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方发达国家在抓大、中、小学正
规科学教育的同时，也在积极发展青
少年课余科普教育，而我们在青少年
科普教育上与先进国家差距巨大。因
此，借鉴国外成熟经验，加速发展我
国的青少年科普教育事业势在必行。

在西方，各大、中、小学都设有矿
物标本陈列室，青少年在学习之初就
增加了对自然和地球的感性认识，并
锻炼培养了动手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
同时，众多的科技馆、青少年科技活
动中心散布在学校和社区，为青少年
提供亲自动手探究科学的场所和机会；
电视台在政府等的资助下不断推出趣
味横生的科普节目；高品位的科普科
幻类书刊琳琅满目，赢得众多青少年
读者；科普专业组织、大学、研究机构、
企业等也经常为青少年安排科普讲座、
组织参观自然博物馆、参加自然科学
类博览会等科普活动。所有这些弥补了
学校科学教育的不足，普及了科学知识，
拓宽了青少年的科学视野，对青少年
科学兴趣、创造力和想像力的培养起
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科普活动的另一个很微妙却很重
要的作用，就是它能吸引原本对科学
学习无兴趣、无积极性的青少年学生。
西方国家青少年科普工作开展得好，正
是得益于他们在追求趣味性和多样性
上的不懈努力。

为了让国内的青少年对自然有更直

观的认知，在第二届中国（长沙）国际
矿物宝石博览会现场，将会开展开启紫
晶球、现场淘宝、科普读物签名赠送
与销售、科普标本现场捐赠、矿物化
石及珠宝鉴定、专家现场讲座答疑等
丰富多彩的地学科普活动，为全国青
少年提供一个触摸自然瑰宝、感受自
然之妙、探寻自然科学知识的生动科
普平台，直观体现一台国家级国际矿
物宝石展会的内在文化动因——让中
国民众尤其是青少年认识自然，走进自
然；了解世界，走向世界，借助对自然
的科学认知，透切理解科学发展的文
化内涵，藉此建立一种根植自然的科学
精神与立足全球的文化格局。

美国国家航天局矿物研究首席科
学家、美国亚利桑那大学 Bob Downs
博士，意大利米兰矿物学博物馆馆长、
国际矿物学会博物馆委员会主席费得
里科·皮沃扎托博士等地质科学界名
人的现场演讲更将拉近青少年与自然
科学之间的距离。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一个
民族的灵魂，青少年承载着家庭的希
望，民族的前程，国家的未来。要在
中国社会普及一种科学理性，需要以更
开放的心襟和胸怀，面向世界，差异互
补，融通并进。CMGS 平台正是基于此
内核与要义，一马当先，肩负起“科普”
与“国际交流”之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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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和矿物化石展关联度最
高的就是博物馆，再准确地讲就是自
然博物馆。矿物化石和自然博物馆，在
西方价值体系和知识认知当中是非常普
及的。普及自然科学知识，汇聚、整合
矿物化石资源，兴建自然博物馆，促进
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对接。这是 CMGS
肩负的使命。

首届中国（长沙）国际矿物宝石博
览会期间的博物馆主题年会，为的是
把全球的资源汇聚到中国来，把博物
馆的建设引入到国际交流的轨道上去，
以期推进社会的科学文明程度、产业
的发展水平。同时，利用这个展会平台，
展示自然的魅力与奥秘，激发国民尤其
是青少年的热情和兴趣。

第二届博览会紧扣“地学科普与国
际交流”展开主题交流，举办博览会高
峰论坛、化石论坛、“两岸三地”珠宝
产业与文化论坛等系列高规格、深影响
的主题活动，持续不断地深入解读科
学文明的内涵要义及推动地学科普的
重要意义。

同时，CMGS 已举办并将长期坚持

做“科普进校园”活动，带着珍贵的
矿物晶体、化石、陨石标本走进小学
校园，让孩子有机会与宝贵的大自然遗
产亲密接触，并在活动中加入“开启紫
晶球”等活动，通过生动有趣的讲解，
让孩子们对矿物晶体有更直观的感受，
并产生浓厚的兴趣。

在不久的将来，长沙将拥有一座引
以为傲的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它将成
为长沙和湖南的灵魂，成为长沙、湖南，
乃至全中国最为重要的文化设施和科
普教育基地。普及自然科普知识，汇聚、
整合矿物化石资源和市场，兴建自然
博物馆，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对
接；启迪人们对自然的认知，通过矿物
晶体、宝石和化石等载体，让青少年
及社会民众更全方位、多角度地认知自
然，补全在传统农耕文明模式下对自
然抽象理解和人文演绎的不足，提高
全民科学素养。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事业，是 CMGS
肩负的使命，也将是中国与世界交流
的语言。

让自然遗产鲜活起来
——“科普”与“国际交流”，CMGS 的内核

文 / 余枚珠 洪宝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3 月 27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
重要演讲时如是说道。他表示：“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
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
都鲜活起来，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
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
神动力。”

中 国（ 长 沙 ） 国 际 矿 物 宝 石 博 览 会（ 以 下 简 称
“CMGS”）正是以“弘扬科学文明”为宗旨，肩负“让
自然遗产鲜活起来”的重任，旨在向全社会普及科学理
性，启迪人们对自然的认知，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
对接。

中华民族需要科学理性
科普，从本质上来说，它

是一种社会教育，其根本意义
在于普及科学理性（科学精神），
而不仅仅只是知识。

为什么要普及科学理性？
因为这是科学的根本和灵魂所
在。中西方均认为，地学科普
与国际交流是破除愚昧之良药。
而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拥有五千
年历史与文明的古老民族，对
自然的认知往往停留在地表加
天 象，而 西方对自然的认知，
则是基于近 300 年工业文明的
成 果。在 经济发 展的转型期，
中国有必要对东西方文化的对
接做更深入的思考。

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总部发表重要演讲时说：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
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
在古籍里的文字都鲜活起 来，
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
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
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
大的精神动力。”

自然遗产是科学文明的重
要载体，是东西方文化的共通
语境；矿物化石是自然遗产的

核心，矿物化石和地质遗迹构
成自然遗产主体 ；自然博物馆、
地质公园、矿物化石博览会是
自然遗产的主要呈现形态，其
中博览会集学术交流、行业交
流、展览展示、地学科普于一体，
大跨度的受众、全球性的参与，
突显超越时空、生动鲜活的影
响力。

在国外，自然科普本身就
是其知识教育体系的重心和重
点。在西方家庭，家里会有一
撂小抽屉是专门用来收藏标本
的。

美国的小学规定学校要有
200 种左右的矿物标本，学校
都有自己的小标本室，还要让
学生能够触摸、认识这些东西。
通过这些实物的感性认知的教
育，来培养孩子们对自然的认
识和理解、学习的兴趣，以及
为他们将来的专业性选择提供
可感性指导。

矿物 化 石和自然 博 物 馆，
在西方价值体系和认知当中是
非常普及的。跟矿物关联的群
体有家庭、中小学校的标本采
购；再高一个层面，是专业级

别的如博物馆、专业买家、展
商的采购和收藏；更高一个层
面的是精品收藏家。这些群体
范围几乎囊括了整个西方政治、
科技、金融等各行各业的精英，
触及到社会的各个层面。矿物
化石和跟它关联的博物馆体系
是整个西方工业文明的一个载
体，也是整个工业文明和现代
科技的知识源头。

正如习主席所说，“文明因
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
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
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
重要动力。”CMGS 作为国家级
国际矿物宝石专业博览会，正
是以矿物晶体为载体，搭建起
中西方文化交流平台。

CMGS 所倡导的促 进中西
文化交流与对接，并不仅仅是
指将传统的农耕文明与西方工
业文明进行简单的组合，而是
以开阔的胸襟和国际化的视野，
营造与国际社会的共通语境，
以矿物为载体，为中国工业化
和可持 续发 展 储备文化养分，
让中华民族子孙后代树立一种
开阔达观的文化视野。

矿物，人类文明进步的永恒课题
矿博会依托的是矿物化石

宝石，延伸的是产业，但主题
已然是科教、科普与文化交流。
作为湖南的首台国家级、全球
性专业博览会，CMGS 在当前
形势下的地位和作用尤为特殊，
只因矿物、化石、陨石和宝石
与宇宙自然历史、地球生命演
化和人类文明进程关联。

中国科学院院士、世界著
名天体化学与地球化学家、中
国月球探测工程首席科学家、

“嫦娥之父”欧阳自远院士说，
“做科普，是一种责任”。中国

速成的工业化，急需补上地学
科普这一课。矿物化石恰逢其
时担当起科教、科普与文化交
流的重任，并在以矿物为源头
的行业蕴育新型产业升级，成
为践行科学发展观，探索可持
续发展之道的重要载体。

湖南自上世 纪 70 年 代 起
即是全球倚重的精品矿物晶体
出产地，瑶岗仙黑钨、石门雄黄、
凤凰辰砂、冷水江辉锑、上堡
莹石、香花岭香花石等数十个
晶体矿山出产的顶级精品成为

西方知名博物馆的重要馆藏，
30 余 年屡获殊荣，拥有极强
的国际号召力。湖南还拥有全
世界不可复制的有色金属及非
金属矿产资源，和以张家界地
质公园为代表的十多处世界自
然遗产。湖南及周边五百公里
半径区域，是全球最重要的地
质资源、有色金属矿产及矿物
晶体资源集聚区。中国周边的
俄罗斯、蒙古、印度、巴基斯坦、
缅甸、阿富汗、越南等均是举
世公认的重要资源国，这也为

中国发展矿物宝石事业做好了
丰厚的资源储备。

国际业界普遍认为，继美
洲图森展、欧洲慕尼黑展、圣
玛丽展长达半个世纪的兴盛之
后，随着中国工业化与经济的
快速发展，亚洲最有可能从中
国湖南成就一台与其比肩的世
界级矿物宝石展会。首届中国
( 长沙 ) 国际矿物宝石博览会的
成功举办印证了中国市场对矿
物宝石的庞大需求及民众对科
普文化的浓烈兴趣。

我国青少年科普教育亟需同步世界

自然博物馆，让科普更直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