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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的火苗》

“人生總會有烏雲密佈的時候。但只要細心呵護一個希望的嫩芽，從此，朝氣蓬勃的
新綠就會成為自己的生命。”──安徒生

誰都愛吃糖果，特別是孩子，因此，在尊重兒童本位的今天，市場流行的兒童文學作
品多為“可口型”的，然而，在一片歌舞昇平的童書下成長的孩子，思想都比較正面嗎？
又不覺得，只見不同原因輕生的學生案例逐年增加──人們生活條件好了，駕馭逆境的能
力反而低了。糖果味道好，但不代表營養高，當整個社會大環境都一味教孩子享受甘甜
時，我們也期望孩子明白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苦盡甘來、雨過天晴等價值觀的學習同
樣重要。為此，我們編輯組設計了本期主題《希望的火苗》，並在四月中公開徵稿，期間
收到兒童故事及少年小說廿多份，童詩十數首，最後精選出主題故事四個，童之精選故事
三個，少年小說三篇，童詩六首。

主題故事方面，黃健威透過《黑熊爺爺的往事》為孩子揭開二龍喉黑熊BOBO的身世
之謎；嬉水池《沒有耳朵的兔子》讓孩子明白“有缺陷的人”也可以自強；《雷雨下的燭
火》紫菱訴說了風雨中的神秘事；彭執中在《望德堂前賣火柴》中，以幽默手法讓孩子感
受人性善良的可貴。本期“童之精選”有童話式故事《三件寶物》和《智慧花》，另外劉
居上先生的《想當作家的小姑娘》透過“故事中有故事”的結構令人耳目一新。少年小說
方面，《小相思》、《尋找珍珠心》分別帶領小讀者思考不同的生活價值，而《九姑與七
匹狼》則大玩文字“諧音”遊戲。

“主題和技巧不易拿準，有的作品技巧很好，但內容過於深沉；有的作品內容很好，
但又欠缺詩的美感⋯⋯”這是童詩選稿方面的主要難題，編輯盧傑樺從眾多詩作中揀選四
首，又親自提筆寫了兩首，期望為有志於童詩創作的朋友起示範作用，也期望家長和孩子
一起領略童詩的情味。

“苦難閱讀是一種對生命的體驗和認識，生活本來就不是很容易的事情，這是成長必
須經歷的陣痛。”奪得世界兒童文學最高榮譽“國際安徒生獎”首位華文作家曹文軒先生
再次提醒我們──兒童文學不應只求快樂，而這正是本期編輯組給各位帶出的閱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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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女孩種了一顆蓮子。

月亮姐姐
鼓勵它，
支持它，
叫它要堅
強。

自認很美的妖白合捉弄它。

它卻一直開朗地
翩翩起舞。太陽、
雲朵感動落淚。

小苗在風雨中發芽了，
不過花蕾被吹掉了。

半夜, 小星星看����一群妖花在欺負它，卻無能為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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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終於長
了成熟的
花苞。颱
風考驗它，
它一樣
立不倒。

䇄

六月飛霜，
小蓮花顫抖地開。

月亮躲起
來了，蓮
花的根部
似心形，
荷葉似翅
膀。

小蓮花長大了，
開心地跟著音樂隨風飛舞! 

金蓮花綻放了！太陽、雲、雨、風、雷、電, 還有月亮姐姐，大家一起慶祝她的成長。



　　“嗚……沒希望了，媽媽，你在哪兒……”小松鼠因貪玩，從一棵樹跳到另一棵樹，又再
從一棵樹跳到另一棵樹，不驚不覺已經離家很遠。

　　天黑了，又餓又累的小松鼠看到地上有個蘋果，便想也不想地撲過去。“嗚……又迷
路，媽媽又不見了……我沒希望回家的了！嗚……”小松鼠一邊啃着蘋果一邊哭，完全沒留
意，身後一個巨大的黑影已經走近。

　　“你吃了我的蘋果唷，小朋友。你很餓嗎？”松鼠猛力回頭，一雙又大又亮的眼睛已經
湊近。因為黑熊來得太突然，而且又很巨大，小松鼠竟然嚇得連逃跑的力氣都沒有。

　　“小朋友，你剛剛説你迷路了。别擔心，你媽媽一定會來找你的。我的山洞內還有幾個
蘋果，你邊吃邊等吧！别再説沒希望唷！”黑熊坐在松鼠身邊，似乎是想陪牠等媽媽。

　　小松鼠見黑熊沒有惡意，心也定了下來，但仍有點害怕地説：“你……你是……我……”

　　黑熊見松鼠怕得在震，便慈祥地説：“小松鼠，你是住在松山上的吧！那麼，你知道松
山下有個二龍喉公園嗎？我住在這裡已經三十多年了。你不知道我是誰嗎？”

　　小松鼠突然想起了甚麼似的，大叫：“二龍喉！啊！我已經走了這麼遠？我的家是在山
的另一邊，是在一個叫加思欄的公園。沒希望了，這麼遠，媽媽找不到我的了！嗚……”

　　“不要哭了。”黑熊緩緩的説：“小朋友啊！我告訴你，你媽媽一定在山上跑來跑去到
處找你，你放心吧。”

　　“沒希望的了，找不到的了……嗚！”小松鼠絕望地放聲大哭。

　　“別哭了，别哭了。小朋友，你要知道，只要你不放棄，只要你心存希望，就可以對抗
黑暗，對抗絕望的了。”

　　“嗚……”小松鼠根本不聽黑熊的勸導，仍在低頭哭泣。

　　黑熊見松鼠絕望的樣子，便堅定地向牠說：“小朋友，不能放棄啊！”然後頓了一頓，
低聲的說：“你這個絕望的樣子，真令我想起一個朋友。”黑熊閉起雙眼，似乎是在回憶一
段久遠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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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熊爺爺的往事》

主題故事

黃健威



　　松鼠見黑熊突然在發呆，便擦乾眼淚説：“黑熊爺爺，你沒事吧？你剛剛說甚麼朋友的，有甚
麼事嗎？”松鼠見黑熊樣子慈祥，早就不再怕牠，但見黑熊突然默不作聲，反而擔心黑熊爺爺發生了
甚麼事。

　　黑熊看一看西邊的月光，便輕輕的對小松鼠説：”小朋友，我告訴你一個故事吧。你要知道，
就算在絕望之下，也不可以放棄希望的。”

　　“我告訴你，小松鼠。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當時，我應該只有兩歲。有一晚，我也是因為
迷路，獨自在森林裡走啊走，但始終找不到回家的路。然後，不知從何處跳出了幾個獵人，用大繩網
把我拉上車。”

　　“之後呢？黑熊爺爺，你就是這樣來到二龍喉公園的嗎？”小松鼠被故事吸引，已經不再哭叫
了。

　　“沒這麼簡單。我坐了很久的車，被那些壞人偷偷的運到澳門，然後就被賣到一間很可怕的小
餐廳。我聽那些壞人説，有人要吃熊掌，吃熊肉，所以就把我關在餐廳後面的貨倉。我在小小的鐵籠
內，每天都只能吃幾條發臭的魚。然後有一天，我看到有另一隻黑熊被壞人送了進來。”

　　“這隻熊就是你説的朋友嗎？”松鼠緊張地說。

　　“是啊！他絕望的眼神，跟你剛才的表情真的一模一樣。”黑熊憂傷地繼續說：“其實我和牠
只做了幾天的朋友。牠來了之後，常說沒希望回家了，沒希望逃走了之類的話，又說魚很臭，不新
鮮，沒有胃口吃。幾天之後，牠身體情況已經很差。終於有一天，那些像魔鬼一樣的壞人來到我們
面前，説今晚有甚麼宴會的，所以要選一隻熊去廚房。我聽到後當然極力反抗，在籠內又叫又跳，大
聲咆哮，嚇得那些壞人都不敢走近我。相反，我的那個朋友，不但餓得沒有氣力，根本就連反抗的意
志都沒有，只是一臉的絕望，最後……”

　　“最後怎樣了？”小松鼠緊張得跳起來。

　　“那一晚之後，我就沒有再見到牠了。不過，我從此每晚都在夜深人靜的時候，用盡氣力大
叫，希望有其他人知道我的存在，把我救出。雖然每次那些壞人都用木棍拍打鐵籠要我安靜，但我
仍然每晚的大叫。直至有一次，天快亮的時候我仍然在大叫大跳，然後貨倉的大門打開了，但進來的
不是那些壞人，而是警察。”

　　“然後黑熊爺爺就被救出了！”小松鼠興奮地說。

　　“對啊，這件事之後，我就一直生活在這個公園。不經不覺已經三十多年了，但我始終記住，
只要不放棄，就會有希望，就像黑夜之後就必有光明一樣。”

　　黑熊爺爺說完這故事之後，天邊已經漸亮，而借助清晨的光線，小松鼠亦看到不遠處的樹上，
有一個熟悉的身影正向自己走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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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小我媽媽就喜歡跟我說故事，每晚她哄我睡覺的時候，總會變出一本繪本，
而我總會被那些彩圖吸引，這也許就是作為小朋友的單純吧。

　　不知從何時起，媽媽總會有意無意重複《沒有耳朵的兔子》這故事，大意就
是說一隻沒有耳朵的兔子，雖然他能做所有兔子都會做的事，但就因為他沒有耳
朵，兔子們也不和他玩，有天他得到一隻蛋作伴，蛋竟然孵化出有兩隻長耳朵的
小雞，於是兩人成了好朋友，有沒有耳朵對兔子已不再重要。

　　每當這時，我就會天真的問：沒有耳朵不會聽不到嗎？

　　媽媽總是溫柔的摸着我的頭說：“可以的，只是外表不一樣，所以無論有
沒有耳朵，兔子還是兔子，就好像你永遠是我們最重要最愛的兒子，永遠不會
變。”

　　媽媽說完後還會用額頭親我的額頭，那時我就會立刻咧開嘴巴大笑，逗得兩
人都笑瘋了。

　　後來，我才知道媽媽為甚麼每次說故事都會牽我的手，吻我的手，那是因為
我和一般人不一樣，我沒有左手手掌，從會記事就不存在，直到入幼稚園，才知
道我跟其他人不一樣，其他人對我也跟媽媽對我不一樣，那時我很難過，我覺得
媽媽在騙我。

　　怎麼可能一樣？怎麼可能不重要？我天天都被取笑和被欺負，老師對我的過
份保護也讓我覺得自己很沒用，別人可以用雙手抓起好多糖果，我比他們少一
半，別人可以輕易玩爬桿，我卻爬不上，也抓不住，別人可以交換手猜拳，我左
手永遠只能出拳，甚至當我看到老師用雙手在鋼琴上飛舞時，我覺得我離所有美
好的事物很遠，所以我找了很多理由不去上學，可是媽媽每天還是不辭勞苦的送
我上學，終於有天我逃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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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耳朵的兔子》

主題故事

嬉水池



　　那年是小學二年級，小小年紀的我，沒有朋友，根本不知可以去哪，只是盲目
的走在路上，走着走着竟不小心的走在回家路上，當無意識走到巷口時，見到媽媽
和賣水果的姨姨在聊天，我才嚇得往回跑，但沒跑幾步我就想媽媽了，媽媽平時最
疼的是我，如果我走了媽媽應該會很傷心吧，於是忍不住又往回走。

　　“她真的不容易啊。＂水果攤姨姨突然說，我條件反射的躱起來。

　　“剛才不是聊得好好的嗎？＂姨姨老公的聲音從姨姨身後傳來，應該是在搬水
果，我一直低着頭沒敢看。

　　“你都知她兒子……＂

　　“你又想說甚麼！人家兒子好好的，不就沒了手掌，我跟你說，二伯不是一樣
也沒了一隻腳，好好的，有甚麼問題！＂

　　“我都還未說！我沒有覺得有問題，只是感慨一下。她一提起兒子眼睛都會發
光，說兒子又乖又懂事，會游泳會自己收拾，還說以後會教他做菜，覺得他能成為
好廚師，我說，他以後能找到工作嗎？＂

　　“二伯現在也是公務員，有需要你擔心嗎？＂

　　“好啦，我就是佩服她，如果是我就不行，行不？……＂

　　我聽到這裡再也忍不住，快步的奔向媽媽，撲上媽媽的一刻，我見到媽媽滿臉
驚訝卻溫柔的把我抱住，問我怎麼了，那天我哭了好久好久，那時我跟自己說，以
後我要和媽媽一起努力，我要堅強，為了我無私的媽媽，為了這個幸福的家，我有
沒有手掌又有何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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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咚咚咚咚！”“沙沙沙沙沙！”

　　某日，一場可怕的大雷雨襲擊了小聰一家居住的城市，雷雨破壞了建築物、也
破壞了發電廠和供水廠，整個城市籠罩在黑暗之中。大人不能上班，小孩子也不能
上學和出去玩了。從那一天起，所有人都只能躲在家裡不敢出來。

　　由於沒有電力，大家只能點燃蠟燭照明，那小小的燭火，就是黑暗雷雨中所有
人的光明。不久後，家裡的食物開始不夠了。有一天，爸 爸 和 媽 媽 說 要 出 去 找 食
物，可是，他們出去以後就沒有再回來，留下了小聰和姐姐。

　　爸爸媽媽沒有回來，小聰和姐姐都非常害怕，但沒有食物，他們的肚子都餓透
了，於是姐姐就跟小聰說要冒險出去在雷雨下找食物。

　　小聰很怕姐姐出去以後，會像爸爸媽媽一樣不再回來，於是他就拉着姐姐不讓
她出去，但是姐姐知道如果沒有東西吃，大家可能就會餓死。

　　最後，姐姐還是決定向着滿天雷雨的街道出發。在微弱的燭火下，小聰看着姐
姐的身影消失在門外的黑暗中。

　　也不知過了多久，小聰不知不覺睡着了，突然，房間的門打開，姐姐回來了！
但在姐姐身邊好像多了一個人。

　　“小聰，姐姐買了食物回來，你快點吃，不要餓壞肚子。＂

　　“姐姐，你旁邊那個是甚麼人？＂小聰指着姐姐身邊的那個人說。

　　“小聰，我是天使哥哥，我剛才陪你姐姐去買食物回來給你，姐姐很快就要跟
哥哥走了。＂

　　“天使哥哥，姐姐要跟你去哪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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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雨下的燭火》 紫菱

主題故事



　　“姐姐要跟天使哥哥去找爸爸媽媽。＂姐姐說。

　　“姐姐，我也要去。＂知道姐姐要去找爸爸媽媽，小聰哭着拉住姐姐。

　　“不可以。＂姐姐推開了小聰的手，然後走到旁邊拉着天使哥哥的手。

　　“小聰，雖然這場雷雨帶走了我，還有爸爸媽媽。但只要我們的家還有你在，你
就要帶着希望努力地活下去，像那支蠟燭的火光一樣，雖然細小，卻能在黑暗中綻放
光明。＂

　　小聰流着眼淚，用力咬着姐姐帶回來的麵包，依依不捨地看着天使哥哥和姐姐慢
慢消失。

　　很久之後，那場可怕的雷雨終於停止，雖然我們不知道小聰還在不在這個城市，
但那道代表着希望的燭火或許從未熄滅過，只是已化成雷雨過後、重新出現在城市裡
家家戶戶那明亮燈火，就像日出放晴時的耀眼陽光，曬遍整個大地，溫暖着每顆劫後
餘生的心。 

08



蛇龍打賭

　　蛇精是一隻很貪心的妖精。她和小妖盈盈合作，到處與仙人打賭，用詭計贏
得百多個城市，香火日盛，法力大增。他們來到澳門，在望德堂上空遇上龍王。

　　這龍王本是南海龍王，但由於屢受妖精欺壓，南海領土被奪，從此權勢盡
失，法力不振。他眼見各地人情淡薄，便愈感失落。輾轉留落澳門，當這小城的
守護神。

　　蛇精見龍王可欺，便低聲向盈盈説：“為了你的將來，一定要爭奪很多地盤。
這次我們要從龍王手上奪取澳門！＂

　　盈盈點頭稱是。

　　在望德堂的前地，北風凜冽，有個衣衫襤褸的小女孩在瑟縮顫抖，微弱地呼
叫：“賣火柴，賣火柴……＂

    蛇精對龍王説：“我把童話中賣火柴的女孩變到這裡。在童話中，這女孩很可
憐，她受後父壓迫，必須在晚上把火柴賣光，結果她賣不出，在街頭凍死了。＂

　　龍王說：“這女孩實在太可憐了! ＂

　　“大王很有同情心呢！聽說大王認為人是有同情心的，是不是？＂

　　“是的。＂

　　“我就和您打賭，如果這小女孩賣出全部火柴，您就贏得香港。否則，我就
贏得澳門。＂

　　“我不想打賭，求您送小女孩回去吧。＂

　　“哈哈哈！送她回去，她就會像童話裡講的一樣，凍死在街頭。您不是很有
同情心的嗎？怎可以讓這麼可愛的小女孩慘死呢？＂

　　 龍王見小女孩很可憐，不忍見她慘死，便答應打賭。但他其實知道，在這黑
暗街頭，誰會買火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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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德堂前賣火柴》

主題故事

彭執中



叫賣火柴

　　這時，小學生唐厚望拿着小提琴路過這裡，見小女孩這麼可憐，便對她說：“
我要買火柴。＂

　　可是小女孩卻說：“爸爸說火柴只能賣給大人，因為小孩買了火柴會玩火，很
危險的。＂

　　 小女孩講的並不是真正的原因。原來蛇精十分卑鄙，派小妖盈盈假扮小女孩賣
火柴。盈盈只是在假裝賣火柴，這打賭根本就是一個騙局！

　　厚望説：“我為您演奏樂曲，吸引大家過來買火柴吧！＂

　　他拉起曲子，悠揚的樂聲響起來。忽然間，尖銳刺耳之聲一響，小提琴四條弦
線竟全斷了！他大吃一驚，急急地跑回家。

　　原來是盈盈施展法術，弄斷琴弦，嚇走厚望。

　　半小時後，大德先生路過，見小女孩這麼可憐，便掏出鈔票要買火柴。

　　可是，旁邊突然出現一位面目慈祥的老翁，對大德說：“先生，最近各地有很
多拐帶兒童的案件。匪徒拐帶小孩到此行騙，您不要上當啊！＂

　　其實這老翁是盈盈用分身法變出來的，她想阻止大德買火柴。

　　大德聞言後愕了一愕，便急步走開。

　　此時，夜已深，蛇精向龍王說：“哈哈哈！大王不是認為人是有同情心的嗎？
怎麼這麼久小女孩連一根火柴也賣不出呢？不用再等，快點認輸吧！＂

　　龍王精神疲憊，感到失望，低頭不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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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人善行

　　忽然間，厚望拖着菲傭喘着氣跑過來，向小女孩説：“這是大人，您把火柴賣
給她吧！＂

　　龍王見人間有情，精神回復過來。而蛇精則甚為憤怒，暗駡厚望多管閒事。

　　小女孩從未遇上這麽熱心的好人，不知怎樣回應。她正在猶疑間，大德帶着兩
名警察走過來。原來大德懷疑小女孩被拐到這裡，便報警來營救小女孩。

　　厚望見到大德很高興，大聲叫爸爸。

　　警察向小女孩了解情況後，知道她家境很貧窮，缺乏照顧。他們為保她安全，
便不讓她繼續叫賣火柴，要馬上送她回家。

　　在天上，蛇精對龍王説：“大王，這位老兄同情女孩過了頭，請來警察，結果
令小女孩賣不了火柴，會害死她呢！這次您輸定了，哈哈哈！＂

　　龍王似乎不在意勝負，眼泛淚光，因為他被這對善良的父子所感動。

　　小女孩見到警察後，便神色不安。大德俯身安慰她幾句，拍拍她肩膀，悄悄地
把五百元鈔票塞進她衣袋裡。小女孩望著大德，面露感恩之情。

　　這時，厚望提醒小女孩不要着涼，把家裡帶來的外套讓小女孩穿上。小女孩摸
一摸外套的口袋，內裡有兩張一百元鈔票。

　　小女孩很感激唐家父子，眼中流出淚水。她把兩袋火柴分別送給大德和厚望，
和他們逐一擁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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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悟前非

　　龍王一直在看，他見唐家父子的善行，便不斷點頭讚許。他被人間真情深深地
感動，突然間無比振奮，猛叫一聲，狂吐抑鬱之氣，天邊便響起巨雷。這時，龍王
的法力回來了！

　　同一時間，警察正要把小女孩帶走，忽然天空響起巨大雷聲，變身成小女孩的
盈盈心頭一震，頓然明白自己過往騙人的行為都是錯的。

　　眾人受大雷所驚，便往天上看。再低頭時，卻發現小女孩竟然不見了！

　　這時，恢復法力的龍王比蛇精強得多，不用再受蛇精欺壓。但他沒有動武，而
是信守打賭時的承諾。他很大方，向蛇精說：“我輸了，希望大仙以後要善待澳
門。＂

　　蛇精一直很愛盈盈，就是為了她而爭那麼多地盤。可是現在盈盈竟不聽話，把
火柴賣出，更在龍王大叫之後便突然離去。

　　蛇精心灰意冷，長嘆一聲，緩緩地道：“您沒有輸，您贏了。小女孩已把火柴
賣出了。真想不到，這裡的人這麽有同情心。我輸了，連女兒也輸掉了！＂

　　原來假扮小女孩的盈盈就是蛇精的女兒。她本性善良，卻一直被蛇精教唆，在
多個地方利用人的同情心不斷行騙，導致很多地方的人都失去同情心，不再信任和
幫助陌生人。這次盈盈也是受母親指使，變成小女孩去騙龍王。但後來卻被唐家一
而再、再而三的善行感動，更被龍王的一聲巨雷喚醒，覺悟前非。

　　蛇精輸得很慘，心中茫然，回到家中，只見盈盈留下的字條：“娘，我現在有
了同情心，不能再騙人了。我要走了，勿念。盈盈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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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王子聰明好學，心存正義，老國王打算傳位給他。

　　有一天，老國王對小王子說：“皇兒，你快將成為這個國家的新國王了。為了
對人民證明你的能力，你就去原野和森林找三件寶物回來。從中，也好增廣見聞和
多點歷練。＂

　　老國王所說的三件寶物，是最具威儀的獅王牙璽、最尊貴的蜂后后冠和最有號
召力的水牛族長號角。

　　小王子沒有帶軍隊隨行，一個人走了三天，來到原野的一條小溪邊。小王子隱
約聽到號角聲，卻看到一隻小蜜蜂匆忙的飛過來。小蜜蜂對小王子說：“小水牛掉
到陷坑去了，需要幫忙。＂小王子叫小蜜蜂去通知水牛族長，自己先看看周圍環
境。

　　不一會，族長號角響起了，一大群水牛走過來。小王子請水牛族長分配牛群到
小溪堵住流水，再一個連一個地把溪水攔住引導到陷坑。陷坑很快注滿了水，小水
牛浮上來了。碰巧小雄獅路過，和小王子合力把小水牛拉回地面。

　　水牛族長感激小王子，要把族長號角送給他。但小王子卻婉拒接受這寶物。小
水牛掏出一個螺殼，就是他剛才吹響呼救的那個，小王子收下作紀念了。

　　小蜜蜂、小雄獅和小王子結伴進入森林，卻聽到一陣狼嚎聲。他們看到一群土
狼正在圍攻獅王。老獅王寡不敵眾處於下風。小雄獅勇敢的跑過去，和老獅王並肩
作戰。小王子觀察到不遠的土丘上，土狼首領發出嚎叫，指揮着狼群的攻守。小王
子對小蜜蜂說：“請你的蜂群幫一個忙，可以嗎？＂

　　蜂群來了，他們抓住小王子的衣服，飛越狼群來到土丘。小王子跳下來，一拳
打到土狼首領的臉上。土狼首領連牙齒也給打掉了，落荒而逃。其他土狼失去了指
揮，潰不成軍，被小雄獅趕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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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件寶物》

童之精選

薛榮軒



　　老獅王感謝小王子仗義幫忙，要把獅王牙璽送給他。小王子卻拾起土狼首領的
牙齒說：“多謝獅王了，獅王牙璽是獅群寶物，我有這顆狼牙做紀念就夠了。＂

　　小王子多謝小蜜蜂的幫忙。他們跟小雄獅告別，一起踏上回程。快到蜂巢的時
候，他們卻收到消息，螞蟻兵團正朝蜂巢的方向走過來。

　　螞蟻兵團一向只管前進，所有妨礙他們行軍的東西都會拆掉。蜂后命令工蜂加
固蜂巢的防禦，兵蜂嚴陣以待。

　　小王子欣賞蜂后臨危不亂，指揮若定。但畢竟蜂群無足夠能力抵擋螞蟻兵團。

　　小王子吹響了螺殼，再拿着狼牙去見螞蟻司令。小王子對司令說：“螞蟻兵團
只要多走幾步，便可避免一場戰爭了。武力不能解決問題，兇猛的狼群還不是被打
敗了嗎？＂螞蟻司令不聽忠告，堅持攻擊。

　　水牛群到了，用着營救小水牛的方法，把附近的溪水引導到蜂巢前面。螞蟻兵
團掉入水裡，小王子找來樹枝為他們搭好退路。螞蟻司令慚愧的脫下頭盔交給小王
子，說：“我對我所做的感到後悔。以後，我處事時會顧及其他人，三思而行的。＂

　　蜂后為了多謝小王子，要把后冠送給他。小王子沒有收下，只是說：“我已經
有司令頭盔做紀念了，蜂后的美意，心領了！＂

　　小王子回到皇宮，老國王看到他只帶回來狼牙、螺殼和頭盔，都不是甚麼寶
物。心裡有些不高興。但是，當小王子把這幾天的經歷向老國王細說之後，老國王
便開懷了。老國王對小王子說：“世間的一切寶物，都貴乎它的象徵意義。其實最
寶貴的東西是藏在心中的智、仁、勇。小水牛的螺殼，證明了你的機智。螞蟻司令
的頭盔，證明了你的仁慈。土狼首領的牙齒，證明了你的勇氣。這些，比任何寶物
都更珍貴啊！＂

　　小王子當上了國王，受到人民的愛戴，大家都過着幸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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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前，有一個公主，她經常自恃過高，在國王面前只會吹捧自己，對身邊的人
呼呼喝喝，全國上下都不喜歡她，而她卻認為是身邊的人太愚笨。

　　國王想讓她明白甚麼才是真正的智慧，於是他找來了當地最出名的老師，亦是
一位巫師來，希望能令公主有所成長。

　　在公主午休時，巫師暗暗施了魔法，他決定要帶公主去幸福國走一趟。

　　公主一覺醒來發現自己在一個森林裡，她大聲呼叫，突然眼前出現好多人，他
們臉上都掛着笑容，很是幸福，公主於是疑惑的問：“你們都在幹甚麼？＂

　　他們說：“我們在幫別人洗衣服。＂

　　公主心想：“幫別人洗衣服有甚麼值得高興的？一群笨蛋。＂

　　公主看到前面有很多人在排隊，於是直接走上前去問：“你們在幹甚麼？＂

　　“我們在比賽。＂

　　“比甚麼呢？＂

　　“比誰更能稱讚別人。＂

　　“稱讚別人有甚麼好玩的？當然是讚自己才開心。＂公主嗤之以鼻。

　　“小姑娘，你要不要試一試。比賽規則是3分鐘之內，只能稱讚對方，誰令對
方最高興便獲勝。＂

智慧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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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花》

童之精選

嬉水池



　　公主心想有甚麼難的，於是她和一位村姑打扮的人站在各自對面，一開始，
她便不停的說對方的衣服有多美樣子有多好看，雖然她心裡不是這樣想。

　　相反村姑一直微笑，直到最後，她說：“謝謝你，小姑娘，你心地真好，我
長這麼大還是第一次發現自己外表這麼好看，我很高興，你真是一個好孩子。＂

　　公主聽到後臉也紅了，她第一次心跳得這麼快，除了因為心虛，還因為長這
麼大，第一次有人很衷心的感謝她，她感覺到自己有一絲絲的喜悅。

　　接下來她跟不同的人玩遊戲，有“我是笨蛋＂的遊戲、有“龜兔賽跑＂的
遊戲，還有剛開始的“洗衣服＂遊戲等等，她在這過程中漸漸明白了自信來自
謙卑、欣賞是一種美德、感恩是力量等，她開始知道人與人之間相處是要付出
的、人是要不斷學習才能更優秀，她從前覺得周圍的人都好蠢，其實自己才是
自大放肆之人，她決心回到王國以後，要成為真正聰明的人。

　　最後，公主在這個溫暖的環境下睡着了，這一次她夢到了一個充滿愛的國
家，在那裡人們衷心的熱愛她，並稱她為“智慧之花＂。

16



　　別看鳳鳳剛滿六周歲，過生日那天，她一口氣吹熄蛋糕上的六支蠟燭後，很認真的向
家裡宣佈：我長大了要當作家！

　　媽媽把這當作夢話聽，可是．在雜誌當編輯的爸爸卻不這麼想。

　　他感興趣地問：“你懂得‘作’些甚麼呢，小作家?”

　　“我會編童話故事。”鳳鳳回答。

　　爸爸笑了，說：“好，我給你出個題目。”

　　鳳鳳認真地點了點頭。

　　爸爸沉思了一會，抬頭望見庭前的小榕樹，主意來了：

　　“鳳鳳，就拿榕樹編個故事好不好？”

　　鳳鳳一下子被難住了。她在幼兒院裡聽老師講過不少童話故事，大都是由各式各樣的
小動物當主角的。像老虎啦，大象啦，小松鼠啦、大灰狼啦……就是沒聽說過會講話會走路
的樹的故事。

　　幾天過去了，鳳鳳沒能把故事編出來。家裡的人早把這事給忘了，爸爸當然沒忘，可
他也不吱聲，只冷眼觀察手托着腮，癡癡地望着小榕樹的女兒，看她怎樣解決這個難題。

　　星期天，爸爸把鳳鳳帶去郊外散步。在那裏，鳳鳳看到一棵她和爸爸手拉手也合抱不
過來的老榕樹，微風吹過，下垂的鬚根飄拂着，像一把好長好長的鬍鬚。

　　鳳鳳問爸爸：“榕樹老了就長出鬚來?”

　　爸爸點點頭。

　　“哦，那他就是很老很老的榕樹公公了。”鳳鳳拍着手，咯咯地笑着，立刻想到家門
口那棵榕樹，應該叫“榕樹叔叔”。

　　她蹦蹦跳跳地在樹下跑過來跑過去，彎腰撿地上的榕樹籽，又踮起腳尖扯榕樹的
鬚根。哎呀，“噗”地一聲，根鬚突然斷了，把鳳鳳摜倒在地上。

　　爸爸扶起鳳鳳，輕聲地責備說：“怎麼能扯‘老公公’的鬍鬚？那多不禮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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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當作家的小姑娘》

童之精選

劉居上



　　鳳鳳的臉紅了。

　　歇了一會，爸爸告訴鳳鳳．“榕樹的鬍鬚名叫‘氣根’。別看外表那麼柔弱。風一吹過，就飄啊飄啊的，可只要
長到足夠長度，一垂掛到地面，接觸泥土，便能深深地紮下去，慢慢地長粗，最後長成一棵新的大樹。新會縣的‘小
鳥天堂’就是這樣由一棵榕樹變成好一大片林子的。”

　　鳳鳳邊聽邊點頭。漆黑的瞳仁裡閃爍着虹彩，許久許久也沒作聲。爸爸心裡明白，在這個小女孩的幻想中，一定閃
過一個很美很美的念頭。    

　　晚上，鳳鳳悄悄挨近爸爸身邊，咬着他耳朵說：“爸爸，我給你講個故事吧。”

　　很久很久以前，有位小姑娘在樹林裡撿到一粒圓圓的種籽，栽在校園裏。不久，小苗苗從泥土裡鑽出頭來，綠油油
的，十分可愛。

　　小朋友們圍過來看，有人認出了：“這不過是榕樹的苗，不開香花，不結甜果，拔掉算了。”

　　小姑娘捨不得樹苗，她不聲不響地把它連泥挖起，栽在小河邊上。

　　小樹苗長得真快，一天一個模樣。沒幾天，就變成榕樹哥哥，不久，又變成榕樹叔叔，哈，連鬍子也長出來，變成
榕樹公公啦!

　　這天，小姑娘正在河的對岸採摘野花，突然，一隻大灰狼竄過來了。小姑娘慌得走不動，嚇得閉上了眼睛。

　　一支手臂輕輕地摟住她的腰。睜眼一看．原來是榕樹老公公彎下了腰，一條長得和人的手臂一樣粗的氣根，一下子
把她托送到樹丫上坐穩了。

　　大灰狼氣紅了眼，瘋狂地向上撲，咬住另一條像手臂那麼粗的氣根，就要爬上樹來。榕樹老公公發怒了。他突然
直起腰，用氣根把大灰狼抓住。舉得高高的，然後摔下去，把大灰狼活活摔死了。

　　摔死大灰狼後，榕樹公公又彎腰輕輕地把小姑娘送回地上來。說也奇怪，這一次，他的腰彎下去就不再挺直，從此
就這麼一直橫架在小河上，越長越粗，最後成了一條橋，人們都把它叫做“榕樹橋”。

　　鳳鳳剛把故事講完，耳邊立刻響起了劈劈啪啪的鼓掌聲。原來，她的故事把媽媽和哥哥姐姐全都吸引到身旁來了。

　　第二天早上，鳳鳳悄悄地把“榕樹橋”的故事告訴幼稚園裏的老師。到了故事課．老師領着小朋友一起鼓掌，邀
請鳳鳳給大家講《榕樹橋》的故事。

　　就這樣，鳳鳳的第一件“作品”就在幼稚園裡正式發表了。老師們親匿地把她叫做“小作家”。——瞧，現在我把
鳳鳳編故事的經過原原本本地記下來，讓更多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讀到鳳鳳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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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年前來哥哥忽然興起地買了一隻相思雀，買了一隻後又怕他無聊，於是向老
闆再買一隻，結果老闆給了兩個籠子他，他覺得很奇怪，於是問老闆：

　　“你為甚麼給兩個籠子我呢？”

　　老闆說：“因為兩隻鳥不可以養在一起啊。”

　　“為甚麼明明一隻公的一隻母的，卻不能在一起呢？”

　　“因為相思雀相思雀，自然是見不到對方才會相思了，如果他不相思自然就不會
唱歌了，大家養相思雀都是為了聽他唱歌嘛。”

　　來哥哥聽了很傷心，心想人類為了聽他叫，故意把他們分開，這太殘忍了。但他
還是買了兩個籠子，回家後他把籠子的門打開，用繩子綁在門的木條上使得兩個籠子
連在了一起，好讓兩隻相思雀能在一個大些的地方生活。兩隻小相思一開始並不適應
有別的同類和自己生活在一起，因為人類使他們孤獨慣了，一出生就自己孤伶伶的他
們非常害怕見到對方，他們一隻瘋狂地跳來跳去，另一隻則縮在一個角落裡驚恐地打
量着這個陌生的地方。於是來哥哥想把他們分開，但忽然一念：“不如讓他們相處一
段時間吧，或許他們漸漸學會相處呢。”來哥哥覺得這個想法很棒，為了不用爭食，
他還在籠子的兩側各放了水和食糧，可能是餓了一天的緣故吧，這時兩隻小鳥不再驚
恐了，各自在籠子裡吃了起來。

　　次晨一早，來哥哥被吱吱的鳥叫聲吵醒了，他在想是否他們沒糧了呢，於是他準
備走出來為他們添食，正當他拿起糧食時驚訝地發現他們竟然依偎在一起，而且還互
相啄着對方身上的毛呢。來哥哥不太相信，他以為他們是在打架，但仔細一看，另一
隻小相思卻沒有任何不願意的樣子，還不時輕輕地啄回對方，然後又吱吱地叫了起
來，叫聲中充滿了無限的歡愉。這時他想起了店老闆的話，他說不能把兩隻鳥放在一
起養，不然他們就不會唱歌了，可事實呢？他們不止唱歌，而且還一唱一和地唱得很
好聽呢。來哥哥抱着無比的興奮之情再次跑到店裡，他要去告訴那店老闆，要他把其
他的鳥放在一起養，這樣他們就不用這般寂寞了。

　　

少年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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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相思》

少年小說

來哥哥



　　“老闆啊！上回你不是和我說相思雀放在一起養就不叫了嗎？其實不是呢，他們現在相處得很開心，天天都
嘰嘰喳喳地叫個不停……”聽到這個消息的老闆露出了不太相信的表情，笑着說：“呵呵，這是不可能的事噢！”
來哥哥打算繼續勸說下去，老闆還沒等他說完就“呵呵”地把他給打發走了。來哥哥十分無奈，唯有轉身回家，
這時身後傳來了數十隻孤單小鳥的叫聲，那能叫歌聲嗎？若這是歌，應該是首多麼痛苦又哀傷的歌啊……

　　月有陰晴圓缺，小鳥也有生病的時候，某天來哥哥回到家時，竟發現一隻小鳥飛不起來了，她在籠子裡爬來
爬去，痛苦極了。來哥哥把她放了出來，讓她躺在一個木盒子裡，可是沒到第二天，小鳥就死了。而另一隻，卻
整整一天沒叫了。

　　籠子裡的小鳥從此不再吃飯，不再唱歌，只是不時發出幾聲弱弱的哀嚎，來哥哥看着很傷心，於是決定把他
送給一家養鳥的人。他想，他們可以把兩隻鳥養在一起，那樣小鳥就不會太寂寞了。可是待得第三天去看時，那
人卻生氣地告訴來哥哥：“你的鳥死了！”來哥哥傷心地追問為甚麼，那人搖了搖頭，說：

　　“他連續三天不肯吃東西，怎麼會不死？”

　　“為甚麼不吃？”

　　“我怎麼知道，他不會叫，餵也不吃，我有甚麼辦法？” 

　　“你有把他們放在一起養嗎？”

　　“相思怎麼可以放在一起養，那樣他們就不會叫了！”

　　養鳥的人們始終相信着這一個謠言，他們從不願去改變……這時來哥哥忍不住流下淚來，心裡頭嘀咕道：“鳥
竟也這樣有感情啊，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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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傳說。

　　澳門以前是個漁村，相傳，很久以前，島上有一對年輕的夫婦，小夥子憨厚樸實，勤勞勇敢，他的妻
子美麗善良，樂於助人。這一年，少婦懷着小生命即將分娩。

　　海底有一群海蚌女，個個都想修練成仙，海神承諾，只要她們不興風作浪，五百年便可修成正果。

　　有一隻海蚌認為要安分守已五百年才能成仙實在太漫長，於是，去找女巫出主意，女巫告訴她：去找
一顆剛出生的女嬰兒的心，這個嬰兒的父母必須心地善良，才能保證你找到的是一顆純潔的心，然後咬下
一口珍珠大小的心，把它緊緊裹在你的貝殼內，一年後，等它形成晶瑩剔透的珍珠時你就可以成仙了，到
時候你就可以呼風喚雨了。

　　這隻海蚌聽了之後覺得這主意不錯，比起五百年，這一年的時間算不了甚麼。

　　海蚌女決定上岸，開始打聽哪家漁民有即將出生的嬰兒。這一天，農曆三月二十三，她聽到一陣歡呼
聲裡夾雜着響亮的女嬰啼哭聲，便偷偷地靠近窗戶窺探：一個年輕的小夥子像供奉神像一樣小心地捧着一個
初生的女嬰，眼裡閃耀着幸福的光芒。

　　小女嬰雖然才剛出生，眼睛卻像小精靈一樣旋轉，圓圓的臉白裏透紅，櫻紅的小嘴映照出小心臟的強
而有力。屋子裡聚集着一群村民，每個人都笑容滿面地為小女孩子送上祝福。海蚌女心想：這不是一個普
通的小女孩，她的父母親平時一定做了很多善事，要不然不可能有那麼多的親朋好友來祝福，所以，這顆
心應該就是我要找的那顆了。於是，她決定等屋子裡的人都散了之後再溜進去等候時機。

　　等到夜幕降臨，燈火熄落，疲倦的人們進入夢鄉，小女嬰在搖籃裡甜睡時，海蚌女偷偷地在小女孩的
胸口上取走了珍珠大小的心，裹入她的蚌殼內便逃入海底了。年輕的夫婦被一陣呻吟聲驚醒，當他們走近
女兒面前時，被女兒痛苦的面容嚇得手足無措，女嬰一邊呻吟一邊喘息，臉色蒼白，嘴唇青紫，鼻翼隨着
呼吸在扇動，年輕的父親趕緊請來村裡懂醫術的長老，長老看到小女嬰的情形後臉色大驚，判斷是女嬰的
心臟出了問題，可是，剛出生時，小女嬰還好好的，當中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長老帶着疑問回去查閱醫書和漁村大事記載，並回憶他年輕時父輩祖輩講述的漁村奇事怪事，大感事
情不妙了，推論是海蚌女受到女巫的慫恿，跑到村裡來偷走女嬰的心，長老告訴小夥子：“這多半是海蚌
女幹的壞事，她在你女兒的心臟上取走一塊珍珠大小的肉，現在，你女兒的心臟破損，有生命危險。”

　　年輕父親：“那怎麼辦才好，如何才能救我的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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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珍珠心》

少年小說

因味



　　長老：“我們要趕在海蚌女成仙前找到她，從她的蚌殼內奪回那個珍珠心來修
補你女兒心臟的缺損。”

　　年輕父親：“那好，我馬上去召集兄弟們幫忙。”

　　少婦傷心之餘還是打起精神來細心照料女兒，漁民們也開始張羅着加密漁網，
分開在不同的海域撒網，出海歸來後他們把捕捉回來的海蚌齊集在一起，滿懷希望
地逐個打開，希望能找到那顆含着珍珠心的海蚌，卻都以失望收場，但漁民們總是
安慰小夥子不要輕易放棄，第二天，大家又早早地開船出去撒下希望的魚網，周而
復始，時間都過去300天了，還是沒有找到海蚌女，小女孩在母親的小心護理下雖
然沒有生命危險，但隨着她一天天的長大，缺損的心臟終將滿足不了她生命所必需
的血氧，找回珍珠心迫在眉睫。而邪惡的海蚌女從漁民家逃走後便躲在一個隱蔽的
礁石洞裡，用身體的組織一層一層嚴密包裹珍珠心，靜靜地等待成仙。

　　有一天，年輕的母親在小女孩入睡後走到海邊，向海神訴說他們的遭遇，希望
海神保佑她的丈夫和其他漁民們能儘快找到海蚌女，無意中，海神聽到了少婦的哭
訴，得知海蚌女的歹毒行徑後大發雷霆，一發怒，海底像地震般搖搖晃晃，再一
吼，便捲起一個大浪把礁石底的海蚌女捲入漁民們撒的網裡。出海的漁民們見到海
上狂風大浪，以為要發生海嘯，趕緊收網上岸。

　　當他們回到家中打開漁網，發現一隻巨型海蚌，小女孩的父親迫不及待地撬開
蚌殼，一顆晶瑩閃亮的珍珠呈現在大家眼前，長老命令小夥子小心取下珍珠，把它
附在小女孩胸前的傷口上，只見珍珠一下子就被心臟虹吸進去，胸口的傷痕也神奇
般地被撫平了，小女孩的嘴唇逐漸恢復血色，臉蛋也開始轉紅，雙眼靈動地眨着，
漁村裏又重現一片歡呼聲。

　　正如海蚌女的預言，這個女孩不是普通的女孩，多年後她成了這座漁村的保護
神，她用純潔善良的心來回報漁民，而她的存在也是漁民們希望的根源，她就是我
們的媽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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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歲時媽媽給我講了個故事：

　　傳說九姑來自峨嵋山，得峨嵋派真傳，打遍天下無敵手是不用說的。——但，誰知道呢？

　　可她粵語不行。也不是不行，聽起來有八成似了，就是個“水”音難倒她。她把“水”說成“死”。

　　黑道“七匹狼”要來找她晦氣、滅滅峨嵋的威風。

　　忌於“九姑”的雌威太盛，日間先去探探底，準備隔個晚上動手。

　　九姑住在有田有地的一間村屋內。村屋一層高，土牆紅瓦，毫不起眼。只見七匹狼能夠輕易跳上瓦背，
就知道他們並非等閒之輩。

　　首領是個跛腳的，連跛腳的都上得去，這才叫人為九姑擔心。屋背上，居高臨下，形勢看得清清楚楚。
跛腳狼指點江山，輕聲對六匹狼說：“你們看：田地有縱有橫，棚架有高有低，植物有紅有綠，有紫有黃；
居然還有白的，這 是 個 ‘ 五 色 陣 ’ 。 ”

　　六匹狼素來佩服首領的見識，順着那粗手指指指點點的‘陣’頻頻點頭。

　　“你們看：屋後有個天井，這天井不方不長不梯不棱，分明是個‘天罡罩’。”

　　六匹狼頻頻點頭，每人“哦”了一聲、共六聲。“你們再看：天井地上這邊種了一棵四尺高的龍骨，旁
邊守護着兩盆形態不同的仙人球；牆邊六盆指天椒；那頭是蟹爪菊、毒蠍草、跳舞蘭各一，最厲害的是那牆
霸王花，節節帶刺，朝天而上……？”

　　跛腳狼舔舔乾枯的嘴唇、橫掃六匹狼一眼說：“看這屋前屋後的佈局，完全是脫胎於諸葛孔明的‘八陣
圖’。？”

　　“‘八陣圖’？”

　　“噓——。”

　　眾皆壓低聲線：“這麼厲害？”
　　“沒‘八陣圖’厲害，是次一級的‘建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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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姑與七匹狼》

少年小說

凌雁



　　“你們看看天井內再看看屋外的田地，是不是有暈暈的感覺？”

　　各人望望後、望望前；又望望前、望望後，說：“是的，暈暈。”

　　“我早就說這婆娘厲害，信了吧？”跛狼面有得色。

　　六狼點頭。

　　此時鼾聲響起，似牛嗥，似鳥嘶。

　　“咦，她午睡噃，現在動手最好，來個一了百了。”其中一狼說着就想往下跳。

　　跛狼一按、及時制止道：“慢！”側着頭一會兒說：“你們聽，這一呼一吸，勻稱有力，正是江湖上
傳聞的‘雷鳴打鼾夢死功’！”

　　“有這功夫麼？”

　　“有。”跛狼說：“你們見識少，這‘雷鳴打鼾夢死功’能閉眼殺人於無形。”

　　六狼瞪了眼。

　　“聽說九姑有丈夫麼？”

　　“早沒了。”

　　“就是。該是這婆娘練功時錯殺了睡在枕邊的老公。”

　　六狼不必細聽，鼻鼾聲聲震屋瓦，連他們俯伏的身體也感應到，自不然齊聲應道：“是！是！”

　　另一個加了一句：“一定是。”

　　如何？
　　只得伏着。
　　候她練功。

　　一條半尺長的蜈蚣爬到四狼身上，讓三狼伸手給揑死了，沒敢丟到屋下，怕落地聲驚動九姑。蜈蚣在
瓦背上扭曲了一會，便死翹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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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傳說。

　　澳門以前是個漁村，相傳，很久以前，島上有一對年輕的夫婦，小夥子憨厚樸實，勤勞勇敢，他的妻
子美麗善良，樂於助人。這一年，少婦懷着小生命即將分娩。

　　海底有一群海蚌女，個個都想修練成仙，海神承諾，只要她們不興風作浪，五百年便可修成正果。

　　有一隻海蚌認為要安分守已五百年才能成仙實在太漫長，於是，去找女巫出主意，女巫告訴她：去找
一顆剛出生的女嬰兒的心，這個嬰兒的父母必須心地善良，才能保證你找到的是一顆純潔的心，然後咬下
一口珍珠大小的心，把它緊緊裹在你的貝殼內，一年後，等它形成晶瑩剔透的珍珠時你就可以成仙了，到
時候你就可以呼風喚雨了。

　　這隻海蚌聽了之後覺得這主意不錯，比起五百年，這一年的時間算不了甚麼。

　　海蚌女決定上岸，開始打聽哪家漁民有即將出生的嬰兒。這一天，農曆三月二十三，她聽到一陣歡呼
聲裡夾雜着響亮的女嬰啼哭聲，便偷偷地靠近窗戶窺探：一個年輕的小夥子像供奉神像一樣小心地捧着一個
初生的女嬰，眼裡閃耀着幸福的光芒。

　　小女嬰雖然才剛出生，眼睛卻像小精靈一樣旋轉，圓圓的臉白裏透紅，櫻紅的小嘴映照出小心臟的強
而有力。屋子裡聚集着一群村民，每個人都笑容滿面地為小女孩子送上祝福。海蚌女心想：這不是一個普
通的小女孩，她的父母親平時一定做了很多善事，要不然不可能有那麼多的親朋好友來祝福，所以，這顆
心應該就是我要找的那顆了。於是，她決定等屋子裡的人都散了之後再溜進去等候時機。

　　等到夜幕降臨，燈火熄落，疲倦的人們進入夢鄉，小女嬰在搖籃裡甜睡時，海蚌女偷偷地在小女孩的
胸口上取走了珍珠大小的心，裹入她的蚌殼內便逃入海底了。年輕的夫婦被一陣呻吟聲驚醒，當他們走近
女兒面前時，被女兒痛苦的面容嚇得手足無措，女嬰一邊呻吟一邊喘息，臉色蒼白，嘴唇青紫，鼻翼隨着
呼吸在扇動，年輕的父親趕緊請來村裡懂醫術的長老，長老看到小女嬰的情形後臉色大驚，判斷是女嬰的
心臟出了問題，可是，剛出生時，小女嬰還好好的，當中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長老帶着疑問回去查閱醫書和漁村大事記載，並回憶他年輕時父輩祖輩講述的漁村奇事怪事，大感事
情不妙了，推論是海蚌女受到女巫的慫恿，跑到村裡來偷走女嬰的心，長老告訴小夥子：“這多半是海蚌
女幹的壞事，她在你女兒的心臟上取走一塊珍珠大小的肉，現在，你女兒的心臟破損，有生命危險。”

　　年輕父親：“那怎麼辦才好，如何才能救我的女兒？”

　　未知是九姑獨居怕靜還是順帶練功，她做任何事都要大呼大喝。

　　鋤地：一起一鋤是“嗨！”、“嗬！”
　　放屁：一收一放是“嗨！”、“嗬！”
　　大便：一緊一張則“嗨！嗬！”更甚。

　　這下她起床了，大喝一聲“嗬——起！”彌勒佛似的雙手撐天伸了個大懶腰，一個趦趄，不意踩在一堆乾
柴上，踩得嗶剝作響。

　　瓦背上的跛狼以氣音說：“聽到吧？這霹啪之聲正是練功之後發的骨火，火候之深、深不可測。”

　　眾皆呆呆點頭。

　　屋下的九姑扳着指頭點算着來晚飯的三個兒子一個媳婦、兩個女兒一個女婿，大聲道：“哈哈，七個！七
個全來了！難得！難得！”

　　瓦背上的七匹狼驚恐得互瞪着。

　　屋下的九姑燃了灶火下了鍋，掄起菜刀往厚砧板上一拍，大聲道：“要看老娘手勢了！”

　　瓦背上的七匹狼嚇得面無人色。

　　屋下的九姑抓一把冬菇撒進水碗裡，又大聲道：“這個要浸死（浸水）。”抓一把髮菜雲耳按進另一碗水
裡，又大聲道：“這兩個也要浸死（浸水）。”換了蛤蜊水之後大叫：“這個一出一入都要死（要水）。”

　　忽然看見大星龜走出來，邊拿盆邊說：“噢，你要死（水）啊？好，我給你死（水）！”鍋裡
的水煮滾了，一小筐切好的苦瓜便倒進去，又大喝：“這個非死不可（飛水不可）！”瓦背上的七匹狼惶恐
身顫，一個個滾落地去，幸虧輕功底子好，尚能耍出“燕子翻”，無聲無息地溜了。

　　跛腳貴為首領，定力夠，仍俯伏着。

　　屋下的九姑正要斬豬腿，忽見砧板下一隻受傷的黃蟻走出，便伸手一捺、喝道：“你這跛腳的也要死！”瓦
背上的跛腳嚇得尿了一褲，滾落地上，一拐一拐的斜斜踩爛了一行生菜，挾着沒有尾巴的屁股逃得沒了蹤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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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老：“我們要趕在海蚌女成仙前找到她，從她的蚌殼內奪回那個珍珠心來修
補你女兒心臟的缺損。”

　　年輕父親：“那好，我馬上去召集兄弟們幫忙。”

　　少婦傷心之餘還是打起精神來細心照料女兒，漁民們也開始張羅着加密漁網，
分開在不同的海域撒網，出海歸來後他們把捕捉回來的海蚌齊集在一起，滿懷希望
地逐個打開，希望能找到那顆含着珍珠心的海蚌，卻都以失望收場，但漁民們總是
安慰小夥子不要輕易放棄，第二天，大家又早早地開船出去撒下希望的魚網，周而
復始，時間都過去300天了，還是沒有找到海蚌女，小女孩在母親的小心護理下雖
然沒有生命危險，但隨着她一天天的長大，缺損的心臟終將滿足不了她生命所必需
的血氧，找回珍珠心迫在眉睫。而邪惡的海蚌女從漁民家逃走後便躲在一個隱蔽的
礁石洞裡，用身體的組織一層一層嚴密包裹珍珠心，靜靜地等待成仙。

　　有一天，年輕的母親在小女孩入睡後走到海邊，向海神訴說他們的遭遇，希望
海神保佑她的丈夫和其他漁民們能儘快找到海蚌女，無意中，海神聽到了少婦的哭
訴，得知海蚌女的歹毒行徑後大發雷霆，一發怒，海底像地震般搖搖晃晃，再一
吼，便捲起一個大浪把礁石底的海蚌女捲入漁民們撒的網裡。出海的漁民們見到海
上狂風大浪，以為要發生海嘯，趕緊收網上岸。

　　當他們回到家中打開漁網，發現一隻巨型海蚌，小女孩的父親迫不及待地撬開
蚌殼，一顆晶瑩閃亮的珍珠呈現在大家眼前，長老命令小夥子小心取下珍珠，把它
附在小女孩胸前的傷口上，只見珍珠一下子就被心臟虹吸進去，胸口的傷痕也神奇
般地被撫平了，小女孩的嘴唇逐漸恢復血色，臉蛋也開始轉紅，雙眼靈動地眨着，
漁村裏又重現一片歡呼聲。

　　正如海蚌女的預言，這個女孩不是普通的女孩，多年後她成了這座漁村的保護
神，她用純潔善良的心來回報漁民，而她的存在也是漁民們希望的根源，她就是我
們的媽祖。

先是電視，後是人聲，再是關燈……
依照順序，你開始倒數在夜裡
小游騎兵的責任。家人缺席後
護欄開始降下，房間逐漸敞開

你靜默，黑暗像家貓慵懶的背毛
它用舌頭舔着安靜每逢夜晚買來的
餅乾。桌上的奶瓶分文未動
水的聲音卻沿着屋頂流到另一戶人家

隔壁有模糊人聲傳來。你從枕頭下
拔出奶嘴，接過燈泡留下的衣缽
身旁的線人已向大人通風報信
窗戶如臨大敵，家貓閃避開你的床單

你屢次抓不住它，四面牆壁像精密的搖籃曲
哄睡你半壁江山。母親進來
你的眼皮終於像個下沉的小口袋
她親吻你額頭，將守住的勛章放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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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嬰兒警長》

童詩特寫

黃君榑



小群體已經形成。糖果是一門絕活
甜味塞進不分季節上繳的紅包後
部分快樂開始捉迷藏，唯有
包裝紙的顏色可供分辨敵友

夥伴藏匿的位置，家長不可窺見的
善惡，已於暗角分出勝負
關係已學會逮捕敵人的訣竅
候鳥迅速移動像要躲避犯規的石子

速度加快……你藏身於課室的地圖中
曾經百米開外，你無需如此費力
鬆弛的鞋帶相互追逐，現在為免絆倒
你掰斷筆芯交給親密距離作信物

鉛筆非黑即白的交流中，你淘汰掉
借的人去蝴蝶，藏起午餐的蘋果……
你永遠都會有條小辮子露在外面
拉動之後，青澀的扳機再也沒有扣響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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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軍閥》

童詩特寫

黃君榑



屋內靜悄悄，
袋中米香飄。
老鼠鑽進來，
盯緊了目標。

貓咪躲牆角，
勇於把擔挑。
擒拿術一流，
老鼠難逃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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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詩特寫

澳門麗人《貓和老鼠》



鏘鏘鏘
左手和右手打架
砰砰砰
鉛筆和尺子打完架後
畫了座高高的大樓
左手和右手打完架後
用力地向大樓的頂尖爬去
爬呀爬 爬呀爬......
千辛萬苦
在我快要到達終點的時候，
“鈴鈴鈴”......下課了
我把左手和右手收起
看着老師把我的鉛筆和尺子收去
還有那整整用了一節課去爬的大樓......
是的，我不該畫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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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尺子和鉛筆打架》

童詩特寫

圭人



跟媽媽一起到市集買水果
一個蘋果要五圓
一個柚子要十圓
媽媽要我算出來
該要給賣水果的叔叔多少錢

我算來數去也沒有法子
我把手指曲了又伸展
我用左手數了右手一遍
我又用右手數了左手一遍
我差不多筋疲力盡了

因為我的手指只有十根
數到十之後會是甚麼
我完全不知道
那是一個怎樣的數
差點要用我的腳趾計算器

賣水果的叔叔看着我邊說邊笑
說給他十五圓就好了
啊！奇怪！我沒有見到他數手指
也沒有見到他數腳趾
難道他偷偷用了計算器我看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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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器》

童詩特寫

盧傑樺



昨天下午我餓了
我嚷着要吃一點東西
爸爸也很想吃下午茶
於是說要到小店買熱狗吃
我好奇的問那是甚麼
爸爸說那是一種
世界上最好吃的麵包

我開始慌張了
世上那有一種麵包
將可愛的小狗夾在中間
我急忙的問
這種麵包怎麼（能）吃呢
爸爸說先將熱狗包焗熱
之後在上面加點
蕃茄醬、芥末醬、青瓜醬

我聽了之後連忙說不
我還是喜歡
世界上最會說謊的麵包
沒有菠蘿的菠蘿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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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茶》

童詩特寫

盧傑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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