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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中的人在哪 ？他在做甚麼？猜一猜。

你能找出第三至第五段的關鍵句嗎？

Ji]

九
T1i k*ng sh#ng hu% du* l! q-

太空生活多樂趣

Zh*nggu% d6 y8 w!i t1i k*ng r~n Y`ng L6w$i ch~ng g*ng sh#ng sh1ng t1i k*ng sh5 w( men d*u

中國第一位太空人楊利偉成功升上太空時，我們都
z1i di1n sh6 li k1n d1o t3 z1i w0 zh^ng zhu1ng t1i xi1 p3o ch8 yu! bing de y(u q- q5ng j9ng

在電視 看到他在無重狀態下，拋吃月餅的有趣情景。
N9 xi4ng zh8 dao t1i k*ng r~n z1i t1i k*ng zh*ng sh6 z$n y1ng sh#ng hu% de ma

你想知道太空人在太空中是怎樣生活的嗎？
T1i k*ng r~n de sh5 w- j5 j6n sh5 f3ng sh6 d*u h$n t! bi~ T1i k*ng r~n de sh5 w-

太空人的食物及進食方式都很特別。太空人的食物
t*ng ch`ng w1i x5ng q8ng qi4o t9 j8 x6 xi4o y5ng y4ng f#ng f- T1i k*ng r~n j6n sh5 sh5

通常外型輕巧、體積細小、營養豐富。太空人進食時，
k$ y9 zhu3 zh- sh5 w- w4ng zu9 li s^ng hu^ r1ng sh5 w- pi3o f0 z1i k*ngzh*ng r`n h^u z(u

可以抓住食物往U 送，或讓食物飄浮在空中，然後走
guo qu y4o ch8 D1n t3 men zu9 ju~ d*ng xi sh5 y1o j9n b6 shu3ng ch0n f(u z~ sh5 w- hu6

過去咬吃。但他們咀嚼東西時要緊閉雙脣，否則食物會
c%ng zu9 li f#i chu lai

從U 飛出來。

T1i k*ng r~n h# shu9 y$ y(u t! d6ng de f3ng sh6 Shu9 z1i t1i k*ng zh*ng sh8 q- le zh^ng

　　太空人喝水也有特定的方式。水在太空中失去了重
li1ng j5 sh9 b4 b#i zi d1o guo lai shu9 y$ b0 hu6 w4ng xi1 li0 Y8n c9 t3 men

量，即使把杯子倒過來，水也不會往下流。因k，他們
b- n~ng y^ng p] t*ng de b#i zi h# shu9 ~r y1o y^ng y6 zh(ng d1i y9n gu4n de s- li1o b#i

不能用普通的杯子喝水，而要用一種帶飲管的塑料杯，
x8 zu* y9n gu4n l`i h# shu9

吸啜飲管來喝水。
Z1i t1i k*ng chu`n li z(u l- sh5 f#n y(u q- t1i k*ng r~n zh9 y1o q8ng q8ng y6 d#ng ji4o

在太空船 走路十分有趣，太空人只要輕輕一蹬腳，
ji- hu6 pi3o d1o b1n k*ng W!i le n~ng p5ng w$n de z(u l- t1i k*ng r~n d*u chu3n xi~ d9 d1i

就會飄到半空。為了能平穩地走路，太空人都穿鞋底帶
g*u de xi~ zi h4o l`o l`o de g*u zh- d1i w4ng g~ de d6 b4n

的鞋子，好牢牢地 住帶網格的地板。
T1i k*ng r~n de shu6 z8 qi3n q5 b4i gu1i k$ y9 xi1ng p] t*ng r~n y5 y1ng t4ng zhe shu6

太空人的睡姿千奇百怪，可以像普通人一樣躺 睡，
k$ y9 xi1ng m4r y5 y1ng zh1n  zhe shu6 k$ y9 xi1ng bi3n f0 y5 y1ng d1o zhu4n sh#n t9 shu6

可以像馬兒一樣站 睡，可以像蝙蝠一樣倒轉身體睡。
B0 gu4n z$n y1ng shu6 t1i k*ng r~n d*u hu6 b4 z6 j9 b4ng z1i j8 c3ng qi`ng shang de shu6 d1i li

不管怎樣睡，太空人都會把自己綁在機艙牆上的睡袋 ，
b- r`n t3 men sh3o sh3o f3n sh#n ji- hu6 pi3o d1o bi~ ch- q- le

不然，他們稍稍翻身，就會飄到別處去了。
T1i k*ng sh#ng hu% ch*ng m4n l! q- n9 xi4ng sh6 yi sh6 ma

　　太空生活充滿樂趣，你想試一試嗎？

留意帶點的關鍵句，它可以幫助概括段意。

• • •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