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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拿来两块铁板 让 40多个同学拔河
大气压强 这些孩子大概一辈子都忘不掉了
通讯员 吴舒莹

记者 张一诺

那是一个有着不错阳光的下午，
浦江县黄宅中学八年级一个班的学生们，
在操场上，刚上完体育课。
而这时候，黄宅中学的校长徐国阳，收拾好东西，踩着铃声出了办公室。
下一节是科学课，说的，正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大气压，
以往这个知识点，
因为抽象，
难倒了不少学生。
不过徐国阳并没有走向教室，
而是往操场走去……

科学课放在了操场
校长还带来两块铁板
眼尖的同学老远看见，校长带来了两块
铁板，大约有一个大西瓜对半切开的切面这
么大。
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难道校长要来
扔铁饼吗？
校长放下“铁饼”，微笑着在 )' 多位同学
前站定：
“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上的课是，
大气
压强。”
大家有些呆住了，这是要闹哪样啊？
“下面，我要给大家一个挑战任务，这个
任务，就是把这两块铁板分开，可以动用全班
同学的力量。”
徐国阳话音刚落，下面就炸开了锅：
“开
什么玩笑，这又不是磁铁，
女生都能办得到。”
徐国阳笑而不语，慢慢地把两块铁板贴
在了一起，然后用一个拔罐器的抽气筒，对着
铁板上的气体单向阀抽了几下，吸光了里面
的空气。
徐国阳让体育老师协助，在两块铁板上
各拴上两条长长的绳子。
“好吧，大家开始挑战吧！”
“这还不容易！”
两个男生站到了铁板边，
开始拉拽，没想
到两块铁板纹丝不动。
大家这才知道厉害，到最后 )' 多个同学
分成两个小组拔河，用尽了全部的力气，
还是
失败了。

有些说了一百遍的知识点
用一个实验就能搞定
到现在，徐国阳说起孩子们的反应，
都笑
得合不拢嘴。
校长可不是突发奇想要这么干的，可能
大家都还记得，咱们初中里大气压强这一课，
原本有一个实验，
叫做马德堡半球实验。
用的是两个半球，吸光里面的气体，然后
让两个人往对向拉，证明大气压的存在。

“但是两个人做这个实验，
一是参与的人
数少，
二是也不能给大家带来什么震撼，
所以
我们选择了把实验放在操场。两个半球大家
记不住，
)' 个人拉不开的铁板，大家总能记
得住吧。”
而现在，这一堂课，已经被拍成了微课，
最近还获得了全国微课大奖。
不过在黄宅中学，科学课上杀出一个创
新实验的情况，大家早就习惯了，
可以说在这
里，能用实验说清楚的事情，科学老师绝对不
会浪费口水。
陈伟杰是黄宅中学的科学教研组组长，
已经连续两届获得浙江省实验改进与创新大
赛的一等奖。他最近在干的一件事情，
就是怎
么把一些大家容易弄错的原理，通过有趣的
实验加以阐明。
“之前有一道困扰了我很久的题目，
最近

也用实验解决了。”
在学校的跳远比赛上，裁判用绷得紧紧
的尺子来量成绩，
成绩会更好还是更烂呢？
很多人选择了更好。
陈伟杰什么都没有说，他自己在家做了
一条有弹性的皮尺，
第二天带去了班里。
让一个同学上讲台跳远，先用正常的皮
尺量，
再让学生用拉长的皮尺量。
“拉长的皮尺每个刻度都被拉长了，成绩
当然差了。”
之后，
很少有人会做错这道题目了。

识这个世界，科学本身是很有趣的东西，来源于
生活，也要应用于生活，这也是我们实施课程改
革的基础。”
现在，黄宅中学的扩建工程就快要完工了，
徐国阳和学校的科学老师们，又对着学校里的一
个大花坛和绿化植物动起了脑筋。
“以前，学校也会在银杏树上挂上牌子，上面
写着银杏，但是以后，咱们挂的牌子上写的，就很
有可能是，亲？请问我是裸子植物还是被子植物，
我在地球上生活了多少年了？”
这样，整个校园里的所有植物，都会向着学
生们发问，答案要逛遍全校，在别的银杏树牌子
上才能找到。
以后学校的每棵树
学校还准备在新建的大花坛上种上各种植
都会变成一道竞答题
物，从乔木、灌木，到地衣，都会涉及：
“ 别人说不
很多人说徐国阳有创意，徐国阳总是淡
能踩踏草坪，
不能攀折花草，但是这一片大花坛，
定一笑：
“其实学科学就是让孩子们更好地认
我们就是为了学生设立的，他们可以随意研究。”

浦江夺命长下坡设置避险车道
可以保证时速 %'' 公里的失控货车安全
通讯员 刘光云 记者 董齐
让过往的行人心惊胆战，因为发生了多起行人被刹车失灵的大货车
.%' 省道浦江境内从杭口坪村到汽车西站是长达 ! 公里的长下坡，从 .'%% 年开始，
碾轧，今年 / 月 .. 日更是发生特大交通事故，
造成 * 死 %' 伤（本报曾多次报道）。
昨天，记者从浦江县公路管理段获知，经过省厅专家组实地考察，他们已经开始对这个路段进行再次整治，这一次不仅在杭口坪段设置了检查服务点，
还在联盟村段建设了避险车道，即使大货车刹车失灵，只要以低于 %'' 公里每小时的速度，
开进避险车道，
就能保证安全。

大货车时速从 !" 公里降到 #" 公里
$%" 省道建于 $""& 年 %$ 月，到 $'"(
年 %$ 月完工通车，是浦江来往桐庐的主要
通道。
随着浙江高速对
从 $'%' 年 ) 月份开始，
货车进行计重收费，越来越多的大货车出现
在 $%' 省道上，交通事故开始频发，仅 $'%%
年，杭口坪到西站 ! 公里的长下坡段，发生了
十几起重大车祸，至少 & 人被卷入大货车车
轮下面丧命。$'%$ 年 % 月份，在 $%' 省道西
站附近，一名过斑马线的中年妇女又被刹车
失灵的大货车撞飞丧命。
接连发生车祸后，为避免类似的悲剧发
生，浦江公路段就和当地交警联合申请，把这
个路段货车的限速从原本 !' 公里降低到 )'
公里。
为了提醒司机在长下坡路段减速行驶，
浦江公路段从 $'%$ 年 ) 月开始到 $'%& 年 (
月，又增密了货车 )' 公里限速标志 * 套、大
型提示标志 ( 块、
振荡标线 & 处，
并在杭口岭

隧道等三个醒目路段设置了三套大型 +,显示屏，上面 .) 小时滚动播出“前面长下坡
事故多发 大型货车限速 )' 公里”等安全警
示内容。
“在对长下坡路段进行整治的过程中，我
们还邀请省厅专家现场会诊，想制定一些更
具体的措施防止事故发生。”
一辆大货
/ 月 .. 日，
.%' 省道联盟村段，
车，以 0/ 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和多辆车辆发生
碰撞，
造成 * 人死亡，
%' 人受伤。因为这一次
惨痛的事故，杭口岭隧道长下坡路段被省交
通厅列为全省事故多发路段，也让整治工作
开始加速。

设置服务点和避险车道
“
‘/·..’
事故发生后，
我们在长下坡路段
再增密限速标志 ( 套、大型提示牌 1 块，设置
纵向减速标线 %.'' 米，还增加漆划‘减速慢
浦江公路段副段长黄文
行’文字 1 处 ! 组。”
进说，
为了规范司机行驶，
从杭口岭隧道到联

盟村，
他们还增加了 .('' 米的中间隔离带。
%' 月 %) 日，经过浦江县、金华市、省交
通厅三级会议后，杭口岭长下坡整治方案正
式通过。
“首先就是在长下坡的起点 杭 口 坪 村
段建设一个检查服务点，对过往车辆检
查。”浦江公路段副段长楼定安解释，这个
服务点占地面积 ( 亩多，可以停放十几辆
大型货车，一方面是对超载车辆进行检查，
另一方面可以让疲劳的司机进入服务点休
息，给货车降温。
这个检查服务点已经在 %' 月底投入使
用，为了确定货车是否超载，
服务点里设置了
一台 %.' 吨磅秤。
“其次最重要的就是在联盟村段建造一
个避险车道，可以保证速度在 %'' 公里以下
的失控车辆安全。”
楼定安解释，
之所以选在
联盟村段建设避险车道，因为这个位置是长
下坡的最低端，再往下的 . 公里到西站段已
经没有什么坡度。

按照设计，避险车道路基宽度为 !2/( 米，路
面宽 )2/( 米，总长 ../ 米，其中 %%' 米为引车
道，%%' 米为上坡缓冲道，最上面的 / 米为一个
平台，引车道的坡度为负 .2%%03，缓冲道坡度为
落差达到 %% 米。
%'3，
“根据驾驶员的视觉及心理反应特点，驾驶
员从看到引车道到做出判断并采取行动大约需
要 & 秒钟，根据失控车辆速度 %'' 公里算，引车
道最小长度是 *&2& 米，加上其他因素考虑，最终
设计为 %'' 米。”对于缓冲车道，楼定安介绍，最
上面一层为 !' 厘米厚的豆砾石，下面一层为 %(
厘米厚的贫混凝土层，第三层为 /( 厘米厚的宕
渣，再下面就是比水还轻的泡沫混凝土，最厚处
为 %! 层 * 米。
为了保证万无一失，在最顶端的平台上，还
将设置大量的防撞沙桶和沙袋。
昨天在避险车道施工现场，一位施工人员
说，目前避险车道外面的挡墙已基本完工，进入
铺设泡沫混凝土阶段，到这个月底，主体工程就
可以完成，最迟到下个月底就能投入使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