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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16 年 5 月 30 日，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中国科学院第

十八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十三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

技术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

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

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在讲话中明确强调：科技创新、科学普

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

等重要的位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

倡导科学方法，在全社会推动形成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

用科学的良好氛围，使蕴藏在亿万人民中间的创新智慧充分

释放、创新力量充分涌流。

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以下简称山西煤化所）

及时组织成立了科学传播工作领导小组，依托相关管理部门，

具体负责包括科学普及在内的相关工作的统筹协调与深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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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山西煤化所党政领导班子高度重视科普工作，

各职能部门对此项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研究所科学普及工

作坚持“有助于提升国立研究所影响力”和“打造科普工作

国家队”的工作思路，坚持“传播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

宣传科学思想、提升公民素质”的工作原则，立足自身实际，

找准科普工作脉络，认真践行科技工作者科普责任和义务，

积极做好各项科普工作。

2016 年 12 月，在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局的大力支持下，

经研究所党政办公室（科学普及工作具体协调部门）积极组

织申报，太原市科协初选推荐，山西省科协组织专家评审，

山西煤化所成功获批山西省科普教育基地。

丛书的编辑出版正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三会”

上重要讲话精神的具体体现，是落实山西省科普教育基地建

设的有力举措，是推进山西煤化所科学普及工作的重要载体，

也是全面宣传研究所相关科学技术的重要平台。丛书的编写

得到了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局、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中国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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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山西煤化所小组等相关机构、领导、专

家学者和青年科技工作者的大力支持。丛书在编写中也参考

了部分书籍、报刊及网络资料，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全套丛书计划篇幅在 50 万字左右，每册 5 万字左右，

共 10 册。其中，前 3 册读者主要定位在中学生及以下文化

程度阅读群体，第 4~7 册主要定位在大学生群体，后 3 册

主要定位在一般社会公众。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事物的认识逐步深化。

同时，因为时间和编著者水平所限，丛书出现一些疏漏在所

难免，欢迎广大读者在阅读时及时指正，以便再版时修订。

编 著 者

2017 年 4 月

前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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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

取消的声乐课

“青草香，浆果甜，喝着露水靠着树；抬起头，踮脚尖，

加快我长大的脚步……”当熟悉的《熊出没》主题曲的闹钟

铃声响起来的时候，东州快乐小学二年级三班的艾科学小朋

友还猫在自己暖烘烘的被窝里，像一只幸福的小懒猫儿，不

肯立即起床。

妈妈已经起来了。她看了看依稀透过窗帘的天色，还是

朦朦胧胧的，心里不免有些疑惑，昨夜天气预报今天应该是

晴天啊。虽然说已经是初冬了，但现在已经是早上 6 点 45

分了，天色应该看起来更亮一些才对。

妈妈一边这么想着，一边来到厨房，准备为女儿艾科学

准备早餐。“咳咳”，没有征兆地几声咳嗽声从她背后传来。

Chapter 1  取消的声乐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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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有等她回头，她自己也咳嗽了起来。厨房没有挂窗帘，

可以直接望向外面，艾科学的妈妈不禁吃惊地叫了起来：“天

哪！这是怎么了？”

原来，此时外面的天空看起来阴沉沉的，似乎是要下雨

的样子。可是仔细一看，却又不是，这和平日里的阴天完全

是两码事。怎么说呢？就在艾科学的妈妈想要思考出一个合

理的比喻时，从卧室里再次传来的咳嗽声——和她自己的咳

嗽声几乎同时响了起来。

顾不上鼻腔里难闻的感觉，艾科学的妈妈赶忙回到了卧

室。艾科学的爸爸前几天出差了，家里就只剩下她们娘儿俩了。

“怎么了？小可？”妈妈关切地看着已经从被窝里坐起

来的孩子。

“妈妈，怎么回事啊？我觉得自己的喉咙好痒，鼻子

也好像有些不通”，艾科学一面和妈妈说着，一面又有些想

要咳嗽，只不过这次似乎因为已经起身的缘故，她自己竟忍

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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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看着女儿难受的样子，又看看外面的天空，苦笑道：

“小可，难道你没有闻到空气中有一丝难闻的气味吗？”

听到妈妈这样说，刚才还打算赖一会儿床的艾科学，这

次彻底清醒了。怪不得自己突然间没有了睡觉的欲望，原来

是这个讨厌的气味儿在作祟啊。

“是啊，妈妈，听您这么一说，我也突然觉得有些不对

劲了，真的好难闻，可是，妈妈，昨天的天气不是还好好的吗？

我还在日记里写道，蓝蓝的天空，飘着几朵白云呢，怎么，

这才刚刚睡了一觉，天空就变成这个样子？”艾科学一边说

着，一边自己主动穿起衣服来。

妈妈看着她，再看看外面，也就这么一会儿的工夫，天

色似乎更阴沉了，空气中难闻的气味似乎比刚才更强烈了。

今天是星期六，艾科学上午有一节课外辅导班的声乐课要上。

可是，看着窗外的天气，她的心里不免有些犹豫。

就在她略微一分心的工夫，手机短信的“滴滴”提示声

响了起来。顾不上回答艾科学的疑问，她拿起手机，上面跳

Chapter 1  取消的声乐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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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条短信。内容是：东州市气象台 10 月 17 日发布霾黄色

预警，预警区域全市。预警区域中部分地区已经出现轻度到

中度霾，未来将有中度到重度霾，请有关单位和人员作好防

范准备。

霾，又是这个“害人精”，艾科学的妈妈在心里说道。

她早就怀疑是又遇到雾霾天气了。果然，气象台发来的提醒

短信正好佐证了自己的判断。

“小可，是雾霾啊。”艾科学的妈妈看着已经穿好衣服

的女儿，不由劝告道：“小可，你看，今天的雾霾很严重，

这样的天气，不适合我们到外面，所以，今天的声乐课……”

妈妈的话还没有说完，艾科学就撅起了自己的小嘴，说道：“妈

妈，您平时不是老教育我，要按时上课，好好学习吗？怎么

今天，遇到这样的天气，您就先打起了退堂鼓呢？”

艾科学的妈妈看着女儿还小小地将了自己一军，又好笑

又无奈地说道：“小可，你说得对，要是平时啊，妈妈肯定

不拖你的后腿，可是，今天的天气实在太糟糕了，在按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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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和你的健康之间选择，妈妈觉得还是健康更重要。”

妈妈的话音刚落，家里的电话就响了起来。

艾科学有些不情愿地接了起来。“李老师，您好，我是

艾科学……好的，我知道了……今天的课程取消了……嗯，

我会听妈妈的话，乖乖待在自己家里的。李老师，再见。”

放下电话，艾科学有些如释重负。毕竟是学校停课，而不是

自己主动放弃。妈妈想着女儿可以不用到外面去，自己也松

了一口气。

“妈妈，是声乐课李老师打来的电话，因为今天的雾霾

天气，声乐课取消了。可是，妈妈，雾霾天是怎么产生的呢？

它的威力怎么这么大呢？”艾科学有些好奇地问道。

得知是辅导学校取消了声乐课，想着今天上午因为这临

时的坏天气，却能让自己和女儿可以休息一下，艾科学的妈

妈心里便有了一个主意。她对艾科学说道：“小可，既然上

午的课程取消了，那现在妈妈先去做饭，吃过饭后，妈妈陪

你一起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好不好？”她一边说着，一边按

Chapter 1  取消的声乐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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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了卧室里之前已经准备好的空气净化器的按钮。

吃过了早饭，艾科学和妈妈在这个过程中又咳嗽了几次。

好在使用了空气净化器，也许还有些心理暗示的作用，总之，

她们两个人并没有觉得有多难受。

“妈妈，现在您忙完了，我们是不是该研究一下雾霾的

终极真相了？”艾科学调皮地眨着大眼睛，看着妈妈，笑眯

眯地问道。

“好啊，小可，知道你是个急性子，我们现在就一起寻

找问题的答案吧”，艾科学的妈妈顿了顿，说道：“可是，

妈妈对这个问题也是一知半解，这可该怎么办才好？”

艾科学看着妈妈有些为难的表情，忍不住跳了起来，搂

着妈妈的脖子，亲热地说道：“妈妈，梁阿姨不是在气象台

工作吗？她是气象问题专家，我们给她打一个电话，向她请

教一下，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对啊，小可，你说得对，我们这叫什么来着？”妈妈

笑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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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外求助，啊，不，帮助热线”，艾科学吐吐舌头，

有些顽皮地说道。

东州市气象台正高级工程师梁晓燕刚刚忙完手头的事

情，正要喝口水，桌子旁的手机响了起来。看了看来电显示，

不由得微笑地接起了电话。

“素珍，怎么没有陪小可去上课，倒是有闲情逸致给我

打电话了？”梁晓燕一面说着，一面抽空喝了一口早已放凉

了的茶水。

“晓燕，呵，我还没问你，你倒是反问起我来了。我当

然想去陪小可上课，可是，你看看现在外面的天气，我出得

去嘛”，顿了顿，还没等对方反应过来，她又接着说道：“如

果我所料不差的话，刚才手机里的雾霾预警也是你们气象台

发布的，嗯，或许就是你这个首席预报员发布的吧？”

梁晓燕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说道：“素珍，你还是这

么个急性子，怪不得你家小可的性子也急呢，我看，她是完

全遗传了你的性格啊。”梁晓燕有些发怵地回敬道。

Chapter 1  取消的声乐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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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的闺蜜，自然很熟悉对方的性格。温素珍看着一旁

已经急不可耐的艾科学，放下了继续和梁晓燕打嘴仗的兴致，

借机将电话递给了艾科学，末了，还不忘加上一句：“晓燕啊，

今天可真不是我要麻烦你，是我们家小可，她要向你这个大

专家请教，喏，你等着，我现在让小可和你通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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