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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蕭子馨（彰化國中）

天，正下著綿綿細雨，我，

正前往科博館，那天是行前說

明會，也就是出國的前一天，

心裡充滿著期待⋯。

下飛機後的第一站是「東方

明珠」——上海，中國最現代化

的城市，高樓大廈佇立在城市

的每個角落，沿路車水馬龍，

車輛在路上穿梭，大樓一棟比

一棟高，放眼望去好像沒界線

似的，上海真大！我覺得好像

是劉姥姥進大觀園。天色暗

了，霓虹燈點點照亮夜上海，

像白天一般好絢麗！烘托著路

旁一棟棟富麗堂皇的歐式建

築，就好像漫步於歐洲，顯得

格外的燈火輝煌，街上瀰漫著

嘉年華的氣息。我們在東方明

珠塔一覽上海的全夜景，「美」

是最貼切的形容詞！到處都很

熱鬧，觀光景點更是像擠沙丁

魚般人山人海。時間越晚行道

上攤販所賣的商品也越便宜，

看他們這樣推銷，好不容易才

賣上一個，警察也不時的趕

人，真是辛苦！

一個人的自信心很重要，一

個城市有自信更是重要，在這

日新月異的時代，上海像是邁

著巨人的腳步，一天一天的進

步及國際化。上海城市規劃館

讓我印象深刻，其展示包含過

去、現在與未來，一個有遠見

的城市，令我很佩服！

透過博物館的展示品，彷彿

穿越了時空，來到了新石器時

代的河姆渡文化。平時在課本上

看到的古石器、原始陶器及骨

器，此時一一呈現在眼前；隨著

當時農業的發展，產生許多便利

的農具，還有驚動世界的發現—

—最早的稻米，雖然比現在的稻

米扁小，但已經是很大的突破

了！展示中還有人類和動物的骨

架，雖然只是片段的骨頭和牙

齒，卻是全人類珍貴的資產。

「轟隆轟隆」大銀幕上正播放

著火山噴發的故事——龐貝末日

，同時展示出土的青銅器、金手

鐲、雕像，還有罹難孩童的遺骸

模型，頗震撼人！火山爆發時，

有些人害怕得和家人相擁，有些

人急著帶走財物，但終究還是逃

不過天災，短短幾小時就淹沒整

個城市，太可怕了！讓我深感人

類在宇宙中真是渺小。

西湖有傾城的美，燈光倒映在

水面上，也很浪漫！杭州真是個

「愛情之都」！登雷峰塔可觀西

湖周邊全景，塔裡的壁畫及雕刻

很精 緻，還有 幸運的 「白娘

娘」，可以在裡面吹冷氣。

這裡古蹟很多，古名人更多，

魯迅故里、越王台、蘭亭、大禹

陵、岳廟、沈園⋯等，每個地方

都有它的歷史故事，導遊很賣力

的介紹解說，以前在歷史課本看

到的，現在終於能到此一遊，實

地走訪果然令人印象深刻。其

中，記憶最深刻的是書法聖地蘭

亭，欣賞一群「紅掌撥清波」的

大白鵝，好可愛啊！雖然不太懂

為什麼王羲之寫書法的道理和牠

們一樣。大陸同學們在墨華亭

「現場揮毫」，個個都寫得一手好

字，真是厲害！

我們乘著輕舟經過小橋，一路

觀賞古風濃郁的古鎮——朱家

角，來大陸之前最期待的就是這

種「小橋流水」的景色。岸邊的

楊柳隨風輕拂，路邊的商家也是

古色古香，一切的東西都很古早

味！

我們在水上的遊歷也不少，那

天晚上遊紹興的環城河，整整坐

了一個小時！這是一種欣賞夜景

的方法，一路上經過了幾十座

橋，看了許多紹興的夜景，最愉

快的是更加認識我配對的大陸朋

友，還學會了些紹興話呢！去柯

岩、魯鎮所搭的「烏蓬船」是手

和腳一起划的船，船夫們的腳都

好結實，而且速度不慢喔！

回台的前一天舉辦聯歡晚會，

我和建功中學的王胤凌雁手牽著

手，一起唱揮著翅膀的女孩

「我盼有一天能和你相見，驕

傲的對著天空說，是藉著你兜

風⋯」，現在依然很懷念這些

朋友們！

參加2 0 0 7海峽兩岸中學生科

技夏令營收穫很多，雖然少了

2星期的輔導課，卻多了 2星期

增廣見聞的機會！大陸已不再

是我們想像中的樣子，城市日

新月異，每一天都有新的變

遷，如果少了些簡體字，誰能

分辨台灣與大陸的差別呢？很

高興認識大陸的同學，他們參

加此次活動可是經過篩選耶！

競爭力很大！每一位都很優

秀，都有拿手的才藝。雖然只

參觀了少數景點，每一個地方

都讓我留下深刻的記憶，以

後，我還會再拜訪這個地大物

博的地方！

記2 0 0 7兩岸中學生交流活動
大暑江南行（下）

文．圖╱蔡文琛

1 2月2 2日是今年的「冬至」。

這一 天太陽 光直射 「南迴歸

線」，是北半球夜最長、晝最短

的日子，此後太陽將開始往北半

球移動。蒂美特女神 ( D e m e t e r

，希臘神話之農業及春天女神 )
將和祂的女兒見面，春天的腳步

也漸漸的接近了。今年的最後一

個月會出現什麼天象呢？有一個

可觀的流星雨——「雙子座流星

雨」，而火星也來到「衝」的位

置。就讓我們來認識一下今年最

後的天文事件吧！　　

12月15日：「雙子座流星雨」極大
「雙子座流星雨」（圖1）將發

生在1 2月7日至1 7日，預估極大

期發生在 1 2月1 5日的凌晨零時

4 5分左右。「國際流星組織」

（International Meteor Org a n i z -
a t i o n，I M O）預估此次流星雨

的Z H R（每小時最大流星數）

＝∼1 2 0，這可能是今

年最壯觀的流星雨！

「雙子座」於日落時出

現在東方，午夜時位

置在天頂附近，直到

日 出 時 則 隱 沒 在 西

方 。 當 天 月 相 為 上

弦，午夜時月亮已西

沉，所以這一次流星

雨的觀察條件非常良

好。「雙子座流星雨」

的數量多且穩定，亮度又亮，是

值得觀看的流星雨。

12月25日：火星衝
火星是最讓人暇想的一顆星

球，如「火星人」、「火星運河」

等。火星要發生「衝」的現象大

約要經過 2年又 2個月左右的時

間。這時候的火星離地球較近，

亮度較亮，視角也大，是觀看火

星的好時機。這段時間火星位在

「雙子座」（圖 1），所以在夜空

中很容易看到這一顆紅色的行

星。而地球和火星是以橢圓形軌

道繞著太陽公轉，因此發生「衝」

不一定是地球最接近火星的時候

（圖2）。這一次火星接近地球是

在1 2月1 9日，在火星「接近」

地球到「衝」這一段時間�，火

星和地球的距離約增加 9萬公

里。火星在「外行星」中是最接

近地球的行星，因此在「接近」

和「衝」的這二個過程中火星的

視角變化比較明顯。如果在這 2

天您用相機拍下火星作比對，會

更容易看出二者的大小變化。

圖1. 「雙子座流星雨」示意圖

圖2. 火星衝和火星接近地球示意圖

文╱張安瑮

植物園終身學習節活動又
來囉！聖誕紅帶來歡樂的節慶
氣息，為寒冬稍來暖暖的幸
福，您知道嗎？聖誕紅豔紅如
花的部分其實是苞葉喔！躲在
苞葉中央不起眼的黃色袋子才
是真正的花，還有許多植物也
具有這樣奇妙的偽裝術，想進
一步認識特別的「花非花植物」
嗎？快來參加「耶誕派對——
探索秘密花園」活動，有劇場
教室及電腦終身學習教材課程
操作，還有聖誕花卉解說與動
手做活動，親子一同來植物的
秘密花園參加耶誕派對吧！

．活動日期： 1 2 月 1 6日

(日)、2 2日(六)，上、下午各
一梯次，共4梯次。

．報名：每人新台幣 1 0 0
元。採網路報名，電腦亂數抽
籤方式錄取， 11月2 9日上午
1 0：0 0至1 2月6日下午 5：0 0
止，國小 3年級∼國中學童，
每梯次 1 5人，候補 5名（一位
學童需一份材料， 2位學童請
以兩組報名，每位學童可有一
位家長陪同指導，家長不需另
外報名及繳費）。錄取名單於
1 2月7日公布，登錄者請自行
上網查詢錄取與否。

．詳細繳費方式及活動內容
請上本館 網站 ( w w w. n m n s .
edu.tw) 查詢。

植物園96年度終身學習節活動

耶誕派對‥探索秘密花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