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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水逆”一词颇为
流行。西方星占学中有水星逆行
而运势不佳的说法。许多人觉得
自己遇事不顺时，就调侃是不是
“水逆”了。

其实，从天文学的角度看，要
想看到水星还真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有多少人真正见过水星
本尊呢？更别提逆行的水星了。
那么究竟该如何正确观测这颗行
星呢？

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 施雨岑）
巍巍紫禁城，风雨600年。故宫博物
院近日召开座谈会，专家学者、各界
代表齐聚紫禁城，回顾这座城走过的
不凡历程，探讨未来更好的保护与传
承之道。

文化和旅游部部长胡和平指出，
紫禁城建成600年暨故宫博物院成立

95周年，是全国文化遗产和博物馆领
域的一件盛事。保护好紫禁城、建设
好故宫博物院，是事关坚定文化自
信、保护传承文明的重要使命、重大
任务。故宫博物院要加强文物保护，
提高研究能力，推进合理利用，全面
深化改革，守牢安全底线，守正创新、
继往开来，推动各项事业再上层楼、

再创辉煌。
“故宫博物院是著名博物馆、文物

保护单位与世界文化遗产之地，在古
建筑保护、文物管理、陈列展览、学术
科研、公共服务等方面起着重要示范
作用，对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满足广大民众精神文化需求、提升国
家软实力意义重大。”国家文物局局长

刘玉珠说。
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表示，将

深入总结故宫博物院建院95年的发
展历程，明确新时代办院指导思想，
推动“平安故宫”“数字故宫”“学术
故宫”“活力故宫”建设，肩负起保
护、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神圣使命。

从“水逆”探索水星样貌

各界代表齐聚故宫博物院共话紫禁城600年

那么我们常说的“水逆”，真实情
况是怎样的呢？

太阳系八大行星都在自西向东
绕日公转，并且离太阳越近的行星，
公转速度越快。在地球上观测，其他
所有行星都存在“逆行”现象，水星也
不例外。所谓逆行，指的是行星在星
空背景中运行时，运动的方向自东向
西，和平时的自西向东运行正好相
反。对于水星这样的地内行星，逆行
发生在它和地球都位于太阳的同一
侧时。由于水星公转得更快，这时它
会像超车一样超过地球。在我们看
来，这段时间它在星空背景中就成了
从东往西运动。

水星逆行时，正是它和太阳的角
距离最小的时候，再加上黄道倾角的
影响，导致大名鼎鼎的“水逆”，其实
仅凭肉眼根本看不到。

此外，水星每次逆行的时间只有

20天左右，是所有行星里最短的。金
星、火星每次逆行都要持续大约40天
和60天，“行动迟缓”的土星逆行一次
更是长达近5个月之久。不过水星运
动快，每隔三四个月就会出现一次逆
行，频次比其他行星高了不少。

这种特点，恰好适合给人们生活
中各种莫名其妙的倒霉事“背锅”。
火星逆行差不多两年才发生一次，自
然不好作为挡箭牌，金星比火星也好
不了多少。木星和土星则每年都有
四五个月是在逆行，时间也太长了，
于是水逆就成了最合适的“出气筒”。

事实上，顺行、逆行都是行星按
物理规律运行的自然结果，不可更改
也无法避免。就算把地球和水星调
换一下位置，仍然会见到水逆、火逆
等现象。宇宙依旧会照常运行，行
星们也不会带来什么坏运气。

（本报综合）

如果倾角最大时正好碰上距角
比较大，那么水星就有机会达到最大
的高度。可惜在北半球总是大距角
碰上小倾角，在南半球才会出现大距
角叠加大倾角。所以总体而言，南半
球水星观测条件通常较好。在南半
球中纬地区，日落时刻水星高度最大
可达将近27°。而在北半球中纬地
区，最大高度基本在21°上下。且越
往北，水星高度越低，就越难以看到。

在我国的大部分地区，一年通常
只有2到3次最佳的水星观测机会。
水星是昏星时，每年3月底到6月初，
尤其是在5月中下旬，有机会达到比
较大的高度，可以在傍晚西方天空中
寻找。水星是晨星时，9月初到12月
初，尤其是10月中下旬，有机会达到
比较大的高度，可以在黎明时向东方
寻找。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说这两
个时间段的水星一定会比较高，只有
在此期间发生水星大距时，高度才会
比较大，否则就只能静待来年了。

2021年将是观测水星的好日子，
有两次大距都非常接近最佳观测日
期。分别是5月17日的昏星和10月
25日的晨星，值得期待。

水星之所以不太容易见到，主要是
因为它离太阳太近，常常淹没在明亮的
阳光里。它和太阳的角距离最大不超
过28.3°，只作为晨星或昏星出现。人
们只能在黎明或黄昏看到它，而且可观
测的时间最长也不过几十分钟。

什么时候才能比较容易观测到水
星呢？这要看天黑的时候，水星够不够
高。水星地平高度越大，越利于观测，
这时不仅可观测时间更长，且受大气消
光和景物遮挡的影响也更小。一年中
只有少数几个日子，水星能达到比较高
的高度，这是由以下两个因素决定的。

第一个是黄道与地平的夹角。黄
道就是太阳在星空背景中运行的轨
迹，我们所熟知的黄道星座，就分布在
黄道上，行星基本也都在黄道上运
行。黄道是一个大圆，它和我们的地
平圈有两个交点，并形成一个倾角。
由于地球在自转，交点的位置和倾角
的大小每时每刻都在变化。对水星观
测而言，我们关心的是在日出或日落
的时刻，这个倾角是否够大。水星基
本位于黄道上，而且离太阳不远，所以
倾角大的时候，它才有可能出现在较
高的天空。反之如果倾角很小，水星
随黄道“斜躺”在地平附近，高度就不
容乐观了。倾角随日期和地理纬度而
变化，纬度越高倾角越小，看到水星的
难度也越大。著名天文学家哥白尼生
活在波兰，约为北纬52°，他就曾为观
测水星而大伤脑筋。

那么是不是倾角最大的那一天，水
星就最高呢？答案是否定的，还有第二
个因素在起作用，即当天水星离太阳的
角距离。如果距离太近，高度自然也有
限。从地球上看到水星和太阳角距离
最大的时刻，叫“大距”，此时二者之间
的角距离被称为“距角”。由于水星的
公转轨道比较扁，每次大距时的距角都
不一样，在18°到28°之间变动。距角
的大小只和日期有关，最大时发生在3
月下旬和8月中下旬。如果用一根竖立
的棍子来类比水星的高度，距角相当于
棍子的长度，它实际上限制了既定日期
水星高度的最大值。倾角则相当于棍
子的倾斜角度，它不仅和日期有关，还
随纬度变化，最终决定了既定日期、既
定地点水星的最大高度。

“水逆”不可避免C

B观测水星时间短

A寻找水星难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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