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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
大自然

让我们跟着好奇心，
一起来探索身边的大自然吧！

Available in

English
Español
简体中文 (SC)
繁體中文 (TC)

欢迎！

阿拉米达县图书馆向您致上亲切的问候，并欢迎您参加 2022 年夏季探
险！今年的主题是探索大自然 。

从米逊峰(Mission Peak) 到泥巴坑，大自然提供了我们无穷的探索机会。
每天我都试着去看、听、尝、摸和闻在自然界中的各种新东西。
夏天是探索
大自然的绝佳时机，我们可以探索户外、街坊邻里，甚至室内的环境。
这本《探险指南》给所有人提供了包括阅读的许多活动。
让我们跟着好奇
心，一起来进行夏日探险吧！

什么是夏日探险？如何参加？

夏季探险是重新设计过后的夏季阅读游戏，是一个让我们可以在暑假里，尝
试用不同方式学习的机会。
请跟着你的好奇心，以最适合自己的方式，来完
成这本指南中的活动。
完成的活动数量不拘, 您甚至可以自己发明活动！完
成活动之后，您可利用线上、邮寄或亲自送件方式投稿，分享您的活动。
首次
投稿可获赠一本书作为奖励，同时还可以参加抽奖（投稿和奖品详情请见第
4页）。
•
•
•

Cindy Chadwick
县立图书馆馆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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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这本指南中的任何活动

阅读任何东西，或让别人读给您听，作为一项活动
自创活动，给大家惊喜

到网路作品展(aclibrary.org/summer)上欣赏其他人的活动作品，将您
得到的启发，用其他方式重新表达。
例如，如果您喜欢某人展示的画作，您
可重新创作，将其变成为一部影片、一首诗、或一篇故事等。

本指南适用于所有年龄和能力

所有活动都可由探险家们自由调整，以自己的方式来诠释、创作、完成、及呈
现，没有对或错！
活动举例：

用感官与周围的世界联结

这个活动可以用以下方式进行：

在户外探索您的感官。
您可试着在图书馆找一本类似《出去散散步 		
(Let’s Go for a Walk)》或《没有看过的城市 (Unseen City)》的书来		
引导您的的探索。
感受一下自己的呼吸，或特别留意一下室内的周围环境。
花 5 分钟，用一个不一样的感官，来体会身边的世界
留意日常生活中大大小小的自然物
提供自己的解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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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品说明

奖品书：当您投稿分享了第一个作品之后，就可以去住家附近的图书馆分馆
领取一本书作为奖励，您同时也会被加入抽奖名单！

作品投稿/抽奖单
线上填写简单容易：aclibrary.org/summer

抽奖：整个暑假活动期间，您可以持续投稿分享作品，得到多重的抽奖单，增
加得奖机会！奖品令人惊喜，投稿越多，中奖的机会越大！

名字 * (*必填)

请在以下抽奖日期前投稿，即可参加当次的抽奖：6 月 27 日、7 月 12 日、7
月 26 日、8 月 15 日。
如果您幸运得奖，图书馆人员将会与你您联系，请多加
留意！

姓氏 *

参加抽奖方法
线上

请上网 aclibrary.org/summer 线上填写投稿单
邮寄

请将投稿单寄到：

Alameda County Library
Attn: Summer Adventure
2450 Stevenson Blvd.
Fremont, CA, 94538
亲自送件

在图书馆开馆时间内，
将投稿单投入各分馆
的夏季探险投稿箱中。
注：奖品只能在阿拉米达县图书馆分馆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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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组（岁数) *		

0-5

6-12

13-17

18+

必须提供电子邮箱或电话号码才能通知得奖
电子邮箱
电话号码
喜欢光临的分馆 *
Albany

Castro Valley

Centerville

Cherryland

Dublin

Fremont Main

Irvington

Mobile Library

Newark

Niles

REACH

San Lorenzo

Social Justice Services

Union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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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资源

哪个活动启发了您投稿？*

随着您的好奇心，探索图书馆或社区资源，这些资源全年适用!

您想参加作品展吗？(Submission Showcase) 吗？

是的，阿拉米达县图书馆可以分享我的作品。
为了保护您的隐		
私，我们不会提供任何私人的资讯。

为您的活动加上注解。

图书馆
•

•

•

•

您是如何得知夏季探险活动的？
家人
网站

其他：

•

朋友

学校

社交媒体

收音机

图书馆
报纸

阅读个人推荐服务：您可请图书馆员
为您客制一份专属于您的阅读书单
aclibrary.org/book-match
Discover & Go：取得博物馆、动物
园、剧院等的免费或折扣门票
aclibrary.discoverandgo.net

教育和扫盲服务：协助您达到阅读和
写作能力的目标
aclibrary.org/literacy
或致电 510-745-1480

电子图书馆：查看图书馆提供的网路
英文和中文电子图书，杂志或资料：
aclibrary.org/elibrary，或其他语言
的资料：bit.ly/comlang
Link+(图书馆互借)：从加州各地图
书馆借阅资料
bit.ly/aclinkplus

社区
•

•

•

•

•

Celebrate Urban Birds 网站：无
论身在何处，留意并协助保护鸟类
celebrateurbanbirds.org
东湾公园管理局网站：到各处地区
公园和步道寻幽、学习、做义工等
ebparks.org
Latino Outdoors 网站：探索户
外活动，庆祝大自然、家庭和拉丁
文化（提供西班牙文和英文版本）
latinooutdoors.org

LEAF 网站：协助降低粮食的不安全
性，学习如何在阿拉米达县永续生活
fremontleaf.org
Outdoor Afro 网站：以黑人经
验为中心的模式, 连结及保护大
自然 outdoorafro.org 在「位置
(Locations)」的项目中查询湾区

想得知以上及更多资源的链接, 请至
bit.ly/sa22resources

这是您夏季探险的第一件投稿吗？
是的，我从未投过稿

是的，这是今年的第一件
不是，这是额外的投稿

欢迎参加！

感谢参加！

谢谢您多次投稿！

如需更多投稿单，您可上网 aclibrary.org/summer 线上投稿，或者
到您方便的分馆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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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

带着好奇与期待的心，探索周围
身边的世界

享受一个自然或科学为主题的故事
例如：
•
•
•

打电话到聆听小栈 (Listen Inn)：
833-990-BOOK (2665)
了解一位气候活动家

读一个从动物角度讲述的故事

学习有关加州本土植物或动物的新知识

请完成这个蒲公英

思考或了解帮助拯救和保护地球的方法
使用您的感官与身边的世界联结
(活动启示请见第3页)
追随着好奇心，超越日常路径探索
例如：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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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索周遭环境时，也去了解它的历史

造访一个您自选的步道、博物馆、动物园或天文馆
（请参考第 7 页)
了解一个您从未去过的地方
尝试走新的路线去某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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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

用艺术的方式表达对
自然的感谢与欣赏

用您的创造力与关怀来丰富这个
世界。

您透过窗户看到了什么？

利用旧物创造新物
例如：
•
•
•

种植或培育一个生物，享受照顾
这个生物的过程

将旧物恢复原样

将回收的物品制作成新的东西
用绿色垃圾做堆肥

创造、寻找、或想像一个安静的、属于自己的探索空间
讲一个关于自然的故事

您知道可以到图
书馆领取种子包
吗？请洽各分馆
索取！

例如：
•

画一片叶子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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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用动物的观点看世界

想像另一个世界或星球上的大自然

在日常生活中挑选一样东西，追溯这样东西在自然界
中的起源
分享您在云中看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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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结

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部分！花点
时间去认识并联结跟我们一起共
享地球的其他人。
寻找一个关心或想深入了解地
球的当地团体

与他人分享您想了解的事物，并一起寻找答案
（第 7 页有许多资源)
以行善开始或结束一天
仰望天空，想想附近或远处的人会同时看到什么

例如：
•
•

参加一个阿拉米达县图书馆主办
的现场或线上活动

•

想像一下其他探险家看到了什么

想想从地球另一边看到的天空是什么样子

思考一下光的污染、每天的时间和天气如何影响你
所看到的东西
画一只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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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追踪自己的进度吗？
每完成一项夏日探险的活动后，给一朵加州罂粟花涂上颜色，
做为您的探险纪录（整个活动一览表请见第 3 页）

这次夏季探险中我想保
留的东西：
我最喜欢的活动

我最喜爱的书

我会记住的东西

我还想继续了解的东西

14

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