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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植物種類多》................................
黎蓓櫻  陳楚倩  馮康堯  李佩珊  劉泓朗  伍敏慈  張秀慧

青海位於中國的西部，平均海拔約3000米，夏短冬長，氣候的特徵

是日間和晚間溫差大，乾燥，多風和低氧。越高的地方，空氣就越

稀薄。

在這一連八天的旅程，我們每天均花不少時間在旅遊巴士上。我們

沿途看見一望無際的大草原，大草原中沒有樹木，只有數不盡的小

草兒。從在青海看到的植物，我們發現青海的植物比香港的植物矮

小，相信是受青海的高海拔氣候影響。雖然青海的植物十分矮和花

朵十分細小，但是它們依然七彩繽紛，鮮豔奪目。

在參觀茶卡鹽湖時，我們原先估計植物不可能在高鹽份的鹽水中生

存，然而在鹽湖裏，我們在鹽份較低的湖水中仍能看見小量植物生

存。不過，到了鹽份較高的湖水附近，因湖水的鹽份已經飽和，我

們就只能看到鹽粒浮在湖面。

以下我們會介紹兩種在青海有名的植物, 他們就是紅景天和冬蟲夏

草。

紅景天是一種生長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雪山上的珍稀高原植物。那

裡空氣稀薄，氧氣含量低，輻射量大，環境惡劣，造成了紅景天含

有許多特有的活性成分。紅景天具有抗電腦和手機等微波輻射、耐

缺氧、抗疲勞、延緩人體衰老等功效，被譽為“高原人參”，是一

種可用於保健食品的植物資源之一，且可以長期服用，安全可靠。

8

d
i m

ensi on
間

冬蟲夏草又稱為蟲草或冬蟲草，是真菌冬蟲夏草寄生於蝙蝠蛾幼蟲

體上的子座與幼蟲屍體的複合物。冬蟲夏草冬天是蟲，而夏天就變

成草了。冬蟲夏草有滋肺陰、補腎陽的作用，所以可以作為滋肺補

腎、止血化痰、保肺、化痢、止癆嗽等調補的食品。冬蟲夏草的成

分有蟲草菌素。是為一種與核酸有關的物質，具有抗生作用與抑制

細胞分裂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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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回應：1J 梁思彤

觀察過青海的植物後，我們獲益良多。了解它們的外貌和特徵後，我才知道它們是

非常有用的藥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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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每個牧民家庭會生育二至三個孩子。牧民地區的大多到了十八

歲便結婚，但他們結婚的方式跟我們漢人的傳統不一樣。藏族女兒

出嫁需要賠嫁妝，嫁妝包括有衣服、羊、金銀首飾等等，金銀首飾

愈多便代表愈吉祥。到了結婚當日，新娘與她的兄弟姊妹就會騎著

馬去親家，並會逗留五至七天。及後，新娘的兄弟姊妹便會回到娘

家，新娘則繼續留在男家。

牧民除了生活方式跟我們不同，喪葬的方式也很特別。香港的喪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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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民生活 體驗另一文化》.....................
黃佩怡  林君怡  朱凱祈  灌康堯  林曉曼  李沅彤

經過三天在同仁縣與一班熱情的筆友道別後，我們穿過日月山，到

了青海湖畔的牧區。在一片綠油油的草地，到處都可嗅到酥油茶的

氣味。零零落落的白色帳篷分佈在這大片草原的每一寸地方。

第一次踏足這片人間靜土，感覺自由輕鬆。牧民的好客更是令我們

驚喜。他們主動邀請在帳篷外的我們進去參觀，但由於牧民不懂漢

語，所以便由我們的姊妹學校的校長─拉本卡校長為我們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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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民的食物大多是酥油、羊肉、牛奶、麵條、糌粑。糌粑又稱「饃

饃」，是藏族特有的餅；酥油除了可作食用外，還可以作酥油燈的

燃料；牧民奶製的食品亦有很多，例如酸奶、奶酪等等，令人一試

難忘。

牧民都頗長壽，他們平均年齡是七十多歲，最多更可活到一百多

歲。主要的原因是他們吃的主要肉類─羊、氂牛的營養價值比較

高，而在海拔高的地方草藥也比較多，可有機會採摘到雪蓮花、冬

蟲夏草、野磨菇、蜂蜜等珍貴藥材補身。

牧民所住的帳篷是用氂牛的皮做的。冬天的時候會住在海拔高的地

方，而夏天則住在海拔低的平原上。家中年青力壯的成年人會負責

「遊牧」，即是放牛羊，妻子則會留在家中照料自己的小孩與長

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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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貢─宗教藝術之典範》......................
施可瑩  梁凱嵐  陳慈恩  吳玉麟  霍文懿  劉加文

沿著隆務河畔，我們的旅遊巴士在崎嶇不平的山路上顛簸行駛，搖

搖晃晃地到了吾屯上寺。在寺院的後樓房住了兩位僧人，一位僧人

正用色彩斑斕的礦彩繪畫一幅佛像唐卡，另一位僧人則靜候著我們

的到訪。

熱貢藝術始於十五世紀，是中國藏傳佛教藝術的重要流派，主要藝

術形式包括唐卡、堆繡、壁畫、酥油花等，發祥於青海省黃南藏族

自治州同仁縣隆務河畔，即是我們姊妹學校的所在地。

唐卡是熱貢藝術的其中一種，題材與其他藏傳佛教藝術形式的題材

大同小異。主要題材包括有佛、菩薩與佛母、各類本尊、羅漢、上

師、護法神與守護神、曼陀羅等。唐卡繪畫的色彩與漢族傳統繪畫

相比，顯得更加鮮豔、對比更強。唐卡繪畫經常應用一些漢地繪畫

很少使用的特殊顏料，如泥金粉和摻合金屬粉末的朱砂，使得唐卡

有別於漢地繪畫，顯得分外富麗堂皇。每一幅最少也要花上三、四

個月才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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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土葬、火葬和水葬。而藏族喪葬的方式則分為三種─火葬、水葬

及天葬。藏族的火葬基本上跟香港的火葬差不多，如因生病而過身

的藏族人必須進行火葬。意外身亡的藏族人，家人一般會選擇水

葬，即把屍體投入江中餵魚，天地循環。至於自然老去的，則會用

天葬。藏族人會讓身體給老鷹當食物，也當作做善事。

我們經過今次的訪問後，發現了藏族牧民的生活與我們的極為不

同，很感謝拉本卡校長替我們翻譯，讓我們獲得一次不可多得的經

驗。

學生回應：1J 施可瑩

透過這篇文章，我更加明白到青海牧民的生活習慣和飲食文化。雖然我也參加了這

次青海的交流計劃，也探訪了牧民，但是我想不到同學能想到以上有趣的問題，比

自己搜集到更多資料。要在交流團中學習得多，準備功夫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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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貢─宗教藝術之典範》......................
施可瑩  梁凱嵐  陳慈恩  吳玉麟  霍文懿  劉加文

沿著隆務河畔，我們的旅遊巴士在崎嶇不平的山路上顛簸行駛，搖

搖晃晃地到了吾屯上寺。在寺院的後樓房住了兩位僧人，一位僧人

正用色彩斑斕的礦彩繪畫一幅佛像唐卡，另一位僧人則靜候著我們

的到訪。

熱貢藝術始於十五世紀，是中國藏傳佛教藝術的重要流派，主要藝

術形式包括唐卡、堆繡、壁畫、酥油花等，發祥於青海省黃南藏族

自治州同仁縣隆務河畔，即是我們姊妹學校的所在地。

唐卡是熱貢藝術的其中一種，題材與其他藏傳佛教藝術形式的題材

大同小異。主要題材包括有佛、菩薩與佛母、各類本尊、羅漢、上

師、護法神與守護神、曼陀羅等。唐卡繪畫的色彩與漢族傳統繪畫

相比，顯得更加鮮豔、對比更強。唐卡繪畫經常應用一些漢地繪畫

很少使用的特殊顏料，如泥金粉和摻合金屬粉末的朱砂，使得唐卡

有別於漢地繪畫，顯得分外富麗堂皇。每一幅最少也要花上三、四

個月才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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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回應：2M 洪嘉駿

我覺得這次青海之旅，令同學們可以認識更多關於藏族的宗教特色，也令他們累積

了更多知識。希望下次的遊學團團員能講解更多的知識給我們聽。

酥油花之製作為藏傳佛教之最絕。酥油花藝術之特點在於它採用不

易保存的原料─酥油。酥油是由牛奶提煉出來的牛油，含極高脂

肪，為身處嚴寒雪山中的人民帶來抗禦寒冷的熱能。製作酥油花

時，必須在攝氏零度以下的屋子裡分頭製作，天冷也不能生火，而

且不時還要把手浸於冰水，以防體溫高溶化酥油。塔爾寺酥油花已

被列入國家首批非物質文化遺產推薦項目，堪稱一門絕技。

經過一連八日探索熱貢藝術之旅，我們獲益良多，更被當地濃厚的

藝術文化深深吸引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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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吾屯上寺僧人細心的講解，我們對唐卡藝術有了較深的了解。

為了進一步認識熱貢藝術，我們回到青海另一大寺院─塔爾寺，欣

賞其他藝術形式。堆繡使用各色的綢緞剪成所需要的各種形狀，如

佛像，人物花卉，鳥獸等，以羊毛或棉花之類充實其中，再繡在布

幔上，由於中間突起，所以有明顯的立體感，內容題材則大都是佛

教故事和宗教生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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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回應：2M 洪嘉駿

我覺得這次青海之旅，令同學們可以認識更多關於藏族的宗教特色，也令他們累積

了更多知識。希望下次的遊學團團員能講解更多的知識給我們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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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外界，身在酒店，也會有不測之風雲。照相機，為你記下旅程

中點滴，電話為你把親人之祝福點點提供，把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拉

近，音樂播放器隨身聽，更為你在無聊時演奏出美妙樂章。這等感

受，不常有呢！

快樂的事，接二連三，但行程中也包含了一點不悅之事。就在第一

天乘機，穿梭天際至上海時，同學友人不慎把學校的橫額，誤留機

上。過了幾天，又有些同學遺失手提電話和音樂器材。但回憶過

去，大家同學沉著，不發一言把事件帶過，此後，這些也變了大家

之間的「笑料」。同學們的互相關懷，表露無遺。塞翁失馬，焉知

非福？

一切的歡樂，就在第七日返港的一刻，深深的留下烙印。日後憶起

這些日子，或大家聚在一起時，定回味無窮吧。回憶，時常帶給人

一種感覺。對我而言，這次最大的得益，就是結識了上海朋友，而

跟同學的友誼，也變得堅固呢。

學生回應：2M 吳玉麟

看了陳永康同學這篇文章後，我清楚地了解他在上海七天的旅程。他在旅程中經過

了學習和參觀，令他明白了一些人生道理和令他跟同學們的友誼變得更加堅固。我

認為他在這次旅程中學會了不少道理和做事技巧，使他和同學們獲得不少難忘回

憶，真是獲益良多。而身為朋友的我也為他而覺得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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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之行》..........................................
2J 陳永康

人生路途上，無法離開的東西，就是學習。所謂「讀萬卷書不如行

萬里路」，現時的中學也紛紛開設一個又一個的遊學團，把這概念

實行。我也跟隨了學校這次的上海遊學團，親身體驗。

學校，不正是一個為學習而生的好地方嗎？到步的第二天，我們戰

戰兢兢，步入當地一間名為復旦附中的中學，和當地學生一同上

課，作初步交流。第一課，我們所面對的是體育堂，感覺不錯，一

開始便在籃球場上會會新朋友。刀光劍影，互不相讓，正是把體育

精神透徹顯露出來。接著的還有科學、中文、物理等課堂。打開書

本，眼見教材的分別明顯。學習基本的基本就是：「不明白，便發

問」，而在這般的問答過程中，大家亦變得熟了，我理解的就答，

不明白的就問，從中學會的，不單是書本知識，更發現到自己在結

交朋友和應用普通話上，大有進步，而接下來的時間，我更可暢所

欲言，好好理解大家在學習，以至生活上的點滴。有朋自遠方來，

不亦樂乎？大家相處時間不多，所以格外珍惜。

世界上很多東西都是相對的，有在課本上學到的，也有在書中得不

到的。離開校園，乘車而去。到當地名勝，好好玩樂。先來夜遊黃

埔江，景致動人，點點燈火，東方明珠，連成一線，互相輝映。所

謂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從東方明珠塔這般甲級高樓，俯視而

下。三百六十度上海全景，盡收眼簾，果然結合了新世紀建築精

髓，美景盡現，一展攝人的神風氣慨。

蘇杭之日，山水一色，別有風味。虎丘，留園風景動人，院中帶有

古典氣魄，更可見中國富人娛樂，興趣所在。它更突出了中國假山

假水上的鬼斧神工。西湖，三潭印月中所見所聞，詩意濃厚。船遊

鏡湖，平靜無比，只是略帶微波。令人得到心，身，靈的釋放，仰

望長空，與湖水交接略顯山水神色，令人嘆為觀止。何等美境！難

怪古人詩興大發。盡管在書本上所描寫得淋漓盡致，也不可能一一

表露出這高雅的氣勢出來。沒見過真正美景，憑空想像而描述出來

的，根本是比了下去。有人說詩中有畫，畫中有詩。但深入一想，

這一切不是為了一個“景”嗎？

人在遠方，人生路不熟，出外靠朋友。七日漫長夜，自然之間，產

生了一種友誼，互助而生。不時互相提點，幫助。 二十餘人，認人

不難，為免同行友人不幸迷路，不時提高一百二十分的警覺。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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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外界，身在酒店，也會有不測之風雲。照相機，為你記下旅程

中點滴，電話為你把親人之祝福點點提供，把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拉

近，音樂播放器隨身聽，更為你在無聊時演奏出美妙樂章。這等感

受，不常有呢！

快樂的事，接二連三，但行程中也包含了一點不悅之事。就在第一

天乘機，穿梭天際至上海時，同學友人不慎把學校的橫額，誤留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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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黃埔江，

我們坐上觀光船，遊覽上海，夜景真的很美呢！

接下來，是我們整個旅程最寫意的兩天。第四天，我們一早出發，

坐兩個小時的車程到蘇州。上午遊覽虎丘風景區，那裡很多花花草

草和樹木，景色迷人。有一條長長的石梯，兩旁栽種了不同的樹

木，微風吹過，真的很舒服呢！

午餐後便去參觀留園，這也是一個很特別的風景區唷！雖然沒有虎

丘那麼大，但是它有著不同的“畫”在裡面。裡面的畫很特別，它

們是活的！這些畫都是由花，草，樹木和一些奇形怪狀的石合起來

的，不斷生長，不斷轉變。晚上回到酒店吃晚飯，由於這天是聖誕

節，所以我們便在酒店吃聖誕大餐，舉行聖誕節聚會，更一起交換

禮物。

第四天我們去了杭州，一早出發。我們遊覽西湖，那個三潭印月，

美得像一幅畫，站在任何一個位置，看開去，它都像一幅畫，真的

很喜歡這個地方。走完西湖，我們便到岳飛墳墓參觀，而且有一班

小記者來訪問我們呢！真的有趣。

剩下兩天了！這天我們不用那麼早起床，吃過早餐後，坐車到復旦

初中，進行第三天的交流活動。兩校更有一個簡介會，各方的學校

都有同學代表演講，之後更有音樂表演呢！十分精彩的。最後，活

動完了，我們便要跟新認識的朋友說一聲再見了，因為這天是我們

最後一天跟他們一起上課，真的有點捨不得呢！（眼有淚光）

離開學校之後我們便回到酒店休息，晚餐後才去觀賞馬戲團表演。

這個馬戲團表演真的很精彩呢，個個節目都是十分危險，精彩萬分

的！但亦有部分的同學因為太累了，最後都忍不住睡了。（笑）

終於到最後一天了，要回港了。早餐過後便開始收拾行李，辦理退

房手續。午飯後，我們坐磁浮列車到機場。真的很快很快很快呢！

最快時速好像是每小時四百多公里呢！厲害吧？人到達了，行李卻

未到，所以我們要等待呢。最後我們都安全回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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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在上海》.......................................
2J 陳泳潼

在二ＯＯ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我們學校舉行了第一個交流活動。

老師揀選了二十名學生到上海交流，機會難得。這一次，我被選中

了，我很開心可以到上海交流，在這次的交流團裡學會了自立，但

還是需要時間去培養。

是次活動的目的，是為了和那邊的學生交流，互相認識。在活動裡

面，我們和上海的一所中學 ── 復旦初中合作。

第一天，我們到了上海，便馬上到酒店裡休息，放下行李。因為那

時已經接近黃昏，我們亦累了，所以並沒有出外用餐。在酒店食晚

飯，然後便休息了。

第二天，我們要很早起床，用早餐，坐車到復旦中學。我當時的心

情十分緊張，不知復旦的學生是否會跟我們做朋友，和能否溝通得

來。到了復旦中學後，才發現一切和我想像的差天共地，他們不單

十分友善和熱情，更主動和我們聊天，不斷問一些有關香港的事，

令我之前的疑惑和擔憂，頓時煙消雲散，而且我也變得和他們熟絡

起來。

我們一起上課，他們上課的時間很專心，而我亦看到他們的另一面

唷！他們其實 …… 嘻嘻，我覺得我們學校的學生有兩方面是不及

他們的：第一，就是當老師叫他們起來答問題的時間，他們是盡心

盡力地回答老師的問題，而且回答迅速。第二，就是他們上課真的

很留心，就算課題沉悶，都不吭一聲，等到下課後才抱怨。我很佩

服他們這種精神呢！

還有，他們上課的時間也很特別，每節課後，他們都有十分鐘的小

休，做「眼部操」，很有趣呢！我們還在他們的學校裡用膳，他們

都吃得簡單，一飯三菜，還有例湯，蠻豐富的。

放學後，我們晚上到了南京路 步行街和到書城買書。其他並沒有什

麼好走的，只是看看有沒有一些特別的小食而已。然後便回酒店。

晚上活動，愈夜愈精神呢，呵呵！我們晚上在房間裡吃零食，看電

視，玩電腦　……　不在家便有這種好處！

到第三天了，我們也是到復旦初中上課。而晚上到了東方明珠塔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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