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6 3736

B3

八
X8ng xing de sh6 ji!

星星的世界

W0 bi3n w0 j6 de ti3n k*ng sh6 y5 ge x8ng xing de sh6 ji! Yu! qi0 t1i y`ng y9 j5

無邊無際的天空，是一個星星的世界。月球、太陽以及
w( men j[ zh- de d6 qi0 d*u sh6 zh! g! x8ng xing sh6 ji! de y5 f!n zi Y1o shi n9 zh1n z1i

我們居住的地球，都是這個星星世界的一分子。要是你站在
bi~ de x8ng qi0 shang k1n guo lai d6 qi0 y$ xi1ng q5 t3 x8ng xing b3n zh9 sh6 zh4 zhe y4n de y5

別的星球上看過來，地球也像其他星星般，只是眨 眼的一
ge xi4o di4nr

個小點兒。
Yu! qi0 w( men s0 ch#ng yu! liang t3 l5 d6 qi0 zu6 j6n R~n l!i b1i f4ng guo

　　月球，我們俗稱「月亮」，它離地球最近。人類拜訪過
yu! qi0 f3 xi1n n1 li d1o ch- d*u sh6 hu3ng li`ng de hu`n x5ng sh3n B0 gu^ z1i q8ng l4ng

月球，發現那 到處都是荒涼的「環形山」。不過，在清朗
de y! w4n d3ng t3 g$i d1 d6 p8 shang y5n hu8 sh5 r~n men mi1n du6 zhe c1n l1n q0n x8ng zh*ng de

的夜晚，當它給大地披上銀輝時，人們面對 燦爛 星中的
n1 y6 l0n ji4o yu! z(ng sh6 z1n sh4ng b- ju~ Q5 sh5 yu! qi0 zh9 sh6 f4n sh! zhe t1i y`ng su(

那一輪皎月，總是讚賞不絕。其實，月球只是反射 太陽所
f3 ch[ de gu3ng t3 b$n sh#n sh6 b0 hu6 f3 gu3ng de

發出的光，它本身是不會發光的。
Yu! qi0 b9 d6 qi0 xi4o ~r t1i y`ng qu! b9 d6 qi0 d1

月球比地球小，而太陽卻比地球大
de du* T1i y`ng de zh5 j6ng y(u y6 b4i s6 sh5 w1n qi3n m9

得多。太陽的直徑有一百四十萬千米，
d$ng y0 y6 qi3n l5ng ji] ge d6 qi0 h~ z1i y6 q9 n1 me

等T一千零九個地球合在一起那麼

d1 Y%u y0 t3 j- l5 d6 qi0 t1i yu4n le y8n c9 w( men k1n d1o de t1i y`ng ji- h~ yu!

大。由T它距離地球太Z了，因k我們看到的太陽，就和月
liang de d1 xi4o ch1 bu du*

亮的大小差不多。
C%ng ti3n w~n w1ng yu4n j6ng li k1n qu t1i y`ng de bi4o mi1n sh6 y5 pi1n h1o h1n de hu( h4i

從天文望Z鏡 看去，太陽的表面是一片浩瀚的火海，
n1 hu( y1n f4ng f0 sh6 zh!ng z1i n- h(u de f#ng b1o m1n ti3n ju4n d1ng T3 de gu3ng h~ r! sh! d1o

那火焰彷彿是正在怒吼的風暴，漫天捲蕩。它的光和熱射到
d6 qi- shang w( men ch#ng w~i y`ng gu3ng sh6 sh#ng w- ch~ng zh4ng b- k$ qu# sh4o de y8n s-

地球上，我們稱為「陽光」，是生物成長不可缺少的因素。
X8ng k*ng zh*ng g#n t1i y`ng y5 y1ng hu6 f3 gu3ng f3 r! de x8ng xing du* de sh- bu q8ng Y(u

星空中跟太陽一樣會發光發熱的星星，多得數不清。有
h$n du* x8ng xing b9 t1i y`ng h`i d1 b0 gu^ y8n w!i t3 men j- l5 d6 qi0 g!ng y`o yu4n su( y9

很多星星比太陽還大，不過因為它們距離地球更遙Z，所以
z1i w( men y4n li d*u sh6 y5 ge xi4o di4nr Zh! w0 sh- de x8ng xing z] ch~ng y5 ge m$i l6

在我們眼 都是一個小點兒。這無數的星星，組成一個美麗
xu1n l1n de x8ng xing sh6 ji! M$i d3ng y! m- ji1ng l5n t3 men bi1n sh4n y1o zhe gu3ng m`ng H%ng de

絢爛的星星世界。每當夜幕降臨，它們便閃t 光芒。紅的、
l`n de hu`ng de b`i de g! zh(ng y`n s! ji3o xi3ng hu8 y6ng h4o xi1ng c4i s! de zh#n zh[ b-

藍的、黃的、白的，各種顏色交相輝映，好像彩色的珍珠佈
m4n y! s! m~ng l%ng de ti3n k*ng

滿夜色朦朧的天空。
Zh! b- m4n x8ng xing de ti3n k*ng t1i q5 y6 le Z1i n1 xi# x8ng xing sh1ng mi1n y(u m~i y(u

這佈滿星星的天空太奇異了。在那l星星上面，有沒有
k*ng q6 Y(u m~i y(u sh#ng w- c0n z1i T1i k*ng k# xu~ ji3 zh!ng n] l6 t1n su( zh! xi# w!n t5 de

空氣？有沒有生物存在？太空科學家正努力探索這l問題的
d` 1n ne

答案呢。

用三分鐘略讀下面的文章，和同學比賽，看誰最快找出下面問題的答案。

1 月球不會發光，為甚麼我們看到的月兒這麼亮？

2 月球、地球和太陽的大小應該怎樣排列？

3 為甚麼一l比太陽大的星球，在地球看來卻只是一個小點兒？

略讀是有選擇地進行閱讀，把注意力集中在和所需資料
相關的內容，跳過某些細節，以加快閱讀速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