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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在城市急速發展的步伐中，很多重要的東西容易被遺忘。

我們希望身邊有一隻小精靈，能夠時刻守住小城的瑰寶，因而

生成了本期的主題 “守護澳門的小精靈”。感謝大小作者齊響

應，來稿中，多數作者想守護的是澳門的生態環境，由於篇幅

所限，我們最後只選了黃耀鋒和士心的作品，其餘的留待下期。

而《頑皮小天鴿》和《燈塔的守護》的作者黃子超和黃健威則

分別守護了小城的精神和物質文明。也感謝編委之一的岸南為

我們設計了守護粵語的小遊戲，希望孩子們在掌握國際通用語

的同時，也會欣賞本土文化。

小城需要守護，孩子的精神靈魂也是。只有內心強大的人，

才可以守護城市，在此特別感謝所有來稿的精神守護者，也願

小讀者們受到薰陶，他日成為守護澳門的小精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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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的某一天，住在颱風村的頑皮小天鴿對雨雲
說：“我們一起去澳門玩，那裡有很多美食和美麗的白鴿巢，

我叔叔就住在白鴿巢附近。”  
“對，除了有美味的葡撻、豬扒包之外，還有很多融合了葡

萄牙、英式、中式文化的美食，但很遠的啊！”雨雲望着地圖說。
“不會遠的，我拉着你走，會很快到的。”小天鴿說。
就這樣，小天鴿和雨雲開開心心結伴去澳門了。
“看，前面有一條很長很長的銀色彩帶啊！”雨雲遠遠望到

前方有一條像絲帶般美麗的橋。
“那是全世界跨海距離最長的橋——港珠澳大橋！”
“那邊還有幾條跨海大橋！”雨雲指向另一邊，“那是連接澳

門和氹仔的橋！”

《頑皮的小天鴿》
                   黃子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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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已經來到澳門
了。”小天鴿很開心地拉
着 雨 雲 很 快 地 來 到 澳 門
附近的海域。

“ 啊， 我 錢 包 掉 進 海 裡
了！”小天鴿不小心把他的錢包滑進
海裡去，“那怎麼辦？”

“ 不 如 我 下 大 雨， 你 把 海 水 吹 上
岸，看能不能把你的錢包也吹上岸，”雨雲認為
這是一個好方法，“試試吧！”

小天鴿使勁地刮起超級大風，盡量把海水吹
上岸。

海水被推到岸上約兩米高，新馬路和下環街一帶的
街道都被淹沒，還是沒把小天鴿的錢包吹上岸。

由於海水來得很急，有 8 人被奪去生命。
很多地方的變電站都被浸壞，全澳門有很多地方都沒水電

供應。
小天鴿發現自己犯了大錯，於是拉着雨雲急急遠離澳門。
回到自己的家，小天鴿從電視新聞知道澳門人很團結：很

多警員、消防員、中央駐澳門部隊官兵和澳門人一起努力，幾天
內把亂七八糟的澳門恢復得非常整潔和美麗。

小天鴿深受感動，並勸告村內颱風不要再去做傷害人類的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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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真的很美》
黃耀鋒

“甘仔，甘仔，甘仔……”
我睜開了眼睛，看到早上淡黃色的陽光從窗戶照進來。我

坐直了身子，但四周都看不到一個人。
“我在上面。”
我抬起了頭，看到有一塊樹葉在半空中停住了。我側起頭，

奇怪着樹葉為何能在半空停留。正想伸手碰那塊樹葉時，突然有
個聲音從樹葉中傳出︰“你好，我是小雨，是雨崩村的小精靈。”

我嚇得從牀上掉下來，重重地摔到地上，很痛……
樹葉繼續說，“不好意思，嚇到你了，但時間有點兒趕，我

們一邊走一邊談吧。”
樹葉說完這句話，就突然變大，然後載起了我衝出窗口。
樹葉載着我一直往天上飛，我合着眼睛，緊緊抓着葉邊。
“甘仔，不用害怕，你坐過飛機嗎？”
我搖了搖頭。
“你試過在半空中看澳門嗎？”
我也搖了搖頭。
“睜開眼睛看看吧，很特別的。”
我慢慢睜開其中一隻眼睛，在葉邊探頭向下看。真的，很

特別，我很快就睜開了另一隻眼睛。
半空中看下去的澳門，是一座座的高樓大廈，幾秒後就看

到連接澳門及氹仔的三條大橋，氹仔跟澳門半島有點不同，賭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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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的比例好像多一點，很快就看到比較多的綠色，我知道這就是
路環。

“好吧，我們要加速了。”
“樹葉，你要帶我去哪兒？”我問。
“我叫小雨，我們的目的地是雲南。”

小雨說完，樹葉的邊緣便開始捲曲起來，最後，我被樹葉
完全包裹着。

我坐在樹葉裡面，看不到外面的風景，聽不到任何聲音，
也感受不到一絲風。

因為沒事可做，於是便仔細地觀察葉上一條條脈絡。這刻
才發現，我從未如此仔細地留意過樹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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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會，包裹着我的樹葉緩緩地打開。
小雨從很大的一片葉，突然變小，變回我第一眼看到的大

小。
小雨從我肩膀飄到我前方，然後用葉尖指指山的下方。
“下面就是雨崩村了。”
我往下看，很美，非常美，是我從未見過的美。我立刻往

下衝。
雨崩村被幾座大山圍繞着，環視四周，只有零零落落的幾

間木造小房子，然後就是一大片樹林及草原。
草原上有幾隻馬低着頭吃草，一群鴨在泥路上走着，幾隻

小豬在草堆及石間追逐着，小豬衝進了正在休息的小鳥群，令數
十隻小鳥成群飛起。

我躺在草原上，閉上眼睛，讓身體感受泥土及嫩草的感覺。
然後，馬兒啃草的聲音，小鳥拍翼的聲音，流水打到石頭上的聲
音等，都一一傳到耳朵。我的鼻子也感受到了，感受到從未有過
的清新味道，我……沒法形容這味道，是草的味道？是泥土的味
道？是流水的味道？抑或，這就是空氣的味道……在澳門，沒法
嗅的空氣味道……

我感覺到小雨落到我右邊肩膀。
“我猜，眼前這片大自然，很快就會消失了。”小雨說。
我睜開了眼睛，望着清澈的天空問：“為何？”
“因為這裡的自然風景漸漸出名了，很多商人都進來砍樹，

建旅店。”
我坐起身，皺着眉頭望向右邊肩膀的小雨，“那真的很可惜。”
“其實，地球上大部分地方都因為發展而破壞大自然，我們

這些自然界的小精靈早就習慣了。”
“那你們不能做點甚麼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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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靈界有規定，我們不能在人前現身，只能在你們睡覺時
進入你們的夢中，希望能感動更多小朋友願意投入保護大自然的
行動。”

“只能在夢中……”我把話說到一半時，突然四肢無力，眼
前一黑。

“甘仔，早餐煮好放在枱面，我和媽媽去參加疊石塘山的保
育活動了。”

我緩緩睜開眼睛，是睡房的天花板。剛才，是爸爸的聲音。
我坐直身子，早晨微弱的晨光照到我的牀單上。
我望向右邊肩膀，有一塊枯萎的樹葉。
我立刻衝下牀，“我也要去那個甚麼山的保育活動。”
爸爸好奇地望着我，“是疊石塘山。你昨天不是說懶得去

嗎？”
“大自然，真的很美，我也想出一分力，我想……做守護澳

門大自然的小精靈。”
——致每位守護澳門大自然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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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塔的守護》
黃健威

因為風雨太大了，船長巴羅只能用大叫的方式，才能向船
員說話：“澳門就在前面不遠了！大家不要放棄啊！”

又一陣狂風吹來，將巴羅的大貨船吹得在海中不停打轉。
“風太大了，德魯，你去把所有風帆拉下來，否則，我們的

船會被吹翻的！”巴羅船長一邊大叫，一邊盡全力握緊方向盤，
希望能穩住船身。

德魯聽到船長的命令，打算跑去繩索旁邊，立即拉下風帆，
可惜這夜的海上，既沒有月光，也沒有星光，只有又急又大的風
浪及雨水。在漆黑中，德魯根本看不到繩索在哪裡，風帆在哪裡。

“德魯，我來幫你！”全船年紀最小的船員嘉路士，一手拿
着煤油燈，一手拉着德魯的手，在搖搖擺擺的甲板上奮勇向前。

借着這小油燈的微弱光線，德魯和嘉路士兩人，總算找到
了該找的繩索，並同心合力，開始把全船最大的風帆拉下。

“這晚的風雨來得真是急啊！突然就狂風大作，天色也一片
黑暗！這樣子，我們的船很容易沉的啊！”德魯一邊拉繩一邊向
嘉路士說。

嘉路士抹一抹額頭的雨水說：“不會的，我們的船，從葡萄
牙出發，在海上航行了六個月，也遇到了不少風雨。現在，只差
一點便到澳門港口了，今晚就算海面漆黑一片，我們的船也不會
有事的。”

德魯終於拉下最大的帆，然後急急又去拉另一面小帆，並
緊張的向嘉路士解釋說：“嘉路士，你年輕，航海經驗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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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船隻在接近陸地時其實特別危險。因為船在海中心，就算被
風浪吹得打轉，也只是偏離了原本的航道，只要船不被吹翻，我
們是沒有生命危險的。不過，現在我們距離澳門島不遠，但天色
漆黑，根本計算不了船隻與陸地的距離，所以，如果我們的船在
黑暗中被狂風吹到岸邊的大石上，我們的船就會撞沉！又或者，
岸邊有其他船隻，我們又因為太黑看不到對方，就會相撞而沉
沒。嘉路士，我們現在有多危險，你懂嗎？”

嘉路士聽完，嚇得只懂抱緊手中那微弱的油燈，呆呆地看
着德魯把最後一面風帆拉下，並將所有繩索綁得緊緊。

那手中的油燈，是那樣的微弱，微弱得連站在船尾不遠處
的船長巴羅，嘉路士也看不清楚，更別說海上的其他船隻，又或
者澳門島。

“求求你……”嘉路士在狂風暴雨及巨大的海浪聲中，
看着那微弱的燈光，心中默默許願，“求求你……是神
仙也好，是天使也好，是守護我們的精靈也好，誰
願意伸出援手，幫助黑夜中的我們啊？求求你啊！
我要光，我們要光的照耀，我們 需 要 光
的指引……我發誓，只要我
能活着，只要我能平安踏
上 澳 門 的 陸 地， 我
就要盡我一切的努
力， 在 澳 門 島 最 高
的 山 上， 建 一 座 燈
塔， 照 耀 每 一 艘 船
隻，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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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每一個夜晚，守護每一個人。”
就在這年輕人立下誓願，要幫助別人的那一刻，一束強光

突然穿過狂風暴雨，照向嘉路士，亦照亮了澳門的海面。嘉路士
抬頭一看，強光是從澳門島最高的山上照來的，但他記得船長說
過，這小山上根本沒有人。

“光……光啊！是光啊！是奇蹟啊！”嘉路士抱着小小的油
燈，向山上的強光說：“多謝，多謝你！我知我力量微弱，但我
一定會實現諾言的。”然後，嘉路士聽到船長一聲歡呼，貨船便
緩緩在雨中向澳門駛去。

    數年後，經過許多人的共同努力，一座小小的燈塔，便
在澳門松山上，開始照耀來往澳門的每一艘船隻，照耀每一個夜
晚。直至今天，這古老的燈塔，仍在守護每一個需要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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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守護者》
士心

小芳今天很開心，因為終於等到可以去郊野公園了，那裡
鳥語花香，草木叢生，當然一般同學會為看到金絲猴、鴕鳥和大
小熊貓等等而興奮，但她卻不同，因為她是為着澳門特有的物種
而來的。

小芳懷着期待的心情，踏着輕盈的步伐，泥土隨即也生下
了很多關於她的圓圓腳印，這觸感不知多少年沒有感受到了。於
是她愈走愈快，愈快愈走，最後被那朵鮮紅的小花絆到了，小芳
立時抱怨了：“我可愛的小花兒，你怎麼能這樣對我呢？”小花不
知是否感到羞愧了，由花瓣，到花蕊，甚至花莖都變得更紅了。

老師見狀趕緊走了過來：“在學校出發前老師不是已告誡過
你們，這裡是不能亂跑的嗎？”小芳搖了搖頭指向前方說：“那告
示牌只說不能踏單車呢！”老師嘆了口氣，正想進一步解釋，但
迎面而來的一隻蝴蝶卻吸引了小芳的注意力。

“老師，老師，您可看見，那是蝴蝶呢！你有沒有見過？你
可否告訴我，那是甚麼蝴蝶啊？”

老師說：“我也沒有見過真實的，你等我一下……”老師隨
即拿出那台手掌型電腦，訊息便馬上出現了：“虎斑蝶，雌雄同型，
無翅尾。軀體背和胸黑色有白點和白線，腹橙紅色。翅背橙紅色，
沿翅脈黑色，邊緣黑色帶小白點。前翅尖黑色有大白斑。翅底顏
色較淡，斑底接近翅背。”

小芳笑了，原來那中間瘦長，兩邊有一對大翅膀的就是虎
斑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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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有本書是海島市市政廳出版的，名為《澳
門昆蟲手冊》，內裡便有這蝴蝶的照片，而且按書內
記載，澳門那時有記錄的蝴蝶條目就有九十多種，只
可惜若植物死亡後，牠們便會失去生存載體，加上空
氣污染和城市發展，自然就會絶種消失了。”

“會絶種消失嗎？”小芳皺起眉頭自個自地問着。
老師趕緊安慰說：“你現在不是見到牠嗎？”
小芳不情願地噘着嘴，老師見小芳那樣倔強，於是便來個

提議：“要不要再放一次？你可以慢慢畫牠啊！”
“我不要，我今天是想去找我們澳門的特色物種來的。”
“小芳說的可是前方那些澳門鳳尾蘚和澳門細蟻？”
小芳點了點頭，指着那一蘚一蟻仔細地解釋起來：“因為這

兩種都是我們澳門這地方才有的，我在家裡看電腦說鳯尾蘚是在
九澳濕地發現的，它在同一個居群中存在着兩種無性繁殖方式：
芽胞和塊根。那說明它有極強的環境適應和生存能力；而澳門細
蟻則生活在青洲山，雖然牠體長只有一點一毫米，眼部也連帶退
化消失了，但不要看牠細小和眼盲，牠可是一等一的狩獵能手，
甚至能以蜈蚣為食。它們雖然都是渺小的，但力量卻很大，就
像澳門一樣，雖然地方小，但總能一鳴驚人。我就要畫它們，
今次繪畫比賽一定是我拿大獎的……”

小芳興沖沖地繪畫着之時，這次卻輪到老師皺起眉頭來
了，喃喃地說着：“是啊，世界第一賭城，人均收入最高，社

會福利
最好，
快樂指
數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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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
小芳大概察覺到老師的異樣，趕忙放下手中

畫筆上前拉着老師的手，問：“老師，你不為我們
驕人的發展高興嗎？”

老師撫摸着小芳的頭說：“老師當然高興了，
十分高興。”

“對了，老師，九澳濕地到底在哪裡？怎麼我未聽說過？”
“傻孩子，澳門早已經沒有濕地了，那是一個世紀以前的事，

自從把海填了以後，所有濕地都變成死湖了，後來湖水漸漸發
臭，於是乾脆用泥土掩埋，最後連泥土都沒有了，就用鋼板，而
在鋼板上的那些沒有土的土地最後都變成了那些宇宙巨型商業中
心。”

“那青洲山呢？都變成商業中心嗎？”
“那倒不是，但商業發展了，人口自然會大增，於是土地又

不夠用來住了，青洲山的位置不就是青洲山一號嗎？現在 T4 型
豪宅的地段。”

“我不要，我不要，我再看不到它們了嗎？”
“小芳乖，你現在不是看見它們嗎？”
“不，那不過是全息實物投影，不是真的。”
“是啊，就像那株絆到人的小紅花一樣……”老師嘆氣說。
“奇怪，我不明白為甚麼當時的人都不去守護這些珍貴的動

植物？”
“小芳還小，還不是太了解人的弱點，人往往都是失去了之

後才會開始懂得珍惜，但當明白過來，一切卻又無力挽回了。”
“老師，我現在明白了，我要當自然的守護者。”

“好，好，那小芳要努力讀書，快快長大，最重

要的是要記得在 2148 年的今天曾說過這番話啊！”
 13



喂。 
喂。
喂！我在叫你！
噓！小聲點！
我跟你說個祕密，你可別跟他人提起。
噓——我呢……懷疑周老師會變身！
每天回到家，我都會看電視、吃茶點。媽媽總是讓我去做

功課，我偏不做，功課總讓我寫字、寫字、寫字，我最討厭拿筆
了！而且我又不會做！所以我總會說︰“我很累！我要睡覺了！
我要睡覺！”其實我一點都不累呢！可是媽媽一聽到這句話就不
會強迫我做功課，所以媽媽每讓我做功課時，我都會跟媽媽說︰
“我要睡覺！”

可是，今天周老師跟我說︰

《喂！我跟你說個祕密！》
小狐狸

“我知道你做功課的時候總跟媽媽說很累，不想做   
功課，結果天天都欠交功課！你可別再這樣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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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在發呆的我一時間沒聽懂，好一會兒我才發現周老師說甚
麼，我馬上轉頭看着周老師，驚訝︰“為甚麼你會知道的？”周老
師並沒有回答。

我想了又想，想了又想，發現周老師真的很厲害！她不但
知道我家裡的事情，還知道我在其他課上頑皮、不專心的事——
前兩天我看完超人卡通，我覺得那超人真的很厲害啊！我想跟小
明分享！他就坐在我的旁邊，所以我只要把頭探過去就可以跟他
說了！我實在忍不到小息的時候再說，所以我在英文課時就把這
事情告訴他了！怎料陳老師發現了，罵了我好幾遍。我以為英文
課後就沒事啦！結果

周老師在小息時卻跟我說這樣是不對的，讓我別再做了！

怎麼她都知道我在英文課的情況？媽媽跟陳老師都是她變身後的
樣子吧！

我這幾天小心地觀察周老師，看看她身上有沒有甚麼變身
器。卻發現她身上甚麼都沒有，沒有項鏈，也沒有手鏈，也沒有
戒指……

我現在正觀察周老師在小息時、放學時會做些甚麼呢！咦？
你問我發現了些甚麼？我發現啊！她總是拿着厚疊疊的功課走來
走去，總是拿着紅筆在我們的功課上寫字，要不然就是教導其他
同學功課……我覺得周老師很厲害，她有時候不用吃飯的！我那
天見着她把我們帶到飯堂後，就幫我們寫手冊、改作業，然後就
和我們上課了！真厲害！不像我……吃過午飯後，不一會就餓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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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覺得冷就作聲吧！”

而且周老師還會讀心！有次班房冷氣很冷很冷，我沒有說
話，可是周老師看了看我，竟然馬上對我說︰

然後馬上把冷氣溫度調高。你不覺得很厲害麼？而且問她甚麼，
她都答得出來！像是天空為甚麼是藍色啊！這個字怎麼寫啊！蘋
果怎樣畫啊！一百加一百等於多少啊！她全都會！有次你問我覺
得周老師怎樣，我覺得她是一個很棒的老師啊！雖然她經常罵
我，但我知道，那是因為我做錯了事！如果其他同學做了錯事，
老師也會責備他們！不過，老師也會有稱讚我的時候！我默書取
得了一百分，老師竟然知道我在家中有努力溫習！然後讓同學都
大力鼓掌，我覺得很高興呢！我覺得老師的透視眼真厲害啊！如
果老師也能教我透視就好了！

啊！不跟你說了！周老師要離開課室了！你啊！千萬別說
出去！

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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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山上的吉祥物》
彭執中

我叫柏柏，是一隻小松鼠，本來在松山過着愉快的生活。
後來有一個晚上，山上起火，我撲進火海中，救出了烏嘴狗弟弟，
並打鑼示警，通知大家趕快把火撲滅。我因救火而受重傷，身上
的毛燒掉了一半，腿壞掉了，樣子太難看，不敢見人，便獨自搬
到路環山區。昨天晚上，龍王報夢，說東亞運動會要選吉祥物，
讓我回到松山參選。我這麽醜，怎可參選呢？但我記掛松山和山
上的朋友，便決定回去看看。

我回到松山，一見到烏嘴狗弟弟便很興奮，緊緊擁抱在一
起。他拿出最喜愛的錦盒，要與我玩。可是，山上突然響起急促
的銅鑼聲。

烏嘴狗弟弟神色大變，苦着臉告訴我，山上來了一個惡霸
銀狐狸，她欺壓大家，還揚言要當吉祥物。現在山上馬上就要開
動物大會，選東亞運吉祥物了。他說我夠勇氣又聰明，只有我可
以對抗銀狐狸！

我樣子這麽醜，很怕被人嘲笑，但為了山上的動物，我決
定去！我發了訊息通知電視台來報道，然後便與烏嘴狗弟弟走到
大廣場。

烏龜爺爺主持大會，要為東亞運動會選出吉祥物，向大家
徵求意見。

銀狐狸一身漂亮的銀毛，神態高傲，拿着粗棍子，帶着一
班兇神惡煞的手下，率先說：“我要參選！”

烏嘴狗弟弟高聲說：“我反對，銀狐狸是壞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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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狐狸氣得毛也豎起，掄起棍子，把烏嘴狗弟弟打倒在地
上！

為了阻止銀狐狸繼續打烏嘴狗弟弟，我鼓起勇氣，高聲宣
佈：“我要參選吉祥物！”

大家都愕然了，一片寂靜，突然間全場掌聲雷動。
銀狐狸指着我大駡：“蠢材，你這麽醜，憑甚麽當吉祥物！”
銀狐狸目露兇光，拿棍子向我走過來。
危急之間，電視台拍攝隊到了！我高聲向導演介紹，銀狐

狸和我競逐東亞運吉祥物，請他們過來拍攝，又請他來當評判。
銀狐狸同意了，導演也點頭同意。

銀狐狸對我說：“澳門是國際馳名的博彩城市，現在選吉祥
物，就賭骰子，點數小的便勝出。”

我是擲骰高手，當然同意，跟着擲出三顆骰子全是一點。
然後銀狐狸擲出，竟是三顆
骰子疊在一起，最上的是
一點！她大笑着說：“是一
點！我勝出了！”

我搖着手，模仿着銀狐狸
的笑聲：“哈哈哈！你剛才不是說澳
門是國際馳名的博彩城市嗎？按國際規
定、澳門方式，疊骰是不算的，再擲一
次吧，天才！”

大家大笑不止。銀狐狸氣得不能
出聲，擲出三點。導演宣佈打成平手。

銀狐狸說：“我們比賽借東西，看
看誰借得的東西更值錢。”我提議兩分鐘
為限，導演點頭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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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指着銀狐狸手上的棍子，向導演說：“比賽期間，我怕這
個姨姨過來打我，我們以廣場中線為界，過界的便算輸。”

導演點頭同意，數三聲後喊“開始”。銀狐狸的手下們馬上
把身上東西交到她面前，而動物們一窩蜂地把東西往我這邊塞過
來。

 銀狐狸炫耀手上的一袋金幣，又嘲笑我的東西是垃圾。這
時，烏嘴狗弟弟把他最心愛的錦盒交給我。

我向銀狐狸揚起錦盒，笑着說：“金幣也比不上這個名作家
馬克 ‧ 吐溫的珍貴錦盒。”

銀狐狸說要看，我便把錦盒給她。她接過錦盒，低頭細看，
打開蓋子，突然間，盒中噴出大量墨汁！她的臉被噴得全是黑
色！

大家笑得前仰後合，我更是大笑不止。
烏嘴狗弟弟笑得手舞足蹈，指着銀狐狸說：“哈哈哈！我經

常玩這個錦盒，噴得一口烏黑，沒想到你這麽笨，噴得像個非洲
黑豬頭，哈哈哈！”

銀狐狸惱羞成怒，拿着棍子撲過來要打烏嘴狗弟弟！
“時間到了！停！”導演叫停，跟着宣佈：“銀狐狸在比賽期

間過界犯規，柏柏勝出！”
導演宣佈我勝出後，全場再次掌聲雷動，伴隨着大量歡呼

聲和笑聲。銀狐狸氣得要死，悻悻然帶手下離去。
烏嘴狗弟弟與我熱烈地擁抱在一起，我們笑得喘不過氣來！
我回到山上居住，與烏嘴狗弟弟過着愉快的生活。對抗銀

狐狸時，大笑趕走了悲傷情緒，啟動了康復的生機，我的傷勢很
快好轉，皮膚好了，漂亮的毛長出來了，腿也可以健步如飛了！

龍王見我保護松山有功，給了我法力，使我當上保護松山
的小精靈。後來，我更當上了東亞運的吉祥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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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夢者》
若

夏曉在睡夢中聽到有人很大力地把門關上，整個人嚇得跳
起來。她想起了昨晚和爸爸的對話，拿着自己花了兩個月畫的畫
給爸爸看，說：“我希望以後能成
為一位畫家。”爸爸卻冷冷地告
訴她：“當畫家賺不到錢。”坐在
旁邊的媽媽也跟着說：“你應該要
成為專業人士才對。”夏曉沉默不
語。爸爸接着說：“你有這麼多時
間畫畫的話，那倒不如多花點時
間唸書。”她委屈地說：“我就是
喜歡畫畫。”這時，爸爸拿起她的
那幅畫說：“你看你畫的像甚麼？
沒有畫畫的天分，那就不要浪費
時間。”她眼淚滴滴答地從雙眼
掉下來，“我畫的是抽象畫。”“你
年紀這麼小，哪懂得甚麼是抽象
畫？”“我真的懂。”媽媽見到父女
倆都不肯讓步，說：“你先把畫收
起來，聽爸爸的話，多花點時間唸書。”夏曉大吼：“我還是會唸書，
但是你們誰都沒有權利奪走我的興趣。”爸爸一時生氣，從夏曉
手上搶走了那幅畫，然後把畫扔在垃圾桶。夏曉放聲地大哭，生
氣地說：“我最討厭你們。”現在回想起昨晚的對話，她還是覺得
悶悶不樂，心想：“我還在生他們的氣！”她一邊生氣，一邊繼續

20



躺在牀上。過了一會兒，她看看鬧鐘，發現已經 8 時了，快要遲
到了。她馬上衝去廁所刷牙洗臉，換上校服然後跑去學校。

夏曉剛好在老師走進教室的前一秒鐘來到教室，還在喘氣
的她拿起她的水瓶，大口地喝下水。沒料到，老師走進教室的時
候，卻往她座位的方向說：“夏曉，你今天遲到，罰你站在教室
門口 15 分鐘。”她個性害羞，不懂得怎樣辯護——老師比她還要

遲進教室，為何要罰她？班上成
績最差的圓圓一向喜歡與老師作
對，她大聲地問：“夏曉在老師進
來的時候已經回到了教室，老師
為甚麼要罰她？”老師說：“因為
她遲到了。”“如果她遲到的話，
那 麼 老 師 也 是 遲 到。” 老 師 回 答
她：“我早在你們還沒到學校的時
候，已經坐在教室，準備今天上
課的事。我剛剛是去了校長室找
校長。”聽到這樣的回答，圓圓想
不到還有甚麼可以反駁，她只是
安靜地坐在座位上，無奈的夏曉
也只好乖乖地站在教室前罰站。

下課時，夏曉和圓圓說：“謝
謝你剛剛幫了我。”圓圓在班上一

直被稱為壞分子，她處處和老師作對，成績常常不合格，不交功
課也是常事。很多同學都避開她，不願意和她做朋友。突然間有
人說感謝自己，圓圓有點不習慣，她滿臉通紅地說：“我沒有在
幫你，我只是不想看到老師欺負同學。”夏曉說：“欺負同學？我
剛剛站在外面的時候，也好好反省自己，其實我一進學校門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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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學校鐘聲已經響了，我是真的遲到了，只是剛好比老師早
一步踏進了教室。老師沒有欺負我，只是她不允許有人犯半點
兒錯而已。”“聽你這樣說，你很喜歡老師嗎？”“也沒有說喜歡或
者不喜歡吧，但是她應該是世上唯一支持我的人。”“她會支持我
們？我才不相信。”夏曉忍住淚水，慢慢地和圓圓解釋：“我爸爸
媽媽不喜歡我畫畫，唯獨老師一直鼓勵我去做自己喜歡的事。老
師看過我的畫，她說如果我一直堅持自己的夢想，總有一天會實
現的。”圓圓好像身同感受地同情夏曉，她看着自己那雙曾無數
次扭傷的腳說：“如果她也能支持我的夢想就好。”“你說的她是
誰？”“我的媽媽很反對我跳舞。我從小就很喜歡跳舞，但是我媽
媽不喜歡。”“我也是，我從小就很喜歡畫畫，但是我的父母總說
當畫家賺不到錢。”“所以天底下的父母都是這樣，他們永遠都不
了解我們。”“我不明白他們為甚麼常常批評我們。”她們覺
得找到了知己，所以成為了好朋友，覺得在一起的時光舒
暢又快樂。

夏曉並沒有理會父母的反對，她還是堅持每天畫畫。有一
天老師對她說：“夏曉，我之前拿了你的畫去參加比賽，你得了
一等獎，恭喜你！老師知道只要你堅持，你的夢想一定會實現
的。”她聽到這個消息後，喜眉笑眼的看着老師。老師說：“這個
星期天就是頒獎典禮，到時候你的家人也可以來，他們一
定會以你為榮的。”夏曉突然收起臉上的笑容，擔心地說：“他
們應該不會來。”老師說：“傻孩子，沒有父母不愛自己孩子
的。相信我，他們知道這個消息後一定會替你高興。”

那天夏曉回到家後，她告訴了媽媽自己得獎的消息，媽媽
溫柔地說：“曉曉真厲害，不過還是不要忘了唸書。”夏曉一臉不
高興的回自己的房間，心想：“早知道就不告訴他們，一直說掃
興的話。”等待的時間雖然過得漫長，但也總等到星期天了。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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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一直沒有說會參加頒獎典禮，她已經知道父母不會來支持自己
的。那天早上，她自己一個人吃完了早餐，就出發往學校去。

校長在台上說：“現在我要頒獎給畫畫比賽一等獎的同學，
請夏曉上台領獎。”夏曉興高采烈地走上台，她從台上看到台下
有兩個熟悉的身影。原來爸爸媽媽來了，那一刻，她感動得雙眼
通紅。頒獎典禮結束時，爸爸媽媽上前恭喜夏曉，媽媽抱着夏曉
說：“我們都以你為榮。”但是始終，爸爸沒有說過一句話。回到
家之後，夏曉還是不敢和爸爸說話，她安靜地回自己的房間，沒
想到當初被爸爸扔了的畫放在桌子上，旁邊還有一盒全新的顏色
筆。爸爸走進她的房間，說：“曉曉，那天是爸爸不對，我是怕
你只顧着畫畫，忘了唸書。爸爸後悔極了，馬上就把畫從垃圾桶
撿起來。我買了一盒新的顏色筆送給你，希望你能原諒我。”那

時，媽媽也走進來，她牽起爸爸和夏曉的手，說：“無論發
生甚麼事，我們都會支持你，我們很希望你的夢想會實現。”

夏曉一家人一早已經回到了家，但是圓圓還留在學
校等她的媽媽。老師走過去圓圓的身邊說：“我們回家

吧。”圓圓瞪了她一眼，沒有說話，但還是乖乖地跟着走。
“圓圓，你一定要按時去做物理治療，要不然你的腳只會

重複扭傷。”“你現在是以老師還是媽媽的身份跟我
講話？”“你在氣我明明是你的媽媽，卻要在學
校叫我老師嗎？”“我才沒有呢。”她賭氣說。“其
他老師和校長都知道你是我的女兒，至於同學

你也可以和他們說出真相。”圓圓停下腳步，老
師蹲下來撫摸着那隻又紅又腫的腳，說：“你有腳傷，我當然

反對你跳舞。待雙腳完全康復後，我希望你能在舞台上表現出
最美好的自己。我是你永遠的忠實觀眾。”圓圓露出甜美的笑容
說：“讓我們一起奔向未來，為夢想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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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一無二》
鄭觀應公立學校   小六仁  

黎美旋　蘇諾思

很久以前，有一對兄弟和一個皇帝出遊。皇帝命令陳小東
和陳大衛去找一棵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樹，但小東和大衛一直都找
不到，便決定分道去找。

小東和大衛分開時互相約定，不管找不找到樹，三天後在
這裡集合。

經過了兩小時，他們仍找不到獨一無二的樹，三小時、五
小時、七小時、一天、兩天……不知道過了多久，他們終於找到
了。原來他們找到的樹是同一棵樹，那棵樹就剛好長在皇宫的花
園裡。小東和大衛就帶皇帝去花園看這棵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樹。
大衛問到：“皇上，為甚麼你要找獨一無二的樹呢？”皇帝回答：“因
為朕要把這棵獨一無二的樹送給你們。”小東和大衛問：“為甚麼
要送給我們？”皇帝回答：“因為朕看見你們感情好，你們的感情
就像獨一無二的樹一樣，且朕覺得這棵樹充滿生氣，就像你們的
感情一樣永遠不會枯萎。”小東和大衛眼眶濕濕地說：“皇上，您
簡直是轉世之神啊！”皇帝回答：“沒那麼誇張吧！”

就這樣，他們的感情永遠不變了。沒想到，有一天，小東
犯下了天大的錯誤。他看見桌子上有一件美味的圓形食物，原來
那是鄰國皇帝帶來的餅乾，但小東並不知道，便把它吃掉。當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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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皇帝發現後，決定把小東殺了。很多人都認為為了一塊餅乾
而殺人實在太不合理了，但不管人們怎麼說，鄰國皇帝都不聽勸
告。因此，大家都叫鄰國皇帝為“冷皇”。

“冷皇”決定三天後就把小東殺了。在小東被殺的前一天，
大衛跟小東說：“穿上我的衣服吧！”小東說：“哥哥，你到底想
做甚麽？”大衛說：“我想替你去死。”小東說：“甚麽？不可以……”
在小東還沒說完，就被大衛打暈了。

小東醒後，已經是自己的死期，但小東來到刑場時，才發
現 這 原 來 只 是 皇 帝 跟 他
們開的一個玩笑，目
的是要考驗這兩兄
弟。患難見真情，
兄弟倆最後各自結
婚生子，過着幸福
快樂的生活，而由
皇 上 賜 給 他 們 的
樹，也就成了村裡
獨 一 無 二 的“ 兄 弟
樹 ”， 以 歌 頌 他 們
之間珍貴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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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啄木鳥》
望風

媽媽
我不是最吵的孩子
你看
窗外那
啄木鳥每天都在吵
篤，篤，篤……
篤，篤，篤……
篤，篤，篤……
於是
我也跟着吵好了
牠到底在吵甚麼？
是對木頭不滿意
是與蜜蜂在和唱
還是無聊又睡不着覺
我不知道
我把眼睛睜得更大
就為了看看
看看啄木鳥媽媽
為甚麼不駡
這個
吵鬧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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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隻環保鳥的夢想》
細雨

我是一隻環保鳥，
住在路環的山林裡。
藍天白雲相知，
青山綠水為伴。
我愛大自然的膚色，
傾聽大自然的聲音，
陶醉泥土芬芳，
欣賞萬物生機，
沉浸環保夢想——
微風輕吹，
小草吐青，
樹葉爭綠，
花兒獻媚；
小溪流水叮咚，
魚兒歡暢跳躍，
蟲子快樂鳴叫，
蛙兒歡樂打鼓，
心靈在無塵的環境中淨化，
好一派理想的自然風光，
如夢，
如詩，
如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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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住在哪裡？》
謝鴻文

雪融了
暖暖的太陽
宣告春天要來了
春天要來了
蝴蝶蜜蜂四處飛
是不是在探問
春天要住哪裡呢？
簷下
燕結巢
春天也可以住下
大地
百花笑盈盈盛開
幫春天鋪了芳香的牀
湖裡
鴨子悠哉悠哉滑着
邀請春天住湖邊一起去玩水
每個地方春天都喜歡
春天都想住下
可是春天更想住在孩子們的心裡
陪孩子們度過冬天的寒冷蕭瑟
讓孩子們的心
時時有希望和陽光

28



 

《永恆的朋友》
黃健威

月亮在地球的身旁跑啊跑
地球在太陽的身旁跑啊跑
我圍住你跑　你圍住我跑
我有我跑道　你有你跑道
你跑道中　有我的跑道　我跑道中　有你的跑道
你圍住我　陪着我自轉　我圍住你　陪着你公轉
我們永遠在跑　我們永遠在轉
我們在玩遊戲　我們在玩永恆的遊戲
有時月亮躲在地球的影子裡　嘻！大家找不到他
有時月亮捂住太陽的大臉蛋　嘻！大家找不到他
我們在一起
從宇宙的開始
到宇宙的終結
我們在一起
即使永不擁抱 仍然永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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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夢》
圓圓姐姐

昨天晚上，我發了一個夢
彩色的飛魚跳起了芭蕾舞
美妙動人
螃蟹穿上最新潮的破洞牛仔褲
耀武揚威

我是一粒小小的海沙
靜悄悄地觀看着，呼吸着，喜悅着
喜悅着，因為：
沒有人知道我可以觀看
沒有人知道我可以呼吸
沒有人知道我在喜悅着

我看見水母姐姐在換衣服
哦！對不起，我並沒有偷窺您
只是您一直在我頭上浮游
嘻嘻……

我聽見鯨魚叔叔在講難聽的髒話
哦！我真為您感到難為情
請您快游走吧
請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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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看見水草姐姐和珊瑚哥哥在談戀愛
他們手拉手，肩並肩
說着連我也聽不見的悄悄話
呵呵……

媽媽，媽媽
如果這是夢
請您不要叫醒我
一粒海沙的幸福
只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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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裡有座小木屋》
金本

森林裡有座小木屋，
誰都想來住一住。

小花鹿想：
我要採來綠藤蔓，
掛在圓圓小窗戶，
綠色的風兒請進來，
空氣清新採花露。

小松鼠想：
我要採來野山果，
擺在餐桌耀眼處，
五顏六色山果宴，
果香陣陣飄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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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白兔想：
我要採來喇叭花，
辦個晚會來慶祝，
喇叭花播放輕音樂，
大家一起來跳舞。

小棕熊想：
我要採來好木材，
搭起一張小牀鋪，
躺在上面睡一覺，
做個美夢多舒服。

森林裡有座小木屋，
誰住都會很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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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地圖的名片》
金本

小熊是個膽小的孩子，膽小得連家門都不敢出。
小熊很想當個勇敢的孩子。可是，怎樣才能變得勇敢呢？
小熊去請教大象。大象給了小熊一張名片，說：“這是一位

‘勇敢者’的名片，你去尋找這位‘勇敢者’吧！找到他，你就會成為
勇敢的孩子。”

小熊一看，這張名片真奇怪，上面畫滿了彎彎曲曲的地圖，
但“勇敢者”的名字卻用不乾膠黏住了。大象說：“哦，這個名字
你先不要揭開，等你找到他，再揭開吧！”

小熊按照名片上的地圖，去尋找那位“勇敢者”。他一出門，
就碰上了一座大山。這座大山好高好陡。可小熊說：“再高我也
要爬過去，我要做個勇敢的孩子！”他爬啊，爬啊，爬到了半山
腰，一不小心又摔到了山腳。他不氣餒，爬起來再爬，終於翻過
了大山。

小熊又來到一條小河邊，河水嘩嘩流得湍急。可小熊說：“再
急我也要趟過去，我要做個勇敢的孩子！”他趟啊，趟啊，趟到
了小河中間，一不小心被河水沖倒了。他不氣餒，站起來再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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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者

終於趟過了小河。
小熊又來到一片密林，密林裡有許多野獸在大聲吼叫。可

小熊說：“再危險我也要闖過去，我要做個勇敢的孩子！”他發現
大樹後面有一隻猛虎，猛虎張着血盆大口。他機警地躲過了猛
虎，終於穿過了密林。

小熊按照名片指示的方向，來到了“勇敢者”的小屋跟前。
他在想：這位“勇敢者”是甚麼模樣呢？他真想趕快揭開他的名字。
他輕輕推開屋門，屋內的一切使他大吃一驚：哎呀！這不就是自
己的家嗎？擺在迎面的那面大鏡子裡映出的就是他自己！小熊忙
揭開名片上的名字，上面出現兩個大大的字：小熊！

這時，小熊恍然大悟。原來，勇敢者就是他自己啊！是的，
這時的小熊已經變成了勇敢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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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本，男，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音樂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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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藍天下》、《月亮谷》等；童話集《我是一條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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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作品譯至國外、編入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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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護粵語小精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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䭚 ( 噇 )：粵音宅江切。指大
吃大喝，在很飽的情況下，強
行繼續吃。

噍 ( 𡁻 )： 粵 音： 趙 6。 指 用
上下牙齒慢慢地、少少地咬食
物。

吮： 粵 音： 損，syun5。 用 口
吸取。

歠 ( 啜 )：粵音：啜，zyut3。飲、
喝。多指把飲品吸上來。

舐：粵音：1) 拉 2，laai2 。 
2) lem2。用舌去品嘗味道。

𩟔：粵音察。指胃口很好，大
飲大食。

下
一
頁
填
填
看



小朋友，利用剛剛所學到的粵音字來完成下列的句子吧！

1）買排香口膠                    下先。

2）好嘢！一陣就去美食節                    餐勁。

3）波板糖好好味，食到                    （疊字）脷。

4）婆婆又煮雙皮奶做宵夜，真好好味啊！

食飽飯都要夾硬                    落肚。 

5）小學生唔應該再                    奶嘴。

6）                    手指好容意惹到細菌。   

填填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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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上面其中一個粵語字創作一幅圖畫，可以配字說明。完成作品拍照到
facebook 專頁或寄送 penofmacau@gmail.com 可獲贈童一枝筆精選 / 繪本
乙本。

答案  
1）  噍   2）  𩟔    3）  舐舐   

4）  䭚   5）  歠   6）  吮  

創作小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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