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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 年 7 月
20 日，宇航员
埃德温·奥尔
德林在月球上
行走。照片拍
摄者是“阿波
罗 11 号”指挥
官、登月第一
人尼尔·阿姆
斯特朗。

咸宁市实验小学校本课程系列之十

舞态花哨的恰恰、舞姿抒情的伦巴、
摇曳多变的桑巴、步伐强悍的斗牛、活泼
轻盈的牛仔……走进市实验小学拉丁舞
训练教室，目之所及的是一群群拉丁舞
小达人们正在自信满满魅力四射地练习
着新学的舞蹈。

小雨是该校的一名学生。去年开始
接触拉丁舞，经过短短一年的学习，她已
经热爱上了这门当初从电视上看到的神
奇舞蹈。“我特别喜欢这门课程，它让以
前胆小的我，变得更加自信了！以前家
里来了客人，我都是往后躲，现在家里来
了客人，我会跳一段拉丁舞给大家欣赏
呢！”

“妈妈老说我有点驼背，要求我加入
拉丁舞训练班，训练自己的身姿。可我
总觉得舞蹈都是女生学的，不太情愿。
但现在我可不这么想了，在拉丁课上，我
不仅改正了驼背的毛病，还交到了几个
好朋友。”和小雨不同，林伟同学来学拉
丁舞，最开始是在父母的要求下，不情不
愿前来参加训练的，但随着时间的流逝，
他不知不觉也迷上了这门课程。

“拉丁舞结合了体育的‘健’与艺术
的‘美’，是体育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该校校长杜小清表示，市实验小学
从2017年开始，在做好基础教育的前提
下，突出拉丁舞等体艺特色。为了保证

拉丁舞校本课程的教学效果，学校特别
安排每周二下午为专门的集训时间，同
时让学校有专业技能的老师担任拉丁舞
专职教师。

参加社团的学生绝大多数没有拉丁
舞的舞蹈基础。老师先从最简单的步
法、肢体动作教起，并反复示范每一个舞
蹈动作，指导学生们根据拉丁舞的韵律
跳拉丁舞，并仔细纠正他们做得不到位

的地方。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目前，这
些“零”基础的学生们已经掌握了拉丁舞
的基本动作。

事实证明，市实验小学所创设的校
本课程中的拉丁舞课程，不仅有利于
创设学校体育特色品牌，同时也提高
了学生的审美情趣,增强了学生的体育
兴趣，帮助学生朝着全面发展的方向
迈进。

律动拉丁 筑造梦想
○ 刘安平 徐小伟 张晶

月球岩石透露了多少秘密

对地球的形成和演化的探索一
直是地质学研究的难点，因为地球
上存在活跃的板块运动和风化作
用 ，古 老 的 岩 石 基 本 上 荡 然 无 存
了。我们已知的最古老的地球物质
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一块锆石，年
龄为 44 亿年。仅凭这一块锆石，我
们很难获取幼年地球更多的信息。
最古老的岩石在加拿大，年龄大约
为 40 亿年。但是它经历了很多期的
地质运动，原始信息大都被改造掉
了。所以，研究地球早期的环境就
要靠月球了。

从月球的岩石分析中，我们知道
地球至少在 45 亿年以前就已经形成
了，而且完成了地核和地幔的分化。
并且大撞击事件形成了月球的岩浆

海，那么地球上也应该有岩浆海，只
不过地球岩浆海的证据被地球上的
地质活动抹掉了。

更巧合的是，在今年 1 月份发表
的一项研究中，瑞典、澳大利亚和美
国的科学家发现，在一块阿波罗14号
带回的样品中（编号 14321），包含了
一块白色的岩块，只有三四厘米，包
含了钾长石、石英和锆石。对这块特
殊岩块的研究发现，如果它在月球形
成，深度就应该在月表 170 公里之
下。而与它相连的14321号样品其他
部分形成深度不到70公里，这是矛盾
的。另外，这个小岩块形成的温度较
低，需要比较氧化的环境，这些都与
14321 号样品其他部分形成于高温、
极度还原的环境是不符的。而从化

学组成方面，它又和地球的物质非常
像。所以，科学家推测它可能形成于
地球上，深度大约 20 公里，温度约
800℃，年龄大约40亿年。后来，它被
一次巨大的撞击送出了地外，最终落
在了月球上，又被阿波罗飞船带回地
球。尤其可贵的是，这块样品很好地
保留了地球形成之初的信息，为我们
打开了一个认识早期地球组成的窗
口。

2020 年，中国将发射“嫦娥五
号”，从月球上采样2千克月岩回到地
球，不仅包括土壤，还有岩石，甚至还
有钻探获取的岩芯。这必将给月球
样品研究带来新的热潮，也一定会揭
开更多有关月球的奥秘。

（本报综合）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借助月岩研究地球早期环境

▲月球景观

美国日前宣布将逐步打开封存的月球样品，利
用新技术手段展开研究。自1969年至1972年，美
国先后成功进行了6次载人登月，并带回约382公
斤月球样品。借助这些样品，人类对月球有了一个
全新的认识。那么，几十年来，我们从月球的样品中
得到了哪些信息呢？

日月安属？
月球起源大撞击假说的提出

战国时楚国的诗人屈原在《天问》中写道
“日月安属？列星安陈？”向天发问日月从哪
里来、日月星辰为什么这样排布？月球的起
源，不仅让诗人浮想联翩，也是科学家十分关
心的问题。

在1879年，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的第二
个儿子、天文学家乔治·达尔文提出，月球是由
地球分裂出去的，他认为幼年地球快速地自转
和太阳的潮汐作用形成共振，足以将地球甩出
去一部分，形成月球。但后来的学者通过计
算得出，这种作用不能够把地球的物质抛出
去。而在1952年，美国物理学家、诺贝尔化
学奖获得者尤雷提出，月球和地球一样，是由
太阳系原始的星尘汇聚而成的。随后，又有
学者提出共生理论、捕获理论以及新的分裂
理论等。但是，这些理论都存在非常大的缺
陷，随着科学家对阿波罗计划带回的月球样
品的深入研究，这些理论逐步被废弃了。

阿波罗计划带回的382公斤的月球样品
有很多种，比如斜长岩、玄武岩、橄榄岩等
等。这说明，月球是高度演化的，并不是一个
混沌的大球。这就否定了尤雷的说法，因为
根据他的假设，月球由冷的原始星尘汇聚而
成，它不应该有这么大程度的分异。月球起
源的关键证据来自于对月球样品化学组成的
研究，尤其是氧同位素。

氧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元素，我们每天都
在和它打交道。一个氧原子的原子核里有8
个质子，它决定了氧元素的性质，此外还有不
同数目的中子，分别为8、9、10个。所以氧元
素就有 3种不同组成的原子核，分别记作
O16、O17和O18，称为氧的三种同位素。在
太阳系中，由于不同星体的演化历史不同，它
们包含的氧同位素含量的比值和演化趋势是
不一样的，所以可以通过测定氧同位素的比
值来推测它们是否具有相同的起源。对阿波
罗样品的研究表明，地球和月球的岩石具有
高度相似的氧同位素组成，这说明它们来自
于同一个母体。但地月之间又有不同之处，
比如月球的铁含量明显偏低，易挥发组分偏
低，而难熔元素又明显偏高。

这些证据促使美国地质学家哈特曼和戴
维斯在1975年正式提出大撞击理论。他们
认为在地球形成后不久，一个火星大小（直径
约1200公里）的小型星体快速与地球相撞，
并抛射出约两个月球质量的物质，一部分落
回地球，一部分则在地球外凝结，形成了月
球。在2000年，这个撞向地球的星体被命名
为忒伊亚（希腊神话中月亮女神塞勒涅的母
亲）。在它们相撞的时候，地球已经完成了地
核和地幔的分化，即地球上的铁元素大多已
经下沉到地核中，斜着飞过来的忒伊亚只是
撞上了贫铁的地幔，这就是月球铁含量低的
原因。而撞出去的岩石几乎都变成了熔体甚
至气态，易挥发的元素比如氢、氯等挥发掉
了，而难熔的元素，比如钙、铝等则非常富
集。地月具有相同来源，所以它们的氧同位
素组成一致。地球和月球的成分既有相同，
又有不同，从而否定了共生说和捕获说，因为
这两个学说要求地月的组成要么完全相同，
要么有巨大差异。

明月几时有？
揭开月亮芳龄的奥秘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是宋

代诗人苏轼的疑问，但显然，他并没
有得到答案。不仅苏轼不知道，直到
大约一千年后，阿波罗号登月前，人
们仍然不知道月球是在什么时候形
成的。获取月球的年龄，仍旧要借助
阿波罗计划采回的月球样品。

大撞击形成了大量的熔融物质，
由它凝结形成的月球几乎也是一个
熔融的大石球，科学家称之为岩浆
海。后来，随着温度的降低，岩浆海
逐渐冷凝结晶，形成晶体。不同的矿
物结晶顺序不一样，比如橄榄石和辉
石最先结晶，而且比较重，会沉到岩
浆海的底部，组成了月幔。后结晶的
斜长石比较轻，漂浮在岩浆海的上
方，就形成了斜长岩组成的月壳。在
月球冷却以后，又遭受了大规模的陨
石撞击，斜长岩的月壳被撞出大量的
撞击坑。后来，撞击坑被深部来的玄
武岩岩浆填充，就成了我们看到的月
海，而斜长岩质的月壳就被称为高
地。月海的玄武岩呈黑色，反光性
差，而高地的斜长岩为浅色，反光性
好，这就形成了我们晚上看到的明亮
而又有暗斑的月亮。月球年龄的秘
密就隐藏在这些岩石之中。

阿波罗11、12、14号降落在月海
之中，采回来的大都是玄武岩，年龄

一般为30亿-40亿年。最老的玄武
岩来自于阿波罗13号，为43亿年。
这说明在30亿年前左右，月球的火山
活动基本停止了，月表趋于沉寂。

2017年，一项新研究测定了阿波
罗14号返回的几块月海玄武岩中锆
石的同位素组成。锆石是一种非常
稳定的矿物，可以长久地保存形成之
初时的信息。科学家发现，根据锆石
中放射性同位素的衰变规律，推断月
球至少在45.1亿年前的时候就已经
形成了。

我们目前发现的太阳系最古老
的岩石是一块未分异的球粒陨石，年
龄为45.67亿年。如果我们把这个时
间作为太阳系形成的时刻，那么月亮
至少在太阳系形成约5000万年后就
已经存在了。

根据阿波罗计划返回的样品以
及其他的研究手段，我们可以勾勒出
月亮早期的历史：大约46亿年前，太
阳系开始形成，太阳周围有大量的碎
屑块体，也开始慢慢集结，形成大的

行星；大约在45.5亿年前的时候，原
始地球已经成型，而且温度很高，内
部地核和地幔开始分化，铁等较重的
元素下沉形成地核；又过了几千万
年，一个叫忒伊亚的星体高速撞上地
球，激起了大量物质抛洒到地球周
围，与忒伊亚星体凝结形成了月球，
这个时间可能在45.3亿年前左右，之
后月球的岩浆海逐渐分异出自己的
月核、月幔和月壳。在40亿-38亿年
前，月球遭受了大量撞击，表面形成
了无数大大小小的撞击坑，并被后来
上涌的岩浆填充，形成暗色的月海。
撞击较轻的地方仍旧是明亮的高
地。在30亿年前左右，撞击减少，月
球的岩浆、构造活动也基本停止，月
球的面貌就固定了下来。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苏轼的疑问
了：大约在45亿年以前，月亮就已经
存在了，而在30亿年前左右，它的面
貌就基本固定下来了，从而让古代的
中国人根据月亮上的图案想像出嫦
娥、玉兔和桂树的故事。

科技 察观
◢

月球岩石样品。

咸安凤凰社区法治创文宣讲

三方联动进校园
本报讯 记者熊大平、通讯员彭红、杨丽报道：为了进一

步营造浓厚的法治平安建设及创文宣传氛围，12月3日，咸
安区凤凰社区结合辖区内的咸宁市第十四小学举办冬季运
动会的契机，依托“社区、辖区单位、志愿者”三方联动机制，
开展了“法治平安建设、创文进校园”专题宣讲活动。

运动场上聚集了全校近1100余名师生和家长，聚精会神
地学习凤凰社区关于《法治平安建设》和《共建文明城市 共享
幸福生活》致居民的一封信，宣讲会上告知师生和家长们要

“学法、懂法、知法、守法”，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为大家
分享了一道法治、创文宣讲进校园的文化大餐，进一步增强
了青少年的法律意识。

志愿者们现场发放法治平安建设及创文资料1100余份，
同时为大家讲解了文明交通、爱护环境、法治平安建设等相
关知识，通过培养一个学生牵动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用

“小手牵大手”来调动全民积极性，使文明法治建设理念深入
人心，进一步提高了居民的文明素养，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营造良好的环境。

哈尔滨工业大学向鄂南高中

授牌优质生源基地
本报讯 通讯员余茹报道：12月9日，鄂南高级中学举

行哈尔滨工业大学优秀生源基地授牌仪式。市教育局党组
成员，鄂南高中校长、党委书记袁慎彬出席仪式并致辞，哈尔
滨工业大学招生办主任邢朝霞出席仪式并讲话。

袁慎彬指出，工业强则国强，理工类专业持续向好发展
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哈工大是我国C9名校、工科强
校，在哈工大的培养下，鄂南高中一批杰出校友走上了国家
重要岗位，成为各行业的优秀人才。

他希望以此次授牌活动为契机，深入交流，深化合作，依
托哈工大丰富的教学资源和强大的师资力量，搭建优秀学子
成长的桥梁，借力哈工大，帮助鄂高实现更好更快的发展。

袁慎彬要求做好对接与服务，深入研究C9（包括清华大
学、北京大学）及“双一流”高校新高考招生录取政策，积极探
索联合培养、接力育人新模式，让更多的鄂高学生了解名校、
考上名校。

邢朝霞详细介绍了哈工大的办学历史和特色，向鄂南高
中授予“哈尔滨工业大学优质生源基地”牌匾。她肯定了鄂
南高中学子优良的能力和素质，希望有更多优秀学生报考哈
工大。

授牌仪式结束后，邢朝霞在鄂南高中学术报告厅，以《新
高考制度下大学专业选科与生涯规划》为题，为高一年级部
分学生作专题讲座。

市教育局举行骨干教师培训班

学习3D打印操作技能
本报讯 通讯员余茹报道：为积极推进“现代教育装备

技术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工作，提升骨干教师3D打印技术
应用能力，12月7日至8日，市教育局在咸宁实验外国语学校
举办咸宁市现代教育装备技术综合改革实验区骨干教师培
训班。

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咸宁实验外国语学校校长甘老久致
辞，充分肯定了创客教育对学生素质培养的重要性，寄语与
会教师学有所获、学有所成。

教育部装备中心张敏博士出席会议并讲话。她指出，咸
宁作为全国3D打印实验区之一，要由浅入深、由点及面地推
动3D打印技术教育应用，真正实现装备课程化。张敏还与
一线信息技术教师进行了深入交流，肯定了他们的教学成
果，并勉励他们用专业和情怀让教育成为一项有温度的事
业。

本次培训班以“理论报告+实践操作”的模式进行。7日
至8日上午听理论学习，下午实操巩固，确保培训效果。实操
培训从成果入手，学员们认真学习3D打印教学相关操作技
能，为今后教育教学工作开展打下坚实基础。

培训结束后，还为参训合格的学员颁发了结业证书，学
员们一致表示收获很大。这次培训，从建模到切片，再到打
印成品，全过程自主操作，学习系统而深入，解决了不少困扰
已久的操作性问题。

市教育局发布寒假放假通知

今年寒假最长达30天
本报讯 记者镇强、刘念、通讯员余茹报道：近日，市教

育局发布中小学寒假放假通知，今年寒假最长达30天。
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幼儿园）：从2020年1月11日

（农历腊月十七）开始。普通高中：从2020年1月17日（农历
腊月二十三）开始。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幼儿园）：2月9
日（农历正月十六）报到，2月10日（农历正月十七）正式上
课。普通高中：2月6日（农历正月十三）正式上课，其中高三
年级2月1日（农历正月初八）正式上课。

通知要求，各县(市、区)教育局和学校要认真落实“增效
减负提质”的要求，不得以任何借口在假期要求或组织学生
集体到校上课、补课或统一组织自习，不得在假期联合或将
校舍租借给社会力量办学机构用于开办补习班、培训班。严
格控制寒假作业数量和难度，假期学科书面作业要适量精
炼，提倡根据学生年龄特点和身心发展规律布置实践性、探
究性作业。

通知强调，禁止中小学在职教师有偿家教，坚决杜绝违
规办学行为。

同时，各县(市、区)教育局和学校要积极开展对农村留守
儿童、随迁子女、残疾儿童及贫困家庭子女等特殊群体“送温
暖”活动；要加强交通、旅游、上网、卫生等方面安全和防范常
识的教育，切实提高学生安全意识，避免意外伤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