝不会
再被假象所迷惑……”另一学生也接着举
手发了言：“老驴呀，老驴，你说你窝囊不
窝囊！你有如此庞大之身躯却被老虎吃
掉，岂不可惜……，但这又怨得了谁呢？
你平时仗自已身高马大，不求上进，游手
好闲……这年月没有一身本领怎么能在
社会上立足，不被吃才怪呢！……驴子驴
孙们呀，切不要再走老驴的老路，多学点
本领吧，这样老驴在九泉之下也可放心了
啊……”。

语文教学基于文本又要高于文本。
学生在用心书写着自己善良纯真的心，书
写着对未来的憧憬，书写着人生的感悟、
对世界的认识。思维一旦打开，一旦迸发
将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或许这就是素
质教育的宗旨所在吧。

三、走出小文本，放飞大创新

文本是有限的学习载体，而生活才是
语文的大课堂。我们决不要把学生禁锢
于文本之中，要树立大语文观，要把语文
与生活真正结合起来。因为学生必定要
走向社会，知识必将受实践的检验才会成
熟。如我讲《香菱学诗》，让学生去了解
曹雪芹，了解《红楼梦》，了解封建大家
族，了解封建制度。讲《鲁提辖拳打镇
关西》，让学生去读《水浒传》，了解当时
的社会背景，了解一百零八将，讨论鲁
提辖的做法在当今社会是否可行等。
我还让学生走上街头，找商店招牌上的
错别字；让学生为某一商品写广告语；让
学生为模范人物写颁奖词；让学生写倡
议书，参与环保等等。语文教学已走进
一个新时代，我们应该建构一个充满奇
思妙想的课堂。让教师和学生的智慧进
行交锋、碰撞、融合与升华，使学生在这
个充满语言的优美、文学的繁华、生活的
应用的环境中创新自己的思维，实践自
己的能力！

（作者单位：通山县燕厦中学）

语文教学如何培养学生创新思维能力
○ 张裕华

状是由反射平面的形状和光滑程度决定
的，哈哈镜虽然光滑，但表面却不是平
面，呈现出的像自然歪曲了。铜板镜不
能照人，但打磨光滑了就能见到人像，这
就是古人用的铜镜。可见反射像的好坏
和镜子的好坏密切相关。

同样，电离层就是短波无线电长距
离传播的一面镜子，可以说短波无线电
通讯是否有效和电离层有极大的关系。
如同光在水中传播时会发生反射和折射
一样，短波无线电进入电离层时也会发
生传播路径的改变。

实际上电离层并不是一面平滑的镜
子。刘立波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季节、昼
夜、太阳活动等都是影响电离层的重要
因素。电子密度越大，电波折射得越厉
害。通常我们将电离层分为D、E、F三
层，F层还可分为F1层和F2层。

D层是距地面60千米到90千米左
右的区域，它只存在于白天。在夜间，由
于没有太阳辐射，D层自由电子迅速复
合成中性成分而消失。

E层的高度在90千米到120千米，
电子密度高于D层。在夜间，E层电子
也会由于电子复合而迅速减少。

F层是电子密度最大的区域，对无线
电波的反射能力最强，是短波能够进行
远距离通讯的主要原因。它的高度从
120千米到1000千米，电子复合过程较
慢，夜间仍然存在。F层在白天分裂成
F1层和F2层，夜间则只有一个F2层。

电离层的变化规律虽然有迹可循，
但有时突然出现的扰动也会让人十分头
疼。电离层的急剧变化，会使地面的无
线电通讯受到严重影响。1989年 3月
13日23时，加拿大魁北克省的供电网络
全部瘫痪，全省陷入长达9小时的黑暗
和寒冷之中，灾难的元凶就是太阳风暴。

因受到太阳辐射而形成的电离层，
始终受到太阳活动的影响。表面上气定
神闲的太阳，实际上暗流涌动。在太阳
大气中，经常发生“爆炸”现象，这就形成
太阳风暴，向广袤的宇宙空间喷射大量
的高能带电粒子，正是它扰乱了地球上
空的电离层。

可见电离层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
关，它一方面让导航通讯、雷达探测等成
为可能，另一方面又可能突然“兴奋”，给
我们的生产生活带来破坏性后果，真是
让人欢喜让人忧。

让人欢喜让人忧
可能突然“兴奋”造成破坏性后果

市交通实验幼儿园

开展应急救护培训
本报讯 通讯员阮涛报道：3月22日，市交通实验幼儿

园邀请市红十字会专家及志愿者，对全体教职工进行“应急
救护”培训。

当日，医护人员通过图文展示、现场演示等形式，围
绕“心肺复苏”的现场应对等专业知识进行了系统培训。
本次培训，让老师们掌握了心肺复苏的适用对象和最佳
救护时间；通过实践的操作练习，规范了老师们的动作要
领和按压力度等。经过一天紧张的培训，全体教职工全
部通过了技能的考核，并获得红十字会颁发的初级救护
员资格证书。

据了解，市交通实验幼儿园是我市第一所以团队的形
式，进行这种系统的“应急救护”培训，并获得“初级救护员
资格证”的园所。通过此次理论和演练相结合的培训，市交
通实验幼儿园教职工掌握了自救互救知识、提高了应急救
护能力。

赤壁市实验小学学生

香港国际武术节摘金夺银
本报讯 通讯员刘騉报道：3月16日至18日，第十六届

香港国际武术节在香港马鞍山体育馆隆重举行，赤壁市实验
小学青少年体育俱乐部代表队一举夺得两金两银的佳绩。

香港国际武术节自2003年举办以来，至今已成功举办
了十六届，本次武术节共有来自170多个国家共5000多名
运动员参加。

通过三天的激烈比武，赤壁市实验小学青少年体育俱
乐部武术代表队在众多武林高手中脱颖而出，获得集体拳
第一名。其中，王正轩、祝子轩、马文杰分获男子M3组初
级长拳第一名、第二名和第五名；祝子轩获初级规定拳第二
名和刀术第五名；任宇成获初级规定拳第八名；陈宇铮获男
子M2初级规定拳第四名；贺俊霖获男子M3初级规定拳
第四名;饶轩毓获M4初级剑第五名。

这是赤壁市实验小学继去年第十五届香港国际武术节
勇夺4金后，取得的又一骄人成绩。

赤壁教育局

名校托管促进教育均衡发展
本报讯 通讯员胡新华报道：“通过‘名校带动、名师支

撑、全局支持、加快发展、推进均衡’战略，使周画小学与二
实小同质发展，实现‘校园环境一样美、公共设施一样好、公
共经费一样多、管理水平一样高、教师素质一样好、学生个
性一样得到张扬、校园安全一样得到保障、人民群众一样满
意’的教育格局，让更多的老百姓能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
源。”在3月23日的赤壁市第二实验小学周画校区挂牌仪
式上，赤壁市教育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黄国栋说。

自2018年春季起，赤壁市第二实验小学启动对赤马港
周画小学的托管，“周画小学”正式更名为“第二实验小学周
画校区”。据了解，这是赤壁市教育局为进一步推进义务教
育更好更快发展，采用“名校托管，一校两区”的模式，扩大
优质资源的辐射范围，促使城区教育布局更加合理，促进教
育均衡发展的新举措。

市实验小学推雅行教育
将开展8个系列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李思琪报道：3月12日，市实验小学举
行“树立文雅之风，争做雅行阳光少年”为主题的“雅行教
育”启动仪式。

该校将在八个方面开展雅行教育系列活动，分别是：言
谈之雅、上课之雅、课间之雅、集会之雅、行路之雅、就餐之
雅、劳动之雅、待客之雅。本学期着力抓言谈之雅和课间之
雅两个方面的雅行教育活动。言谈之雅，要求学生在日常
言谈交谈中，注意礼貌，目视对方，不随意打断别人讲话，礼
貌用语、礼貌待人；课间之雅，旨在提倡大家课间健康活动、
安全活动、文明活动。通过具体的行为指导，帮助同学们养
成良好的习惯。

据了解，六一期间该校将评比表彰雅行阳光少年、优秀
雅行班集体。鼓励大家认真规范自己的言行，养成良好行
为习惯，树立文雅之风，争做雅行阳光少年。

与此同时，该校还将以“争做雅行阳光少年”为主线，通
过主题班队会、演讲比赛、黑板报评比、主题征文等一系列
丰富多彩的活动，促进学生以实际行动践行文雅之风。

与咸宁职业教育（集团）学校合作办学

湖北商贸学院咸宁校区今秋开学
本报讯 记者熊大平、通讯员郭坚报道：日前，湖北商

贸学院与咸宁职业教育（集团）学校合作办学签字仪式在湖
北商贸学院咸宁校区隆重举行。湖北商贸学院从今年起录
取的专科生，将安排在咸宁校区学习生活。咸宁职业教育
（集团）学校参与相关日常管理，通过双方资源整合，达到优
势互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为社会培养更多合格的高等专
门人才。

据悉，达成协议后，湖北商贸学院负责咸宁校区教学楼、
宿舍楼、体育场馆、实训大楼、食堂等所有固定资产的投资和
校园基础建设，并配备完备的理论教学设备设施、图书资料、
体育器材等学习和生活硬件设施。负责教学管理、教学考
核和教学督导工作，还可以聘请咸宁职业教育（集团）学校
的“双师型”教师及具有高校教师资格的任课老师，承担日
常教学工作。

另悉，今年9月，湖北商贸学院1400名新生将入驻咸
宁校区。双方合作期限为9年，合作期限届满前2年，双方
协商确定后续合作事宜。

已进入预定轨道的美国“GOLD”航天器，将全景式观测电离层和高层大气，研究飓风及地磁暴等对它们的影响。

在距离地面约 60 到 1000 千米范围
内，存在着一个特殊区域，尽管很多人不
熟悉它，但日常的通讯、广播、导航、定位
都离不开这个区域，它就是电离层。

美国航天局近期公布了两项探索电
离层的新计划，目的就在于了解空间天
气、地磁暴等现象如何影响大气层上部
的电离层。

通讯通讯、、广播广播、、导航都离不开它导航都离不开它

电离层电离层::地球大地球大气的高空魔镜气的高空魔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