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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鼓励青少年积极参与科
技创新活动，培养青少年创新
精神与实践能力，扎实推进知
识产权宣传教育活动的广泛开
展，10 月 20 日，由吉林省市场
监督管理厅、吉林省教育厅联
合主办，东北师大附中明珠学
校、吉林省知识产权事务中心
协办的“吉林省 2019 年青少年
发明创造大赛”决赛在我校体
育馆隆重举行。

自 4 月份下发比赛通知开
始，经过作品提交、专家初评
和复评等环节，共有来自 119
所学校的 185 件作品进入决赛。

决赛当天，来自全省各地市的
500 余名师生、学生家长、各市
州科技局、教育局的领队及媒
体朋友齐聚我校，活动现场气
氛热烈、秩序井然。12 位评审
专家通过两轮评审，最终评选
出 金 奖 60 项、 银 奖 60 项、 铜
奖 65 项。我校的 5 位参赛选手
获得了 3 金、1 银、1 铜的好成
绩！

当天下午，举行了隆重的
大赛闭幕暨颁奖仪式。东北师
大附中党委书记、明珠校区刘
丽君校长致辞，她向各位领导
和来宾表示欢迎，对取得佳绩

2018 级 3 班  尹瀚阳

料在在空气中就会迅速冷却，
凝固成型。只要几次的练习，
就能画出你想要的作品，创造
出属于自己的立体小世界。

3D 打印笔社团已走过四个
年头，在王晰宇老师的耐心指
导下，我们不断探索，不断创造，
不断进步。从初一刚来社团时
连一件成型的作品都无法完成，

到现在能够轻松完成复杂的三
维结构；从刚开始时的嬉笑玩
闹，到想着如何为社团增光添
彩，创造佳绩。在社团活动中，
我收获了创造的喜悦，也收获
了真挚的友谊。

欢迎同学们加入 3D 打印笔
社团，一起感受 3D 打印笔的神
奇之处！             

同学们还记得《神笔马良》
的传奇故事吗？故事中的“神笔”
可以将所画的东西变为现实，如果
你想拥有这样一支“神笔”，不妨
来我们 3D 打印笔社团看看吧。

3D打印笔打破了纸张限制，
你只需要连通电源，等笔端加热
到一定温度后，挤出受热融化的
PLA·ABS 无毒塑料，热融的材

2018 级 17 班   郑宇轩 

社团日记

诺
贝
尔
传
奇

在世界科学史上，有这样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他不
仅把自己的毕生精力全部贡献给了科学事业，而且还在
身后留下遗嘱，把自己的遗产全部捐献给科学事业，用
以奖掖后人，向科学的高峰努力攀登。今天，以他的名
字命名的科学奖，已经成为举世瞩目的最高科学大奖。
他的名字和人类在科学探索中取得的成就一道，永远地
留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文明史册上。这位伟大的科学家，
就是世人皆知的瑞典化学家诺贝尔。

诺贝尔，全名阿尔弗雷德·贝恩哈德·诺贝尔，瑞
典化学家、工程师、发明家，1833 年 10 月 21 日出生
于斯德哥尔摩。1863 年，诺贝尔与父亲及弟弟一同研
制炸药，在一起意外爆炸事故中，工厂被炸毁，诺贝尔
的弟弟也在此次爆炸中丧生。政府也禁止他们再进行试
验，诺贝尔不得已将实验室搬到了斯德哥尔摩市郊外马
拉湖的一条驳船上。1864 年，诺贝尔取得硝化甘油炸
药发明的专利权；1867 年，发明安全雷管引爆装置；
1888 年，发明了用来制造军用炮弹、手雷和弹药的无
烟炸药。诺贝尔在炸药方面的一系列发明使他成为“现
代炸药之父”。

除了在炸药方面的巨大成就，诺贝尔在电化学、光
学、生物学、生理学和文学等方面也都有一定的建树。
诺贝尔对于使用硝化甘油的导火线、无声枪炮、金属的
硬化处理、焊接、熔接，以及子弹的安定、使用瓦斯的
海底装备极其安全性、救助海难用火箭等，都有理论研
究和实际应用上的成就；他在人造橡胶、人造皮革及以
硝化纤维素为基础制造真漆或染料、人造宝石等方面也
都进行了创造性的实验研究。2011 年，为了纪念诺贝
尔做出的贡献，人造元素锘（Nobelium）以诺贝尔命名。

诺贝尔一生拥有 355 项专利发明，并在欧美等五大
洲 20 个国家开设了约 100 家公司和工厂，积累了巨额
财富。1895 年，诺贝尔立遗嘱将其遗产（约 920 万美
元）作为基金，将每年所得利息分为 5 份，设立诺贝尔
奖，分为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文学奖
及和平奖 5 种奖金（1969 年瑞典银行增设经济学奖），

授予世界各国在这些领域对人类做出重大贡献的人。
2019 年 10 月 7 日起，新一届的诺贝尔奖得主在瑞

典皇家科学院陆续公布。其中，2018 年与 2019 年诺贝
尔文学奖同时公布，获奖名单如下：

奖项 获奖人 获奖原因

生理学和
医学奖

美国科学家威廉·凯林、
格雷格·塞门扎以及英国
科学家彼得·拉特克利夫

发现细胞如何感知和
适应氧气供应。

物理学奖

加拿大裔美国科学家詹姆
斯·皮布尔斯、瑞士科学
家米歇尔·马约尔、瑞士
科学家迪迪埃·奎洛兹

对于物理宇宙学方面
的理论发现，发现了
围绕其他类太阳恒星
运行的系外行星。

化学奖
美国科学家约翰·古迪纳
夫、斯坦利·惠廷厄姆和

日本科学家吉野彰

对于锂离子电池的探
究与研发。

和平奖
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艾

哈迈德·阿里

为实现和平与国际合
作所做的努力，特别
是为解决与邻国厄立
特里亚的边界冲突所
采取的果断行动。

经济学奖

美国经济学家阿比吉特·
班纳吉、迈克尔·克雷默
和法国经济学家艾丝特·

杜芙若

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
的实验性做法。

文学奖
（2018）

波兰作家奥尔加·托卡
尔丘克

对于叙事的想象充满
百科全书式的热情，
象征着一种跨界的生

活形式

文学奖
（2019）

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

凭借着具有语言学才
能的有影响力的作

品，探索了人类体验
的外延和特性

2018 级 5 班 李朋宵

的参赛师生表示祝贺，介绍了
我校在科技创新教育方面的工
作和成绩，鼓励青少年要树立
理想、奋发进取，努力成长为
国家的栋梁之材。教育厅基础
教育处徐晓强处长宣读表彰决
定，由评审专家与参加闭幕式
的领导为获奖选手颁发奖牌和
吉祥物。 

今年是吉林省市场监管厅
和吉林省教育厅联合举办的第
三届青少年发明创造大赛，本
届大赛的成功举办，既是对我
省青少年发明创造新成果的一
次集中展示，更是激发青少年

征文
启事

创新意识的一个重要举措，同
时必将对推动我省中小学知识
产权宣传教育工作产生积极促
进作用。

我校作为三次协办单位和
决赛的主场单位，筹备工作得
到了主办方和各参赛单位的高
度评价。作为全国、吉林省、
长春市三级知识产权教育试点
学校，我校还将继续努力，不
断探索科技创新模式，全面提
升学生科学素养，朝着“放飞
科技梦想，成就创新名校”的
宏伟目标不断前进！

我校参赛选手在比赛现场

全国三维创新设计大赛吉林省选拔赛暨
明珠少年科学院三维创意设计邀请赛圆满落幕

吉林省2019年青少年发明创造大赛在我校圆满落幕

10 月 26 日，全国三维创新
设计大赛（简称 3D 大赛）吉林
省选拔赛暨明珠少年科学院三
维创意设计邀请赛在我校圆满
落幕。来自长春市 34 所中小学
校 77 支队伍共计 280 余人参加
了团队赛，170 位选手参加了个
人赛，200 多位指导教师和家长
观摩了比赛。

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
大赛已成功举办至第 12 届，赛
事规模不断扩大，参赛学校超
过 600 所、初赛参赛人数累积
突破 700 万人。大赛被业界人
士誉为“创客嘉年华”、“3D
奥林匹克”、“创新设计奥斯卡”。
我校作为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

吉林省2019年青少年发明创造大赛
决赛现场

刘丽君校长陪同省市场监督管理厅
副厅长李继武等领导参观展览

东北师大附中党委书记、明珠校区
刘丽君校长致辞

设计大赛吉林省青少年组比赛考
试基地，承办了本次全国 3D 大
赛吉林省选拔赛。

个人赛比赛现场

团队赛选手参加现场答辩

经过评审，个人赛评出金奖
20 个，银奖 25 个，铜奖 30 个；
团队赛评出 5 个特等奖、14 个
一等奖、23 个二等奖和 34 个三
等奖。高俊明副校长和四位评审
专家为获奖选手颁发了奖牌和获
奖证书。

 个人赛金奖获得者与高俊明副校
长合影留念

我校学生在本次大赛上表现

不俗，个人赛选手获得两个金
奖、三个银奖、两个铜奖，两
只团队赛队伍获得初中组一个
特等奖（共两个特等奖），一
个一等奖。

三年来，学校在自身科技
创新教育快速发展的同时，积
极承担社会责任，努力发挥辐
射带动作用，高规格、精细化
的组织承办省市区各级科技创
新赛事，先后有 4500 余名师生、
2000余位家长来学校参加活动、
交流学习，营造了积极活跃的
科创教育氛围，为本地区的科
技创新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

         撰稿：蔡文涛、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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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就有半个足球场大小的森林被烧毁。火
灾产生的浓烟导致 1700 多英里以外的圣保
罗市上空被黑烟笼罩，明明是大白天却犹
如黑夜一般。“为亚马逊祈祷！”成为社
交网络上的热门话题。那这场大火真正的
起因是什么？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

每年 6 月至 10 月是亚马孙盆地的旱
季，巴西国家空间研究所表示，旱季是火
灾发生的原因之一，但今年亚马孙地区的
降雨量仅略低于平均水平，并未出现异常，
热带雨林的环境非常潮湿，全年湿度高达
77％ ~88％，因此人类活动才是火灾频发
的罪魁祸首。为了扩大用于放牧或耕种的
土地面积，人们不断采伐雨林，并通过燃
烧树枝、树叶等清理现场，这些活动导致
了火灾的蔓延。

图2 航拍亚马逊雨林大火火情

巴西的亚马逊雨林正在遭到严重的破
坏，热带雨林面积正以惊人的速度减少，
森林覆盖率已从原来的 80% 减少到 58%，
以致动植物资源遭到破坏，造成水土流失、
暴雨、旱灾、土地荒漠化等一系列环境问题。
环境专家托马斯·洛夫乔伊的研究团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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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多视角汽车侧视镜

2019 级 13 班  王博扬
汽车后视镜是汽车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驾驶过程中使用频率极高。现在普遍应
用的汽车后视镜用于观察车后侧情况，视
野单一。在驾驶员的视角上，车前轮两侧
有很大的视线盲区，是通过汽车后视镜无
法观察到的（如图 1 所示，绿色区域为后
视镜可视视角，红色区域为视角盲区）。
在停车入位、两车错车行驶中，驾驶员需
要观察汽车前轮状况进行准确操作，这些
视角盲区给驾驶员带来很多不便和安全隐
患。这个发明作品克服了这个弊端，通过
新型多视角汽车侧视镜使驾驶者很便捷的
看到车两侧各个视角，这样驾驶就更加轻
松和安全了。

图1 汽车后视镜的视角分析图

经过网络资料的查询和学习以及市场
调研发现，目前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有三
个：第一，加装影像。比如奔驰车的 360
度泊车影像，能通过车内显示屏幕看见车
外全视角。这种方式造价高昂，只有一些
高端车配备，而且驾驶员观察车内影像时，
视线无法同时照顾到车窗外状况，操作上
不是很便捷。第二，在后视镜上加装反射
镜。这种方式不美观，还影响倒车镜的折
叠闭合，而且通过镜面反射的图像是反向

的，和实际的图像是相逆的，驾驶员容易
判断失误，极其不方便使用，因此市面上
很少有车辆安装。第三，车前加装反射镜。
这种形式视野范围很小，而且依然有盲区，
反射镜离驾驶者较远，看不清使用，也很
少有用的。

综上所述，以上三种解决方案均有一
些缺点。通过反复思考和试验，在照相机
的设计原理启发下，尝试用光线折射方法
改造后视镜，解决视角盲区。照相机的主
要构件“五棱镜”可以将平面图像形成在
90 度垂直面上，正可以解决车前的视线盲
区（图 2）。但五棱镜极其昂贵，应用在
汽车后视镜上不够经济。于是又想到用五
棱镜的光路原理，采用五面镜形式，在底
视窗通过凹凸透镜扩大视野，在有限的视
窗内最大限度增大视野范围，这样既克服
了三面镜的逆图像问题，又很经济实用。
设计完成后，在修配厂寻得淘汰后视镜进
行拆解改装组装试验，反复试验组装，形
成这款新型多视角汽车侧视镜雏形。

图2 新型多视角汽车侧视镜盲区观察区原理分析

产品做成后，经过安装在汽车上的试
验，基本符合预期设计想法，能够解决视
线盲区问题，而且司机在驾驶时利用视线
余光就可观察到，非常方便和安全。

图3 驾驶员视角的新型多视角侧视镜效果

由于是手工测试完成，试验的车型有限。
但在不同的车型应用时可以用此设计原理，
镜面的尺寸和角度需要配合不同车型进行专
业的光学设计完成。进一步改进方案是，计
划结合电路电机专业设计，让汽车侧视镜所
有视窗均能实现电动智能调节。

图4 齐若彤向大赛评委介绍作品

作者简介：

齐若彤，女，东北师大附中明珠学校

2017 级 14 班学生。发明作品《新型多视角

汽车侧视镜》在吉林省 2019 年发明创造大

赛中荣获金奖。

DIY 工坊

世界上首个数字人类曝光！
美国《华盛顿邮报》近日报道，78 岁

的间谍小说家、好莱坞编剧安德鲁·卡普
兰已同意成为“AndyBot”，一个数字人，
他将在云上永生数百年，甚至数千年。如
果一切按照计划进行，未来几代人将能够
使用移动设备或亚马逊的 Alexa 等语音计
算平台与他互动，向他提问，听他讲述故事，
即使在他的肉身去世很久之后，仍能得到
他一生经验的宝贵建议。

卡普兰成为数字人，实质上就是在网
络中存在的虚拟人，是利用了网络、AI 技

最近，关于亚马逊雨林大火的报道引
发了大量网友的关注甚至是恐慌，已经连
续燃烧了几个星期的大火正在成为一个全
球性的热点话题。本期的《视界》栏目，
让我们聚焦正在熊熊燃烧的“地球之肺”。

亚马逊热带雨林，横跨巴西（占森林
面积的 60%）、哥伦比亚、秘鲁等 9 个南
美洲国家，占地 550 万平方公里。据统计，
这一林区蕴藏的木材占全世界木材总蕴藏
量的 45%，生物物种占世界总量的 10%，
淡水资源占世界总量的 18%，是人类非常
珍贵的生物资源宝库。亚马逊雨林中的树
木吸收了全球森林吸收碳排放量的 25%，
产生的氧气和水蒸气形成了天然的地球降
温系统，是平衡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力量。

科技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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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钟冷知识
动物园里黑猩猩模仿人类的频率

与人类模仿黑猩猩相当？
模仿，是人类发展的基础，它既帮助

我们获得、传递技能和知识，又有助于促
进社会交流与互动。对于类人猿来说，模
仿也是非常有效的学习方式。研究人员在
系统地研究动物园中的黑猩猩与游客之间
自发性的模仿行为时发现。在动物园里，
黑猩猩和游客都试图用各种花招吸引对方
的注意，你模仿黑猩猩的时候，黑猩猩也
会模仿你，双方的模仿范围没什么差别，
都有约 10% 的行为是在模仿对方。

为什么自行车车胎充气后骑着
轻，没气时骑着重？

理 想 情 况 下， 自 行 车 在 公 路 上 行 驶
不需要外力驱动。实际情况下，理想的条
件不能被满足。当自行车胎没气时，行驶
过程中车胎一直处在压扁——释放——压
扁——释放的状态，这个过程使大量的机
械能转化成内能，能量利用率降低，所以
自行车骑起来会变重。

为什么长寿的人的耳朵更大？
现代研究认为，人和其它哺乳动物一

样，成年后虽然全身和内脏的生长发育停
止了，但耳朵却是惟一的例外，它一辈子
都在不断长大，平均每 10 年长 1.4 ～ 2.2
毫米。由于耳廓的长度随着年龄的增长越
来越长，因此老年人的耳朵比青年人的确
实要大。从这个观点看，长寿者并非是耳
朵大了寿命才长，而是寿命长了耳朵才长
得大。

燃烧的“地球之肺”

术、数字助理设备和通讯对话等手段，让
一个人的音容笑貌能长远地生存于网络空
间，同时具有实时和互动感。对数字人的
创新与探索，成了人们追寻永生的一个意
外收获，这也是现代科技发展的必然结果。
以人工智能与信息网络技术支撑的数字化
生命不再关心肉身，而是着重保存和探索
人的思想、意识，是要把一个人在其一生
中的所有经历与想法，包括声音、语言风
格与行为模式都保存下来，还可以通过 AI
与人们互动，这就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高级
生命。这样的高级生命除了能满足亲朋好
友对逝去亲人的思念与情感寄托外，更扩
展了生命的哲学意义。

在央视的 6 集纪录片《创新中国》中，
就采用了已去逝的播音员李易浑厚稳定的
嗓音。这就是 AI 合成的配音，但是没有出
现人物的影像。新华社的中国首个“人工
智能主持人”，则采用了与数字人相似的

技术，以活着的人为模板，模仿的是新华
社主持人邱浩。从邱浩的外形、声音、眼
神，以及脸部动作、嘴唇动作，AI（合成）
主播与真人邱浩的相似度高达 99.9%。

未来，所有人都可以通过成为数字人
而在网络上永生。由于这样的数字人还可
以同活着的人互动，也就能实现和诠释“死
亡不是真的逝去，遗忘才是永恒的消亡”。
有人表示担心，万一遭到勒索软件怎么办？

“给我 100 万比特币，否则你奶奶会遭殃！”
此外，有人可能由于陷入困境、无法再负
担订阅费用而再次失去所爱之人，这不是
很残忍吗？

你认为将逝去亲人朋友变成数字人类，
记忆永生的想法怎么样？如果可以，你会
这样做吗？

参考文献来源：中国新闻周刊、新智元

图1 亚马逊热带雨林

今年 1~8 月亚马逊热带雨林发生了超
过 72000 起火灾，相比往年，今年亚马逊
雨林中火灾的发生更加频繁、影响区域更
大，更多的林地被烧毁。巴西的国家太空
研究机构（INPE）的数据显示，每天每分

据建模计算的结果指出，倘若亚马逊雨林
的森林覆盖率继续下降，亚马逊雨林的生
态平衡将面临不可逆转的破坏，雨林的中
部和南部地区将永久性退化为稀树草原。

毋须多言亚马逊雨林非凡的生态意义，
但雨林破坏的背后，其实是巴西经济发展
的困境。巴西贫困人口高达 5480 万，占全
国总人口的 26.5%，尤其是在经济落后的
东北部，有超过 40% 甚至一半人口处于贫
困线以下。巴西政府对亚马逊雨林的过度
开发、对毁林开荒的过度依赖，是由巴西
长年经济危机所决定的。巴西政府首先要
解决本国的重重危机与经济困境，无暇考
虑环保问题；发达国家看似忧心亚马逊大
火造成的生态变化、唇亡齿寒，实则也是
已度过了用环境污染换取发展的阶段；而
环保人士更是清楚破坏自然所付出的代价，
最终还是要全人类去偿还。

寻找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平衡一直
是困扰国际社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一
个难题。中国也面临环境保护的艰巨任务。
近年来，中国改变经济发展方式，绿色经
济已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有
数据显示，2018 年中国绿色经济产值约为
6 万亿元；预计到 2025 年达到 12 万亿元，
约占 GDP 的 8%。这意味着，注重生态环
境保护、提高资源使用效率的发展方式，
依然能为经济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面对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协调发展的
共同课题，国际社会应当携手同行，共同
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