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知道全世界有多少人正在搬家嗎？二十多億，將近三分之一的人口。他們一

批批像天空浮雲似的，慢慢的從鄉村遷移到城市，期待過更好的生活。

不只是人類，從細小的浮游生物到巨大的鯨

魚，蟲魚鳥獸都會搬遷。由一個地方遷到另一個所

在，花費許多力氣、千里迢迢，究竟為什麼？

有兩種理由：被強迫─棲地出問題了，想

保命不得不走；被吸引─可避寒暑、食物

充裕、合適繁衍後代的好所在，豈能不去？

怕熱的英國長插蛛不斷往涼快的北方搬遷，

二十五年來離開老家已超過320公里。美國加州森林

的植物則跌破眾人眼鏡，往山下搬了80公

尺。它們在意雨水的滋潤，山下熱一點

沒關係。咦，植物沒長腳怎麼搬家？當

然是靠種子！

搬家的學問真不少，是誰在搬

家？怎麼搬？請繼續看下去。

撰文／鄧小非　繪圖／顏寧儀　企編／賴佳慧　版面／丘山　圖片／達志／shutterstock

是誰在        ？

聰明的人類會善用工具，

除了馬匹、駱駝，還發明

車輛、船隻、飛機，在地

球表面四處遷移，甚至想

要搬到外太空。

洄游的鮭魚可以憑嗅

覺，聞出家的味道。

海豚擁有磁性顆粒來

感應地球磁場，替自

己定位。

大多數動物用眼睛，

以太陽、月亮、星

座、地標認清方向，

完成搬遷大事。

13

鳥類的導航系統很厲

害，兼具視、嗅覺和磁

場，高山大海都難不倒

牠們。

帝王蝶遷徙 鮭魚回鄉 中國春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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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胡純
禎　繪圖／

徐芳如　

企編／愛米
粒　版面／

青鳥　

圖片提供／
華映娛樂

嗯，大家想像的死亡模樣都不

一樣。再說說看，如果認識的人或

家裡寵物死掉了，你會

有什麼感覺呢？

它像黑漆漆的樓梯間。

我覺得，它是穿著白衣的女
子，有點溫柔又有點嚴肅。

比方說，你想像中的死亡，是

什麼樣子呢？

對我來說，它是有很多皺褶、
很灰暗的東西。

嗯，說的好。為什麼一談到「死

亡」，我們的第一個反應常常是「不想

談」呢？是因為感到害怕、因為想起不

好的記憶而難過，或者，我們還真不知

道該談些什麼？

死亡是什麼？
從客觀角度來看，死亡只是一個單

純事件：呼吸、心跳、大腦等生命機能

永遠停止了。而且，這是我們每個人都

會經歷的事情。

可是，誰都不知道死亡長什麼樣

子、有什麼感覺。關於死亡，我們大

多靠「想像」來了解。

等等，這是可以談的嗎？

我覺得，光是說出『那個字』都好困難。

對啊，這有什麼好談的，又不好玩。

談死亡？不要啦，好不吉利。

像這樣，一步步想像死亡的模樣、分享

彼此的感覺，清楚、坦誠的討論死亡，我們

就可以更理解自己對死亡的想像和感受。現

在，你對死亡是不是沒那麼排斥了呢？

「真的 ，而且，我還想知道更多。」

我會很難過，因為再也看不到他了。

我會怕怕的。如果人死了會變成鬼⋯⋯

幼稚園的時候，爺爺走了，我感覺媽媽
很難過，一直哭。我並沒有哭，但當時
是真的很難過。

媽媽說，好人死了會上天堂，變成天使。

你可以這樣談死亡拿出筆，試著寫下最早接觸死亡的經驗
例子：很小的時候，有天大人跟我說，爺爺離開了，遞給我一件質料很粗的衣服，要我穿上。我穿上它，坐在大人說的「靈堂」裡，聽著大家一直哭，我卻哭不出來。我是不是哪裡怪怪的？

你可以看看別人的生命故事

《克拉拉的箱子》
小天下出版

新學期開始，就傳來克

拉拉老師即將因病離

世，從抗拒、無法接

受、祈求奇蹟⋯⋯大家

一起學會勇敢面對生命

的離去。

《留下來的孩子》
小天下出版

凱特林相當依賴哥哥戴

文，然而，戴文卻死於

一場校園槍擊案。悲劇過

後，爸爸時常哭泣，凱特

林想要幫助爸爸和她自

己，但是毫無頭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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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倫敦知名的手

工冰淇淋連鎖店，怎麼會

點不到香草冰淇淋？老闆

說，去問馬達加斯加。

原來，美味甜點必

備的香草大多產自馬達

加斯加，供貨量占全球

八成。不幸的是，去年熱

帶氣旋狂掃，加上乾旱作

祟，島上香草產量銳減，

價格飆漲了三十倍，每公

斤要價最高新台幣一萬八千元，比銀子

還貴！

田裡高價香草引來不肖分子覬覬覦覦。

他們趁著深夜潛入香草園，粗暴的把整

棵植株砍下來。心痛又頭痛的農夫不得

不組成自衛隊，一手鐮刀、一手槍，輪

班巡邏保護香草。有些農人還在香草莢

標上自己的名字，只要小偷一轉賣，立

刻露出馬腳。有用嗎？農警互相合作，

果然逮到一千多個小偷。

另外，有些農夫設法開墾林地，想

要種更多香草來應變。也有人選擇提前

採收，讓小偷撲空。只不過，不成熟的

香草莢產不出好品質的香草，反而破壞

馬達加斯加的商譽。因此，政府出手訂

下每個村莊的香草莢採收日期，更公開

銷毀500公斤提前採收的香草莢，只為

提醒大家：照規矩來，才能讓香草完全      

復原。

一頭栽進哈利波特的世界，跟著他一起討厭佛地魔，不只暢快過

癮，還令人胸襟寬大。真的嗎？不少科學研究指出，閱讀小說真的好

處多多。

依據英國薩塞克斯大學的實驗，閱讀有助減壓多達68%，也使大腦

保持活躍，比下棋、猜謎更能減緩認知力的下降。另一項報告指出，

閱讀小說半小時，受試者會覺得自己置身故事中，同時感到滿足和快

樂。對閱讀小說中的大腦進行掃描，則發現它啟動的腦

區是「理解他人」。

美國的格林博士做出結論：投入小說世界

有益人們改善人際互動，感覺跟人有聯結，

因此樂而忘我、壓力得到釋放。

全世界因癌症死亡的人數占

比17%，如何突破癌症魔掌，

科學家一向努力不懈。三年

前，研究人員得知大象罹癌致

死率竟不到5%，從此打開抗癌

新方向。

來看看他們的發現。首先，

猶他大學小兒腫瘤科醫生西夫

曼指出，細胞中受損的DNA是致癌元凶，而腫瘤抑制基因 TP53 會把

它們找出來。他說，大象擁有 20 組 TP53，人類只有一組。

芝加哥大學遺傳學家林奇則測到另一項大象特有的防癌推手：白血

病抑制因子 LIF6。它是一段沒有功能的偽基因，非常死寂。沒想到

TP53 會活化 LIF6，使它快速製作蛋白質，把細胞發電廠粒線體捅出

大洞，讓可能致癌的細胞活不下去。

奇妙的是，並非所有壞細胞都要除掉，TP53 也會召喚其他大象基

因來修復損傷的DNA。究竟怎麼辦到的？西夫曼表示，這是大自然

千萬年的智慧，他們會繼續研究。

新聞

互動

香莢蘭原產於中美洲的熱帶雨林，

它的果莢經加工處理後會產出香郁之氣，

成為高級香料──香草。西班牙人最早把香莢

蘭引進歐洲，再由法國人傳到馬達加斯加、荷蘭人

帶去印尼。

香莢蘭種下二至四年才會開花，每朵花只開六到 
八小時，農夫必須把握時機完成人工授粉。再過八、

九個月，果莢成熟即可採收。新鮮果莢沒有味道，

透過殺菁、發酵、乾燥、調理四道功夫，耗時

六個月，終於散發出甜甜香草味。香草可

添加在食品、香水和化妝品中，提煉

出的精油還能抗菌解毒。

香草怎麼來的？

原來做成香草要那麼

費工。等香莢蘭長

大、果莢成熟，還要

人工授粉、加工。農

夫真辛苦。

我支持暫時不賣香

草冰淇淋，大家應

該忍耐，等香草供

需恢復正常。

那是香草精啦！冰

淇淋裡面有黑色小

籽粒，才是添加香

草莢的好貨。

嗯，為了用天然香

草莢，人和土地都

付上極大代價。這

樣真的好嗎？

所以小偷很可惡，

坐享其成不打緊，

還砍掉整株香莢

蘭，真過分。

好奇怪，我昨天吃

的香草冰淇淋，味

道跟以前一樣，也

沒變貴喔。

天然就一定是好貨

嗎？人工香草精只

要是安全的，沒什

麼不好吧？

還是要多想想。

達志/Shutterstock

達志/Shutterstock

達志/Shutterstock

編撰／鄧小非　企編／詹亞穎　版面／小鬥士

讀小說，有益人際互動

大象防癌出奇招：基因復活

馬達加斯加總動員搶救
香草

76    未來少年   2018.10



在家裡找一找，你會發現，哇，這裡有塑膠、那裡

也有塑膠！

櫥櫃、浴缸、流理臺和桌椅都使用了塑膠。家電

的外殼，包括液晶電視螢幕本身，也用了一層一層功能

不同的塑膠。家電內部也有塑膠，各種金屬線路為了絕

緣，必須用塑膠包起來。

天花板、地板可能也有塑膠。「我們家是木質地

板，沒有塑膠。」錯了，木質地板表面會有一層塑膠保

護膜，超級耐磨又能避免潮溼。

再看看你的書桌，原子筆、膠水、資料夾、削鉛

筆機⋯⋯別忘了，你的書包可能也有塑膠。

只不過，塑膠不能分解，丟棄後淪為萬年垃

圾汙染環境。但是，塑膠真的是大惡魔嗎？答

案讓你大吃一驚。

撰文／陳季蘭　

顧問與審訂／王
文竹（淡江大學

化學系教授）

繪圖／放藝術工
作室　企編／愛

米粒　版面／青
鳥　

圖片提供／達志
／Shutterstock

到處都是

塑膠！

連我用的碗

都有塑膠。

塑門上塗塑膠
可以防水！

塑

塑

塑

塑

塑

塑

塑

塑

塑

塑

塑

塑

塑

塑

塑

塑

塑

塑

塑

塑

雖然是木地板，
但表面也塗了
一層塑膠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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