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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0 日下午，北国春城银装素裹，室外天寒地冻，学校小
礼堂里却春意盎然！一场别开生面的讲座正在进行，不时传来掌
声和欢呼声！原来是学校第十届科技节专家进校园系列活动之一，
北京大学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为同学们做《植物与人类文
明》的高端讲座。

顾老师从一位植物学家的视角，讲述了植物的驯化育种、农
业发展与人类文明、植物保护、植物与药物、自然界中的转基因
等话题，讲解深入浅出、材料丰富详实，语言生动幽默，师生沉
浸在快乐的植物知识学习氛围中。

讲座的最后，顾老师和同学们进行了互动。在顾老师展示一
张植物花朵后，同学们纷纷举手抢答，答对的同学获赠由北京大
学原校长许智宏老师和顾老师共同编著的一本《燕園艸木》，由
刘丽君校长亲自颁奖。顾老师赞扬了同学们的表现，她认为附中
的学生能有这样丰富的植物学知识，这在全国初中是不多见的。
顾老师对学校重视科技教育、通过各种科技活动激发学生对科学
的兴趣给以高度评价，鼓励同学们将来成为像屠呦呦一样伟大的
科学家，为人类文明做出贡献！

东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研究生导
师刘宝老师，博士研究生导师肖洪兴老师及学校部分领导，初二年
级部分学生现场聆听了讲座，并通过校园电视台向全校现场直播。

精彩的讲座结束了，但是提升师生科学素养，增强师生对科
学技术的理解、掌握和运用能力，把科学理念植于校园文化体系，
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今后，我们还要继续推动专家进校园系列活动，
让科学之光照耀校园！让科学的光辉温暖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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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
的东北师大附中
明珠校区科技节
来啦！本次科技
节以“体验、创
新、成长”为主
题，在为期一个
月的时间里，将
举行参观体验、
科普报告、成果
展示、调查研究、
科技竞赛等 5 个
大类、18个小项
的活动。让小编
带你一起来体验
属于明珠学子的
科技盛宴吧！

系
列
活
动
报
道

11 月 20 日中午，东北师大
附中明珠校区第十届科技节成果
展示活动在二楼圆厅拉开帷幕，
初一、初二年级各班同学分时段
进行了参观体验。

本次展示活动汇集了我校科
技创新教育的系列成果。3D 打
印、机器人、航模、DI创新思维、
3D 打印笔、电子创客等科技类
社团成员踊跃参与、精心筹备，
将社团活动的成果呈现给我校师
生。活动中，同学们还亲身体验
了 VR 虚拟现实技术的魅力，品
尝了使用 3D 打印技术制作的巧
克力。在刚落幕的 2019 年吉林
省发明创造大赛中获奖的选手也

带来了他们的作品，分享了自己在学习研究过程中的收获。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秩序井然，明珠学子的创新精神和动手能力

让人印象深刻，师生在体验交流和思维碰撞中又有了新的感悟与收获。

11 月 20 日，在学校小礼堂还进行了科技知识竞赛，共有六组
队员通过初赛阶段进入了决赛。除了来到现场加油助威的班级外，
此次比赛还在校内进行了直播报道。

比赛过程分为选手必答题、抢答题和秒杀题三个环节，最激动
人心的是秒杀题双倍积分题部分，随着难度的不断增高，选手们的
答题也从一开始的信心满满，到后来的仔细斟酌，竞赛过程扣人心弦，
观众席上的师生也不断发出热烈的掌声，将本次活动推向了高潮。

经过激烈的角逐，初二年级 10 班、23 班、25 班获得优胜奖，
18班获得季军，20班获得亚军，5班获得冠军，恭喜以上获奖班级。
科技知识竞赛活动开拓了同学们的视野，丰富了同学们的课外知
识结构，激发了同学们对科学探索的热情，达到了良好的科技创
新教育效果和目标。

11 月 1 日 下
午，由高俊明副
校长带队，初一
年级学生代表来
到吉林省物联网
技术应用展示中
心参观学习。

讲 解 员 老 师
向同学们介绍了
物联网的相关概
念和发展现状，
物联网技术目前
已成为当今科技
创新与国际竞争
的制高点，是新
一轮产业革命的
重要方向与推动

力量。我国“十二五”规划已将物联网列为重点发展
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中国已成为全球物联网
发展最为活跃的地区。

展示中心分为迎宾展示区、标准化主题展区、智
慧农业展区、智能工业及物流展区、智慧医疗养老展
区、智能家居展区、智能楼宇安防展区、物品编码展
示区等八个部分。通过逼真的模拟场景、良好的交互
体验、先进的展示技术、丰富的展示内容，全方位地
展示了物联网技术在经济、社会、民生等领域应用，
以及为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的巨大变革。

11 月 18 日，科技节系列活动之程序设计竞赛在
我校信息科创中心举行，共计 112 名热爱编程的初一、
初二学生参加此次程序设计竞赛。

本次程序设
计竞赛中，一共
有 11 道题目，使
用计算机编程、
在线提交程序、
在线测试程序的
模式进行比赛。
竞赛题目需要参
赛选手发挥自己
的聪明才智，运
用编程能力解决
数学实际问题。
最终，刚刚学习
信息学奥赛不到

撰   稿：赵   磊

撰   稿：任雪亮

撰   稿：赵   磊2019 级 21 班 耿铭泽    2018 级 11 班 宗千然

撰   稿：李   兵

我校师生赴吉林省物联网
技术应用展示中心参观学习 

科技节程序设计竞赛

明珠科技节，大咖来助阵！

科技节科技成果展示活动科技节科技知识竞赛活动

科技筑梦，智汇校园。
科技节是校园科创文化的缩
影，更是师生发挥创造能力、
展示创新魅力的舞台。东北师
大附中明珠校区将持续推进科
技创新教育改革，统筹规划校
内外优质教育资源，引领学生
树立科技创新意识和科学探究
精神，践行我校“为学生一生
奠基，对民族未来负责”的教
育理念！在“放飞科技梦想，
成就创新名校”目标的指引下
砥砺前行！

为期一个月的科技节系
列活动还处于正在进行时，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小编下
回分解。

明珠少年科学院院刊               2019 年 12 月 2 日

11 月 15 日 中
午，明珠少年科学
院“实验操作达人
赛“在生物实验室
和物理实验室同时
开展。

来自初一年级
各班的 23 名同学在
生物实验室参加了
生物实验能力大比
拼，参与比赛的同
学们通过使用显微
镜，观察被贴上遮

挡标签的永久装片，结合自己所学的生物学知识，辨
识所观察到的永久装片的类型及名称，整个考核过程
虽只有十五分钟，但气氛却紧张有序，同学们分秒必
争，眼睛一直没有离开显微镜，力争取得优异成绩，
证明自己的实力。 

来自初二年级的 28 组 56 名学生参加了物理学
科——玩转乒乓球的实验技巧大比拼。比赛规则是 10
个高脚杯和 10 个烧杯中各放入一个乒乓球，每组学
生在不接触杯子的情况下将乒乓球吹出，在 20 秒时
间内，吹出乒乓球个数多的获胜。比赛现场气氛十分
热烈，28 组选手依次登场，全心投入，激动的助威声
充满了教室。

经过生物教研组和物理教研组老师们的精心组织，
本次实验达人赛获得圆满成功。将有趣的科学知识融
入学生的校园生活，不仅开阔了同学们的视野，提高
了学生的动手能力，更激发了同学们探索科学的热情。

科技节实验操作达人比赛活动
撰   稿：刘  重   万怀予

一年时间的初一新手张一鸣同学以 875 分的成绩获得
全场冠军。一等奖获奖名单：张一鸣、王冠尧、董镕睿、
林江鸿、贾童。

信息学奥赛作为我校发展科技创新教育中的一个
重要项目，频频传来喜报，在过去的几年内硕果累累。
在 2018 年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联赛中，27 人
获得普及组（初中组）一等奖（吉林省普及组一等奖
共 42 人），5 人获得提高组（高中组）一等奖，其中
孙嘉伟、李新年两位同学进入吉林省省队。2019 年 1
月 23 日，孙嘉伟同学在北京大学全国优秀中学生信
息学冬季体验营活动中，经过三场上机考试，获得北
京大学学科专家组高度认可，获得北京大学自主招生
最优惠政策，开创了吉林省初中学生获得北大招生政
策的先例。2019 年 7 月 19 日，东北师大附中明珠学
校 2017 届优秀毕业生李天晓同学在第 36 届全国信息
学奥林匹克竞赛获得金奖并入选国家集训队，保送清
华大学。

科技节活动，
下期更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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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级 18 班 于路平

小时候，我就是个好奇心很强的孩子，
而我的好奇心主要集中在一个领域——自
然。我捉蝴蝶，养蚂蚁，它们引起我很大
的兴趣，但同时又增加了许多的疑问，比
如蝴蝶翅膀上为什么有很多的“粉”或是
蚂蚁怎么能抬起比自身重很多的东西呢？
于是，我就尝试翻看简单的关于生物的画
册，书中生动形象的介绍动物和植物，更
让我感受到大自然的神奇。

再长大些时，我又对身边的动植物它
们的习性和特征感兴趣。我家所在的小区
面积很大，其内有很多植物。见惯了红色、
白色、黃色的花，偶然一次在阴暗潮湿的
墙角发现一种开蓝色花的草，虽然很不起
眼，却又与众不同。通过查找资料，我知
道它学名叫“鸭跖草”。第二天我又特意
过去观察，默默地记下了它。日复一日，
我了解的越来越多，就比如长的很接近的
迎春花和连翘，还有很多人都分不清的山
楂树和山里红树，这些看似无用的知识却
给我的生活增添了很多乐趣。

外出旅游时，我也会特别关注所到之
处有什么和家乡环境中不一样的动植物，
碰到不认识的还会拍照待日后了解。正是
有了这种习惯，我在成都寻找到了火红和
雪白的木槿，在青城山发现了抱卵的溪蟹、
刚出生的小蛇、还有两个挂在老榕树上的
蝉蜕。

上初中后，生物课也自然而然成为我

最喜欢的一门课程，通过系统的学习生物
学的知识，我得以将之前积累的点滴串成
一串，也为之后更加广泛而深入的学习与
研究奠定了基础。

我喜欢生物，喜欢这个世界。很久以前，
生命的出现给这个世界注入了活力，而“物
竞天择，适者生存”又为这令人惊叹的生
物圈带来了不竭的动力与奇妙的平衡。我
喜欢这个世界，喜欢她的多姿多彩，生生
不息！

社团日记

海豚长腿，人类长尾，
到底算哪门子的

2018 级 5 班  赵秦野

当一个早已丢失了的性状，再次偶然
地出现在某个生物体上，我们会称之为返
祖现象。

按照杜氏定律 (Dollo's law)，进化是不
可逆的。也即生物在进化过程中退化掉的
机体或构造，将不能再重现。即便是原先
的环境重现，机体也只能产生不同的器官
来发挥原有器官的作用。但在后来，人们
也发现了一些例外。尽管发生的概率极低，
返祖现象或许就能打破杜氏定律。例如，
2006年在日本就捕获了一头长着“四条腿”
的宽吻海豚。

然而这次捕获的海豚，不但有完美对称的
后肢，且还能像鳍状前肢一样运动和摆动，
这也成了科学家研究返祖现象的绝佳材
料，其 DNA 提取并送往了实验室以验证
其成因。

解剖学上的返祖现象，与痕迹器官是
密切相关。所谓的痕迹器官，是指的那些
在进化过程中失去功能，在发育中退化到
只留下残迹的器官或结构。鲸豚类的后肢
尽管已经完全退化，但它们体内留有腰带
骨、股骨和胫骨等后肢骨的痕迹。而现代
人类身上，能找到超过百个的痕迹器官，
例如阑尾、盲肠、智齿等。

分类学家将人类归类为猿类。猿的特
征之一就是缺少外部尾巴，而尾骨，正是
进化过程中“尾巴”的残存部分。媒体也
曾报道过不少“孩子长了小尾巴”的猎奇

新闻，目前还比较难说清这些表型究竟是
属于返祖现象，还是由新基因突变引发的
畸形，又或是纯粹的发育不良。从医学角
度来看，对于这罕见的疾病不该用粗暴的

“返祖”一语蔽之，还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及时就医，如果错认为是良性结构，很容
易导致孩子错过最佳治疗时间的。

关于返祖现象现代遗传学有两种解
释：一是由于在物种形成期间已经分开的，
决定某种性状所必需的两个或多个基因，
通过杂交或其他原因又重新组合起来，于
是该祖先性状又得以重新表现；二是决定
这种祖先性状的基因，在进化过程中被组
蛋白为主的阻遏蛋白所封闭，但由于某种
原因，被封闭的基因恢复了活性，表现出
祖先的性状。出现返祖现象的具体诱因目
前还是一个谜，但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
人类终将发现返祖的奥秘。

科技前沿

化石证据显现，大约在五千万年前，
鲸豚类的祖先是拥有四条腿的。它们是生活
在陆地的哺乳动物，与河马和鹿等有着共同
的祖先。但在这之后，它们却从陆地走向了
海洋，逐渐进化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模样。
为了适应海洋环境，鲸豚类的前肢成鳍状，
后肢则退化消失，从此不具有外显的后肢。

埃尔温·薛定谔
（Erwin Schrödinger，
1887 年 8 月 12 日
~1961年 1月 4日），
奥地利物理学家，量
子力学奠基人之一，
发展了分子生物学。
薛定谔因其在波动力
学方面的工作，和狄
拉克（Paul Dirac）共获 1933 年诺贝尔物理
学奖，之后又于 1937 年荣获马克斯·普朗
克奖章。

薛定谔在德布罗意物质波理论的基础
上，建立了波动力学。由他所建立的薛定
谔方程是量子力学中描述微观粒子运动状
态的基本定律，它在量子力学中的地位大致
相似于牛顿运动定律在经典力学中的地位。
而他最让大众所熟知的是提出了“薛定谔的
猫”这一思想实验。

该实验是这样设计的，将一只猫关在装

科技史话 薛定谔的猫
2018 级 3 班 林熙茗

有少量镭和氰化物的密闭容器里。镭的衰
变存在几率，如果镭发生衰变，会触发机
关打碎装有氰化物的瓶子，猫就会死；如
果镭不发生衰变，猫就存活。根据量子力
学理论，由于放射性的镭处于衰变和没有
衰变两种状态的叠加，猫就理应处于死猫
和活猫的叠加状态。对于量子尺度的物体，
比如一个原子，叠加态很正常。然而，薛
定谔把量子事件与猫这样一个宏观物体纠
缠起来，从而得到猫“既死又活”这样违
背直觉的结果。

对于这个悖论，一种解释是，观测
叠加态将导致系统在两个状态中做出“选
择”。薛定谔的猫起先处于生与死的叠加
态，而一旦我们对其进行观测，则它会塌
缩到其中一种状态。当我们看到猫的时候，
它要么死，要么活，而不会处于叠加态。
但是，在我们观测猫的生死之前，它处于
怎样的状态呢？根据哥本哈根诠释，这个
问题本身就是没有意义的。只有我们能够

观测的事物才能够成为事实，因而试图推
测观测之前的事实，这本身就是荒谬的。

目前为止，包括这只可怜的猫，量子
力学领域中的很多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
但通过对量子力学的研究，很多之前无法
解释的现象得到了解释，理论计算得出结
果得到了实验验证，并在量子计算机、量
子通信的等应用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薛
定谔的猫正在一天天的长大，总有一天宇
宙也将展现出它更加诡异瑰丽的一面。

返祖现象？明珠风采

同学们在生活中是否有自己想象的东西
呢，是否有一种欲望想让幻想成真呢，那么

就来我们 3D 打印社团吧！在这里你可以
放飞自我般想象，自己用电脑创作并打印
出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东西，同学们既可
以在这里学习知识，又可以享受自己创作
的乐趣，每一位在社团学习的同学都受益
匪浅。这里不是压抑的电子教室，而是我
们展示自我的天堂！

3D 打印看似复杂，其原理却很简单。
在 3D 打印前需要先在电脑上设计了一个
完整的三维立体模型，再将模型输入到 3D
打印机中。而 3D 打印机的工作原理和传
统打印机基本一样，都是由控制组件、机
械组件、打印头、耗材和介质等架构组成
的，也是用喷头一点点“磨”出来的。只

为什么小猪佩奇是粉色的？
我们看到许多影视作品中的猪都有一个

共同点—粉色。粉色似乎是默认的家猪的颜
色，而野猪通常都是黑色或者褐色的。为什
么只有家猪是粉色的，就不能有粉色的野猪
吗？首先，我们所看到的粉色，实际上是血
色透过白色皮肤，所以应该叫白色猪种才对。
白色猪种在繁殖、生长速度、瘦肉率上比传
统黑猪要好很多，所以更受养殖者的青睐。
而对于野猪来说，粉嫩的毛色实在太招摇了，
很容易被捕食者发现。所以说在毛色这个问
题上，野猪受到的是自然的选择，而家猪则
是受到的是人类的选择。

直系亲属之间不能输血
很多电视剧中都有那种亲人有难，就

撸起袖子去献血的剧情，这其实是违反医
学常识的。首先，我国现行的献血法规定，
除自体血之外，不允许输用非血站采集的
血液。其次，输血会伴随着一系列可能发
生的免疫反应，而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
主病（TA-GVHD）则是最严重的输血并发
症之一，死亡率高达 90% 以上，直系亲属
间输血，会使发病率提高 11-21 倍。所以
电视剧中的桥段都是假的，必须最大程度
的杜绝亲属间输血。

一个人究竟能搬动多少现金
对于电影里动不动就出现数亿的现

金，我们在生活中很难见到，因为没有人
会带着几亿现金招摇过市。那一个人究竟
能携带多少现金呢？下面就让我们来计算
一下。以目前流通的第五套人民币为计算
对象，每张 100 元的人民币长度为 155 毫
米，宽度为 77 毫米，厚度为 0.1 毫米，
100 万元能码出长 31 厘米、宽 38.5 厘米、
高 10 厘米的长方体，用一个普通的双肩
包装下 100 万是没有问题的。那么 1 个亿
呢？组成的长方体长 1.55 米、宽 0.77 米、
高1米，重约1.15吨，一个人是难以搬动了。

不过 3D 打印它的喷的不是墨水，而是液
体或粉末等“打印材料”，利用光固化和
纸层叠等技术的快速成型装置，通过电脑
控制把“打印材料”层层叠加起来，最终
把计算机上的蓝图变成实物。

2019 年我校 3D 打印社团不仅有令人
向往的 3D 打印机，更有白净的雪精灵“3D
食品打印机”的加入。没错，就是可以打
印食物的 3D 食品打印机！该打印机所使
用的“墨水”均为可食用性的原料，如巧
克力汁、面糊、奶酪等。一旦人们在电脑
上画好食物的样式图并配好原料，电子蓝
图系统便会显示出打印机的操作步骤，完
成食物的“搭建”工程。

一分钟冷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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