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    级

向玛克辛提问
问：建造房屋的土壤类型重要吗？

答：当然重要！有很多不同类型的土壤。你必须确保房屋、办公楼、
学校甚至公园的小路都建造在合适的土壤上。你可以到当地土地保
护办公室了解土壤的类型以及哪种土壤对你的项目是最佳的。 

“字谜：土壤形成秘诀”部分的答案： 
“挖掘土壤的秘密！”

“罗斯福为土壤代言”部分的答案：
“破坏自己土地的国家就是在残害它自己。”
—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我们都在使用土壤”部分的答案：1D, 2B, 3F, 4C, 5A, 6E

深度挖掘无处不在的土壤
土壤使我们的生活成为可能。 

我们：     • 把房屋建造在土壤上

    • 在土壤上玩耍
    • 在土壤上驾车

    • 食用种植在土壤中或靠土壤生 

      长的食物    • 服用来自土壤的药物

    • 穿戴的衣物依赖于土壤

    • 饮用的水依赖土壤的净化作用

    • 呼吸的空气依赖于生长在土壤

中的植物和树木整个地球、每一个生态系统、每一

个生物体都依赖于土壤。

每天你都会做出影响土壤的选择。

仔细看看你家的后院或游乐场。

写出你将做哪些事情来保护或改

善土壤。

47 岁的玛克辛是美国 
国家保护区协会的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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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鸣谢史密森尼《挖掘土壤的秘密》展览小组、美国土壤科学协会义务教育委员会、国家保护区协会道德与标准委员会

欲了解国家标准、教育者指南和问题答案，请登陆 http://nacdnet.org/education

本小册子供 9-11 岁儿童使用

这套《挖掘土壤的秘密》教材由美国国家保护区协会根据史密森尼国立自然历史博物馆
的一次展览内容编制，由美国土壤科学协会和生命营养基金会赞助。本版本《挖掘土壤
的秘密》由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以 2015 年国际土壤年为背景。

国家保护区协会 (NA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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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土壤科学协会  
http://soil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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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认为你不是土壤？再猜！我们都是土壤！我们生存所需的所
有矿物质和营养素都来自田野、菜园、森林和牧场，给予我们
营养和能量、促进我们成长、保证我们的健康。我们食用的所
有植物、蔬菜和水果都是从它们生长的土壤中汲取营养。我们
是土壤！所有动物都从它们所吃的植物中吸收营养，而这些植
物从它们生长的土壤中汲取营养…所以动物和它们生存的生态
系统就是土壤！地球上只有一小部分土壤能够用于种植粮食，
我们已经基本开发了所有可用的土地。为了避免未来面临全球
饥荒的危险，我们必须使我们的土壤保持健康状态。所以请记住，
不要认为土壤一钱不值！

你是土壤！
不，我怎么会是！
哦，原来我是！

罗斯福为土壤代言

按以下规则填字：

1  将每组文字从上到下填写到一列方格中。每组文字中的先后顺序保持不变。已
帮你完成了第一列。

2.  每组文字未按正确顺序给出。由你来决定每组文字应该放在哪一列。

3.   黑色的方框中不要填写文字。

4.  完成后，请将你发现的句子填写在方框下的横线上。

自地

国是己  

破土残 

坏家害

就它

己的自

——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美国第 32任总统（1933-1945）

1882-1945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美国前总统富兰克林 · 罗斯福非常重视土壤的作用。解开以下字谜，
就可以知道他说的话。

我依赖土壤的方式
1.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能想出每天你依赖土壤的三种方 
式吗？

想想你住在哪里。如果你住在一栋房子
或一间公寓里，它建在什么上面？土壤。  

你的房子或公寓是用砖块搭建的吗？砖
块从哪里来？土壤。 

你今天吃了什么？它是从哪里种植出来
或是靠什么生长的？土壤。

你今天穿棉质的蓝色牛仔裤或 T 恤衫了
吗？棉花生长在土壤中！

你今天喝水了吗？
水是经过土壤净化过滤的。土壤。

你最近有在树林里散过步吗？树
林和湿地这样的生态系统从哪里
获取水资源和养分？ 
土壤！

土壤
和我 
有什么 
关系？

破

“泥土加入水以后会变得 
非常有意思！” 

— 汉克·凯查姆，《坏小子丹尼斯》（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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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母生气时土壤形成秘诀字迷
请将每条线索答案填在右侧的横线上。然后根据每条横线下方的数字和字
母将每个字填到方框中。完成字谜时，你将看到一条讯息。

A B C D E F G H I J
1

2

3

1.  土壤的父母是最初的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___ 或      A3                  F3       C1       E1                           G3
   和矿物质。

2.  ___________ 可以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加快或减缓        H1                           D2                    F1                    J1
 风化速度。

3.  它们很多都生活在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土壤中，一般都有    B1                 D3                           H2        I2
 六条腿。

4.  分解矿石需要很长 _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___。    A1       E3
 
5.   ________ 是土地面向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的方向或坡度。    B3                  E2                 C2

6.  土拨鼠会在土壤中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____ 洞穴，    G2                            I1                  F2
 作为它们居住的地方。

矿物质、空气、水、植物和动物
（有机物质）的腐败残体和无数
生物体！土壤是有生命的…它有
父母、会变老、会呼吸！

“地母生气时”是了解土壤形成过程的秘
诀。只要解开这个秘诀，你就会发现你周
边土壤形成的秘密要素。几百年的时间里，
岩石先分解成非常小的颗粒，或者通过风、
水、冰川甚至重力作用使沉积物移动再沉
积。加上空气、水、矿物质、生物和非生
物有机物质，土壤就形成了！

地母生气时地母生气时
秘诀：

气候
岩石和矿石风化分解就形成了土壤。气温和雨水量可加快或
减缓化学反应速度。较高的气温往往加快反应速度，较低的
气温降低反应速度。比如，我们以一块石灰岩为例，把它扔
在一个很温暖、雨水充沛的地方，等上几年，产生了一些风
化反应。然后种上一些玉米，就是你从集市上买来吃的玉米
棒，它为你身体补充的钙就是来自石灰岩！很神奇吧！
1. 植物的根部产生二氧化碳并释放到土壤中。
2. 下雨时，土壤中的二氧化碳与雨水产生化学反应，生成碳酸。
3. 石灰岩中含有被称为方解石的矿物质。碳酸溶解方解石形 

 成钙。
4. 这些钙在玉米生长过程中被玉米的根部吸收。
5. 最后你吃下玉米，补充了钙。很神奇吧！

生物
挖洞的动物、植物的根部、蠕虫、昆虫和微生物都通过
物理方式和化学方式分解土壤。

地形
地形是指地面或山丘的坡度，还指土地面对的方向。地
形影响土壤接受光照的时间、温度、流经的水量和生长
的植物数量。

母质
没错，土壤也有父母。土壤的父母是最初的岩石或沉积物。
岩石可以是长久存在的巨大卵石，也可以是较小的石块，
或是由风或水携带的沙子、粉沙和粘土的沉积物。

时间
分解岩石和矿石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时间的确能产生作
用。只要时间足够长，“风化作用”就能将坚硬的石头
变成土壤。

满满一铁锹土
壤中的生物数
量比地球上总
人口还要多。土壤 =

R

P

C

N

A

W

“地母生气时”口诀可以帮助你
记住土壤形成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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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图片显示了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使用土壤的
一些方式。用直线将左侧的图片与右侧的描述连
接起来，看看你是怎样使用土壤的！

我 ... 土壤 ... 你 ... 土壤
     我们都在使用土壤！

A.  防止它过度发热的陶瓷瓦由土壤
中的沙子制成。

 
B.  这是使用棉纤维制成的，棉花种
植在土壤中。

C.  土壤控制它的流动，使它可以供
植物使用，在它进入溪流、湖泊
和被你使用前，土壤会为它过滤
净化。

D.  这些可以让你感觉好起来，甚至
可以挽救你的生命，它们很多都
来自于生长在土壤中的微生物。

E.  这是用粘土制成的，粘土是土壤
的一部分。

F.  这些生长在土壤里，最后装入盒
子放在商店的货架上出售。奶牛
食用土壤中生长的谷物，产生牛
奶，最后供你享用！

你每天肯定都要用厕所。那它
与土壤有什么关系呢？仔细研
究一下你的“马桶”，再核对
以下真相：

马桶土壤真相 1
大多数马桶都是陶瓷的。陶瓷由
土壤中的粘土制成。

马桶土壤真相 2
马桶座圈是用木头制成的。木头
来自土壤中生长的树木。

马桶土壤真相 3
马桶水箱和马桶中有水。水在我
们使用前经过土壤过滤净化。

2.

4.

3.

5.

6.

1

马桶
土壤

深度挖掘
冲水后
马桶中的水被冲走后会发生什么？它会与土壤
有关系吗？你可以把土壤看作一个大型的净水
过滤器。很多污水处理系统正是用土壤过滤污
水。来做一回土壤小科学家，做一些研究，找
出为什么当你冲水后，土壤和土壤类型非常重
要！问问你的家人或当地卫生部门，你们使用
的是什么类型的污水处理系统，这个系统是怎
样与土壤产生联系的。询问当地的负责人员，
或上网寻找处理你们地区污水的其他方法。记
住，污水处理系统所在地的土壤类型是非常重
要的。你可以在“向玛克辛提问”部分找到如
何了解你所在地区的土壤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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