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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一個星期一︐幼稚園門口︐滿是接送小朋友的爸爸媽媽︒在熙熙攘攘的
人群中︐有一大一小身影格外惹眼︐他們似乎在爭論著什麼…
　　“好媽媽︐可不可以再休息一天︐就一天︕”美寶仰著頭看著媽媽︐神情焦急︒
　　“在學校裡︐有許多小朋友陪你︐你們可以一起玩遊戲︐玩滑梯︐而在
家裡︐只有你孤單一人︐你確定不要到學校來嗎︖”媽媽蹲下來耐心地和美寶解
釋︐並指著幼稚園裡的遊樂設施︐以此吸引美寶︒
　　美寶看了看正在滑梯和蹺蹺板上玩耍的小朋友︐似乎有些動搖︐她雙手合十
做拜託狀︓“那媽媽︐我就只同他們玩遊戲︖別的什麼也不做嗎?”
　　就在媽媽正要應答時︐陳老師走了過來︓“可愛的美寶小朋友︐不要捨不得
媽媽︐你放心︐在學校裡你一定會過得十分開心的!”陳老師笑著同美寶說道︒
　　美寶點了點頭︐深吸了一口氣︐轉頭對媽媽說:“那麼我就聽媽媽和陳老師
的話吧︐美寶很乖的!”
　　“陳老師︐美寶就要麻煩您了︐希望這次美寶能改掉不去上學的壞習慣︐她
其實是個很可愛的孩子︒”媽媽將美寶的小手放入了陳老師手中︒
　　“沒問題︐我很喜歡美寶!”陳老師輕輕地牽住了美寶的手︐帶著她進入了幼
稚園︒
　　起初︐美寶在幼稚園裡過得十分開心︐不過後來︐事情似乎發生了轉變︒
　　這天︐美寶回到家︐不似平日那樣活潑︐而是一反常態的安靜︒
　　媽媽看出了美寶的反常︐試著同她溝通:“是身體不舒服嗎?還是在幼稚園與其
他人吵架了?能和媽媽講講嗎? ”
　　“美寶沒有不舒服︐也沒有與小朋友鬧彆扭︐美寶是下周不想上學了︒”美寶
悶悶的說︒
　　媽媽似乎察覺到了什麼︐但是她什麼也沒說︐她讓美寶明天繼續上學︐這個
事情她會與美寶再談︒
　　晚上︐媽媽與陳老師通了電話︒
　　星期一早上︐美寶如常上學︒但放學後︐美寶沒有回家︐而是一個人去了澳
門塔石圖書館︒也來圖書館查資料的陳老師︐看到了孤零零的美寶︒
　　“好巧啊︐美寶︐你是來這裡看繪本嗎?”陳老師走近美寶︒
　　“不是的︐老師︒”美寶回答︒
　　“那你是在幹嘛呢︐能同老師說說嗎?”陳老師在一旁坐了下來︒
　　“嗯︐好吧︐但這是我的小秘密︐那︐那美寶只同老師一人說︐老師可以
保密嗎?”美寶等待著陳老師的肯定︒
　　“一定的!”陳老師拍了拍胸脯︐語氣十分肯定︒

　　“我不討厭幼稚園的︐或者說這裡的一切我都喜歡︒但是︐我害怕考試︐因為
我時常夢見一個鼻子和耳朵很小︐眼睛嘴巴很大︐牙齒像針一樣很胖的怪獸︐它
是考試怪獸︐只要我考的不好︐它就會一直追我︐試圖吃掉我︒”美寶小聲說道︒
　　“老師理解你︐美寶︐但是這不是真實的啊︐就算你考的不好︐也不會有考試
怪獸吃掉你的︒而且︐老師會守護你的︒”
　　“那我怕爸爸媽媽會失望︒”美寶終於說出了自己的心聲︒
　　“不會的︐美寶︐爸爸媽媽是這個世界上最愛你的人︐不會因為考試就不愛你
了︐不信︐你問問他們︒” 陳老師肯定地說道︒
　　“真的可以嗎?”小小的美寶雖然有些疑惑︐不過回到家後︐美寶還是主動和爸
爸媽媽說出了自己不想上學的原因︐之前換幼稚園也是因為這︒
　　美寶說完有些忐忑︐她生怕爸爸媽媽會責備她︒
　　“美寶︐你是爸爸媽媽最愛的寶貝︐你善良聰明︐爸爸媽媽是那麼的愛你︐而
且這種愛並不是以考試為條件的︒”媽媽的回答讓美寶有些驚訝︒
　　“美寶︐你這樣聰明伶俐︐考試不是什麼大問題︒而且︐不能因為懼怕考試︐
就放棄交朋友的機會啊︒” 爸爸為美寶加油打氣︒
　　“爸爸媽媽你們說的是真的嗎?你們真的不會責怪我嗎?”美寶鬆了一口氣︐也
有點不可思議︒
　　“當然︐我們對你的愛不容置疑︒但是美寶︐勇氣很重要︐面對也很重要︐沒
有嘗試過的事情︐不能輕易說放棄︒可以嗎?”媽媽又補充道︒
　　“美寶會充滿勇氣的︐我不要再逃避考試了!”美寶頓時擁有了信心︒
　　終於︐美寶在眾人的鼓勵下︐打敗了考試怪獸︐收穫了勇氣︐同小朋友們一
起在校園度過了美好時光︒

美寶心中的大怪獸—考試怪獸
作者︓陳康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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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學後︐我沒有如常直接回家︐而是在街上漫無目的地行︐一直行︐一直行︐不
知不覺便來到松山的東望洋燈塔︒我隨便找了個邊沿坐下來︐望著前方的夕陽︐再低
頭望著手中的英文測驗卷︐43分……43分……今晚回到家︐又要捱打了︒想著想著︐
我的眼淚便湧了出來︐一滴又一滴︐落在測驗卷的分數上︒
　　突然吹來一陣風︐把測驗卷從手上吹走了︐我立刻伸手把測驗卷抓住︒當刻︐有
個念頭崩了出來︒我把手上的測驗卷︐撕成一塊又一塊的小片︒然後︐放開了掌心︐
那些小碎片便隨風飄揚起來︒
　　雖然我只是三年級︐但我知道這樣做的意義不大︐只是︐把刑期延長多一至兩天
而已︒這︐就足夠了︒
　　第二天回到學校︐我跟班主任說英文測驗卷不見了︒班主任問︓“那份測驗多少
分?”
　　“ 43分︒”我用很小的聲音答︒

　　然後班主任便很大聲地罵︓“ 43分︐很明顯就是你自己丟掉測驗卷︒”
　　她讓我站上課室前方的台階︐用諷刺的語調對著全班說︓“大家覺得劉逆風那
份43分的測驗卷︐是不小心丟掉了︐還是他故意弄不見的︖”
　　因為班主任當時太兇︐全班都鴉雀無聲︒
　　她見沒有人回應︐便轉身繼續指罵我……我……已經一句說話都聽不進
耳朵……眼淚又要奪眶而出……而且……我覺得呼吸很困難……我不 斷 地 喘 著
氣 … … 感 覺 快 要 窒 息 … …
　 　 然 後 ︐ 我 看 見 眼 前 的 班 主 任 ︐ 她 頭 上 突 然 長 出 了 兩 隻 角 ︐ 口 裡 的 其
中 兩 隻 牙 也 漸漸變長︐皮膚也變成了鱷魚皮似的︐鱷魚皮上也長出尖刺來︒
　　她忽然向前走了一步︐然後伸手握住我的脖子︐把我升到半空之中︒我
不斷踢著腳掙扎︐但她反而更用力︒原本已呼吸困難的我︐這刻更是 完全抖
不過氣來︒最後︐我奮力踢向了她︐她手一滑︐我便重重摔在地上︒我立刻
爬起身來︐然後衝出課室︐快要衝到校門時︐我聽到後面有腳步聲︒回頭一
望︐看見班主任已變成了我在卡通片中看到的哥斯拉怪獸︐我更加快腳步衝
了出校門︒
　　我再次來到東望洋燈塔的邊上︐我抱著雙腿︐不停地啜泣︒剛才被班主任責罵
的說話︐一句又一句地在我腦海裡打轉︐她變成了怪獸的樣子︐可怕得現在回想也
讓我發抖……我不敢回家︐我想︐班主任已經打電話通知了媽媽︒我家裡的媽
媽︐是一隻比班主任更可怕的怪獸︐比她可怕十倍︐一百倍︐一萬倍 !!!
　　夕陽又再次出現︐我立刻站起來︐要快一點了︐要快一點了……太陽下山
了︐便找不到我的測驗卷……
　　我在山下找了很久︐很久︐但連一片都找不到︐連一片都找不到︒
　　天已黑︐這公園一個人都沒有了︐一個人都沒有了︐我很害怕︐很害怕︒
　　我一個人坐在滑梯口︐肚子跟著響了起來︐口也很乾︒
　　突然︐我聽到腳步聲︐我看到遠處有兩隻怪獸朝我的方向跑過來︐我瞇起
了眼睛︐看清了她們的臉︐一個是班主任︐一個是我的媽媽︒
　　我站起身來想逃走︐但我肚子餓到沒有任何力氣︐跑不到兩步︐便被一條
樹枝絆倒了︒
　　兩隻怪獸還有幾步便到了︐我看到她們正打開嘴巴︐似乎想向我噴火︐我
很害怕︐很害怕︐很害怕︐很害怕︐很害怕︐很害怕……
　　然而︐她們只蹲了下來︐把我抱住……
　　我也伸手抱住了她們︐我感覺到︐她們身上的鱷魚皮與尖刺︐都消失了︒

鱷魚皮怪獸
作者︰黃耀鋒

　　

　　塔石廣場的地底下住着一隻小精靈︒他在這裏已經很多年了︐記得初來這裏的時
候︐四周一片荒蕪︐只有一座山在這裏︐叫頸頭山的︐小精靈很佻皮︐還在山頂上疊
了三塊大石︐以表示自己來過的證據︐原以為只是一個玩笑︐但誰知後來看到的人都
以為是神蹟︐並叫這些石頭做“三疊石”︐後來又因“三疊石”名聲愈來愈大︐人們索
性都不叫頸頭山了︐而叫“疊石山”或“塔石山”︐慢慢人們都慕名而來這裏居住︐漸
漸成為村落︐叫做“塔石村”︒
　　小精靈玩夠了︐於是便睡覺去了︒可能是真的太累︐這一睡可不得了︐由山的消
失︐到村落的消失︐到球場的消失……然後塔石廣場建成︐做了很多很多場活動︐此
時小精靈終於醒了︐當然這真是一場意外︐因為周圍實在是太吵了︒
　　“好奇怪啊︕以往這裏不會這麼吵的︒”小精靈邊抱怨邊伸着懶腰說着︒
　　但當小精靈來到地面︐整個人都愣住了……放眼望去︐全都是人︐還有那些黑色
的一大座到底是什麼鬼東西︐為什麼從這個箱子裏會發出那麼大的聲音︖
　　還有那些又是什麼東西︖不是太陽︐又不是蠟燭卻能發出光芒︖
　　正當小精靈十分迷惘之際︐忽然一陣狂風大作︐然後又是一場急雨︐嚇得四周的
人都快快散去了︐而那個黑色東西卻在說着話︓“抱歉的通知大家︐因為天文台剛剛發
了預警︐原本那股不會吹襲澳門的強烈颱風發生轉向︐並突然提升了移動速度︐其周
圍影響的雨帶已到澳門海域︐中心風力的強度有可能超過年前的天鴿︐故嘉年華活動
正式宣佈取消︐請各位市民儘快回到家中︐並防範好颱風的來襲︒”
　　“布公仔︐你為什麼還不回家︖”
　　小精靈十分錯愕地問︓“你看得到我︖”他雖然不知道什麼是布公仔︐但居然有人
能看到自己已是十分嚇人的了︒
　　“當然看到啦︐你這麼高大︒”
　　“哦︐同時小精靈亦四處張望︐“小朋友︐為什麼只有你一個︖”
　　“因為我爸爸和媽媽是消防員和救護員︐所以一有颱風預警就要回到自己崗位︐原
本他們還在這裏陪我的︐但剛剛收到消息都回去待命了︒”
　　“是這樣嗎︖”
　　“那你又為什麼自己一個︖”小朋友反問︒
　　“我喜歡自己一個囉︕”小精靈雖然嘴上這麼說︐但一種莫名的不開心卻始終揮之
不去︒
　　“是嗎︖我叫呂靖熙︐既然我們都是一個人︐要不我們一起走走︖”說着的同時已
把小精靈拉走了︒

　　“但現在刮風了︐你不回家不怕嗎︖”
　　“不怕︐我都習慣一個人了︐而且爸媽會保護澳門︐也會保護我的︐加上你也
會保護我吧︕”
　　“當然︒”小精靈拍了拍胸口說着︐靖熙同時也依靠過來︐這令他想起昔日他依
着精靈媽媽的情景︒
　　“怎麼樣︖為什麼像石像似的站在這裏︖”
　　“没有︐只是在想一些事情︐對了︐靖熙你能帶我到附近走走嗎︖”
　　“好啊︕我們走吧︕”
　　走着走着︐小精靈表現得非常雀躍︐最多問的就是︓“那是什麼︖”畢竟這些年
都没見過現在這些事物︒
　　“那是什麼︖”
　　“那是飛機︒”
　　“那是什麼︖”
　　“那是電視大屏幕︒”
　　“那是什麼︖”
　　“那是手提電話︒”
　　靖熙像小老師般一樣一樣解釋着︐但小精靈還是搔着頭︓“飛機用來飛的我知
道了︐電視大屏幕用來看表演我明白了︐但手提電話我真的不明白有什麼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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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靖熙再次耐心地解釋着︐可小精靈仍不明白︐於是便拿起電話示範︓“嘟︐
嘟……喂喂……爸爸……好好……我會乖……現在回家了……ＢＹＥＢＹＥ︒”
　　“嘩︐你的法寶真厲害啊︕”
　　“這不是什麼法寶︐是手提電話︐其實也不是太好的東西︐但有了這個電話︐
我走到哪裏︐爸爸媽媽也能馬上定位找到我的︒”
　　“嗯……”
　　見小精靈默然不語︐小朋友馬上安慰道︓“怎樣︐想起家人︖”
　　“我是偷溜出來的︐都很久没回家了︒”
　　“我十分明白你的心情︐從前我也有試過離家出走︐結果躱到公園︐整整三小
時後才回家啊︕那時真的被駡到狗血淋頭似的︐你不會出走太久吧︖”
　　“大概五百一十二年零九個月左右︒”小精靈屈指算着︒
　　“你說謊︐哪有人會這麼長命︖”
　　“我又不是人︕”
　　“哪有可能︐你根本就是個人︒”　　
　　小精靈想起自己在不同的小朋友眼中是有不同形象的︐故便没有再辯駁了︒
　　“但不要緊的︐只要肯道歉︐答應做個好孩子︐父母就一定會原諒兒子︒”
　　“或許你說是對的︒”
　　靖熙繼續帶小精靈到附近參觀︐如舊西洋墳場︑塔石藝文館︑中央圖書館︑饒
宗頤學藝館︑盧廉若公園……等等︐小精靈看到這些不同的景物都非常高興︒
　　小朋友繼續問道︓“你沒來過澳門嗎︖”
　　“不是没來過︐嗯︐應該怎麼說好呢︖對了︐是很久以前來過︐但現在周圍都
變了︒”
　　“是啊︐現在澳門既是旅遊之城︐亦是文化之城︐甚至是美食之城︐可以說是
三月一小變︐三年一大變呢︕去年來這裏旅遊的人數已接近三千六百萬︒”
　　“三千六百萬︖這麼小的地方︖那是一個國家的人數呢︕”小精靈大吃一驚︒
　　“是啊︐我起初都不相信︐但政府的統計是這樣說的︐而且政府還說未來要建
更多有特色的景點讓遊客更加了解澳門這地方的文化︒”
　　“哦︐原來是這樣︒”
　　雨愈下愈大︐他們倆都被迫找地方躱避起來︐但望着四周的風雲突變︐小朋友
的臉色也變得凝重起來了︒
　　“怎樣︐看到大風大雨害怕了吧︕”
　　小朋友拍了拍胸口說︓“男孩子字典裏哪會有害怕這個詞呢︖只是︐只是……”
　　“說到底都是怕了︒”
　　“怕是怕︐但我是怕爸爸媽媽發生危險呢︕上次天鴿時候︐媽媽就在醫院多天
連續值班不回家︐爸爸則要四出出動救人︐我真的很擔心他們的安全呢︕”
　　“原來是這樣︒”小精靈同時想起他的爸爸媽媽也是偉大的精靈︐曾經擋過天外
飛石︐又能止住地震和海嘯︐那一幕幕情景現在都像走馬燈一樣出現在小精靈的腦

內︒
　　忽然小精靈低聲問了一個問題︓“對了︐靖熙你有没有聽過這裏的傳說︖”
　　“你說的這裏是哪裏︖”
　　“當然是疊石山︒”
　　“嗯︐老師說因為這裏有座山︐山上疊了三塊大石……”
　　“對︐你知道那些大石是誰疊的嗎︖”
　　“是大自然的力量吧︕”
　　“對︐是大自然的力量︐但也是我的力量︒”
　　“你︖雖然你這麼健碩︐但也不可能的︐小心牛皮吹破呢︕”靖熙搖手說道︒
　　“不相信吧︐這也難怪︐當年的人也不相信︐你就看着吧︕”
　　說時遲那時快︐小精靈像火箭一樣飛到天空中︐誰也不相信︐小精靈居然跑去
與風的怪物戰鬥︐雖然靖熙已被眼前的一幕嚇倒︐但當再回過神來的時候︐已不自
覺地大叫着為小精靈加油︒四周的行人奇怪怎麼會有小朋友在風雨中大叫大喊︐
都過來詢問究竟︒而靖熙卻一直說︓“你們没看到嗎︖小精靈在與風怪戰鬥呢︕”人
們望向天空︐哪有什麼小精靈和風怪呢︖都要他趕快回家安全些︒大概現在世界
上只有他知道他們倆正鬥得激烈呢︕最後隨着一聲雷響︐一切都歸於平靜︒
　　最後雨忽然停了︐陽光也跟着顯露了︐十分鐘後主辦單位宣佈嘉年華活動重新
啟動︐爸媽也說要回來陪靖熙︐因為吹襲澳門的颱風突然在澳門上空消失︐有人說
這是二十一世紀最奇特的天文現象︐有人說這是神蹟︐雖然所有人都不知道為何會
這樣︐但只有這位靖熙小朋友知道︒
　　“原來你真的是精靈︕靖熙自言自語地說着︐而他亦彷彿聽到回應︓“對啊︐我
現在要回家了︐你也趕快回家找你的爸爸媽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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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石廣場的地底下住着一隻小精靈︒他在這裏已經很多年了︐記得初來這裏的時
候︐四周一片荒蕪︐只有一座山在這裏︐叫頸頭山的︐小精靈很佻皮︐還在山頂上疊
了三塊大石︐以表示自己來過的證據︐原以為只是一個玩笑︐但誰知後來看到的人都
以為是神蹟︐並叫這些石頭做“三疊石”︐後來又因“三疊石”名聲愈來愈大︐人們索
性都不叫頸頭山了︐而叫“疊石山”或“塔石山”︐慢慢人們都慕名而來這裏居住︐漸
漸成為村落︐叫做“塔石村”︒
　　小精靈玩夠了︐於是便睡覺去了︒可能是真的太累︐這一睡可不得了︐由山的消
失︐到村落的消失︐到球場的消失……然後塔石廣場建成︐做了很多很多場活動︐此
時小精靈終於醒了︐當然這真是一場意外︐因為周圍實在是太吵了︒
　　“好奇怪啊︕以往這裏不會這麼吵的︒”小精靈邊抱怨邊伸着懶腰說着︒
　　但當小精靈來到地面︐整個人都愣住了……放眼望去︐全都是人︐還有那些黑色
的一大座到底是什麼鬼東西︐為什麼從這個箱子裏會發出那麼大的聲音︖
　　還有那些又是什麼東西︖不是太陽︐又不是蠟燭卻能發出光芒︖
　　正當小精靈十分迷惘之際︐忽然一陣狂風大作︐然後又是一場急雨︐嚇得四周的
人都快快散去了︐而那個黑色東西卻在說着話︓“抱歉的通知大家︐因為天文台剛剛發
了預警︐原本那股不會吹襲澳門的強烈颱風發生轉向︐並突然提升了移動速度︐其周
圍影響的雨帶已到澳門海域︐中心風力的強度有可能超過年前的天鴿︐故嘉年華活動
正式宣佈取消︐請各位市民儘快回到家中︐並防範好颱風的來襲︒”
　　“布公仔︐你為什麼還不回家︖”
　　小精靈十分錯愕地問︓“你看得到我︖”他雖然不知道什麼是布公仔︐但居然有人
能看到自己已是十分嚇人的了︒
　　“當然看到啦︐你這麼高大︒”
　　“哦︐同時小精靈亦四處張望︐“小朋友︐為什麼只有你一個︖”
　　“因為我爸爸和媽媽是消防員和救護員︐所以一有颱風預警就要回到自己崗位︐原
本他們還在這裏陪我的︐但剛剛收到消息都回去待命了︒”
　　“是這樣嗎︖”
　　“那你又為什麼自己一個︖”小朋友反問︒
　　“我喜歡自己一個囉︕”小精靈雖然嘴上這麼說︐但一種莫名的不開心卻始終揮之
不去︒
　　“是嗎︖我叫呂靖熙︐既然我們都是一個人︐要不我們一起走走︖”說着的同時已
把小精靈拉走了︒

　　“但現在刮風了︐你不回家不怕嗎︖”
　　“不怕︐我都習慣一個人了︐而且爸媽會保護澳門︐也會保護我的︐加上你也
會保護我吧︕”
　　“當然︒”小精靈拍了拍胸口說着︐靖熙同時也依靠過來︐這令他想起昔日他依
着精靈媽媽的情景︒
　　“怎麼樣︖為什麼像石像似的站在這裏︖”
　　“没有︐只是在想一些事情︐對了︐靖熙你能帶我到附近走走嗎︖”
　　“好啊︕我們走吧︕”
　　走着走着︐小精靈表現得非常雀躍︐最多問的就是︓“那是什麼︖”畢竟這些年
都没見過現在這些事物︒
　　“那是什麼︖”
　　“那是飛機︒”
　　“那是什麼︖”
　　“那是電視大屏幕︒”
　　“那是什麼︖”
　　“那是手提電話︒”
　　靖熙像小老師般一樣一樣解釋着︐但小精靈還是搔着頭︓“飛機用來飛的我知
道了︐電視大屏幕用來看表演我明白了︐但手提電話我真的不明白有什麼用︒”

　　靖熙再次耐心地解釋着︐可小精靈仍不明白︐於是便拿起電話示範︓“嘟︐
嘟……喂喂……爸爸……好好……我會乖……現在回家了……ＢＹＥＢＹＥ︒”
　　“嘩︐你的法寶真厲害啊︕”
　　“這不是什麼法寶︐是手提電話︐其實也不是太好的東西︐但有了這個電話︐
我走到哪裏︐爸爸媽媽也能馬上定位找到我的︒”
　　“嗯……”
　　見小精靈默然不語︐小朋友馬上安慰道︓“怎樣︐想起家人︖”
　　“我是偷溜出來的︐都很久没回家了︒”
　　“我十分明白你的心情︐從前我也有試過離家出走︐結果躱到公園︐整整三小
時後才回家啊︕那時真的被駡到狗血淋頭似的︐你不會出走太久吧︖”
　　“大概五百一十二年零九個月左右︒”小精靈屈指算着︒
　　“你說謊︐哪有人會這麼長命︖”
　　“我又不是人︕”
　　“哪有可能︐你根本就是個人︒”　　
　　小精靈想起自己在不同的小朋友眼中是有不同形象的︐故便没有再辯駁了︒
　　“但不要緊的︐只要肯道歉︐答應做個好孩子︐父母就一定會原諒兒子︒”
　　“或許你說是對的︒”
　　靖熙繼續帶小精靈到附近參觀︐如舊西洋墳場︑塔石藝文館︑中央圖書館︑饒
宗頤學藝館︑盧廉若公園……等等︐小精靈看到這些不同的景物都非常高興︒
　　小朋友繼續問道︓“你沒來過澳門嗎︖”
　　“不是没來過︐嗯︐應該怎麼說好呢︖對了︐是很久以前來過︐但現在周圍都
變了︒”
　　“是啊︐現在澳門既是旅遊之城︐亦是文化之城︐甚至是美食之城︐可以說是
三月一小變︐三年一大變呢︕去年來這裏旅遊的人數已接近三千六百萬︒”
　　“三千六百萬︖這麼小的地方︖那是一個國家的人數呢︕”小精靈大吃一驚︒
　　“是啊︐我起初都不相信︐但政府的統計是這樣說的︐而且政府還說未來要建
更多有特色的景點讓遊客更加了解澳門這地方的文化︒”
　　“哦︐原來是這樣︒”
　　雨愈下愈大︐他們倆都被迫找地方躱避起來︐但望着四周的風雲突變︐小朋友
的臉色也變得凝重起來了︒
　　“怎樣︐看到大風大雨害怕了吧︕”
　　小朋友拍了拍胸口說︓“男孩子字典裏哪會有害怕這個詞呢︖只是︐只是……”
　　“說到底都是怕了︒”
　　“怕是怕︐但我是怕爸爸媽媽發生危險呢︕上次天鴿時候︐媽媽就在醫院多天
連續值班不回家︐爸爸則要四出出動救人︐我真的很擔心他們的安全呢︕”
　　“原來是這樣︒”小精靈同時想起他的爸爸媽媽也是偉大的精靈︐曾經擋過天外
飛石︐又能止住地震和海嘯︐那一幕幕情景現在都像走馬燈一樣出現在小精靈的腦

內︒
　　忽然小精靈低聲問了一個問題︓“對了︐靖熙你有没有聽過這裏的傳說︖”
　　“你說的這裏是哪裏︖”
　　“當然是疊石山︒”
　　“嗯︐老師說因為這裏有座山︐山上疊了三塊大石……”
　　“對︐你知道那些大石是誰疊的嗎︖”
　　“是大自然的力量吧︕”
　　“對︐是大自然的力量︐但也是我的力量︒”
　　“你︖雖然你這麼健碩︐但也不可能的︐小心牛皮吹破呢︕”靖熙搖手說道︒
　　“不相信吧︐這也難怪︐當年的人也不相信︐你就看着吧︕”
　　說時遲那時快︐小精靈像火箭一樣飛到天空中︐誰也不相信︐小精靈居然跑去
與風的怪物戰鬥︐雖然靖熙已被眼前的一幕嚇倒︐但當再回過神來的時候︐已不自
覺地大叫着為小精靈加油︒四周的行人奇怪怎麼會有小朋友在風雨中大叫大喊︐
都過來詢問究竟︒而靖熙卻一直說︓“你們没看到嗎︖小精靈在與風怪戰鬥呢︕”人
們望向天空︐哪有什麼小精靈和風怪呢︖都要他趕快回家安全些︒大概現在世界
上只有他知道他們倆正鬥得激烈呢︕最後隨着一聲雷響︐一切都歸於平靜︒
　　最後雨忽然停了︐陽光也跟着顯露了︐十分鐘後主辦單位宣佈嘉年華活動重新
啟動︐爸媽也說要回來陪靖熙︐因為吹襲澳門的颱風突然在澳門上空消失︐有人說
這是二十一世紀最奇特的天文現象︐有人說這是神蹟︐雖然所有人都不知道為何會
這樣︐但只有這位靖熙小朋友知道︒
　　“原來你真的是精靈︕靖熙自言自語地說着︐而他亦彷彿聽到回應︓“對啊︐我
現在要回家了︐你也趕快回家找你的爸爸媽媽啊︕”

兒童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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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小明︐我很喜歡動物︒兩年前︐曾收養過一隻受傷的流浪貓︐可是有一天它
突然不見了︐我為此傷心了很久︒我媽媽不忍心看見我傷心︐就不再讓我養寵物︐而
是叫我去動物協會做義工︒
　　剛升上小六時︐我們班來了一個轉校生小文︐老師派了我去帶他認識校園︒就在
參觀的過程︐小文不小心扭傷了腳︒
　　“小文︐我扶你去醫療室︐好嗎︖”我急忙扶着他︒
　　“嗯︐謝謝你︒”小文回道︐並用感激的眼神看着我︒
　　看着小文這個深情的眼神︐我想起我小時候收養過的流浪貓︒當時我救牠回家的
時候︐牠也是用同一個眼神看着我︒我即時對小文有了親近熟悉的感覺︐聊的話題也
多了︒在聊天的過程︐我發現原來小文也喜歡動物︐在我的提議下︐我們約好了每個
星期天一起去動物協會幫手︒
　　小文性格比較內向和冷靜︐說話不多︐就只有我一個朋友︐對我特別地好︒就這
樣︐我跟小文成了好朋友︒
　　有一天︐我與小文在當義工︐看着在籠子裏被遺棄的動物︐牠們都很可憐︒我不
禁嘆息︐轉身向小文說︓“現在越來越多的動物被拋棄︐怎樣才能幫助牠們︖”
　　小文回道︓“你可以為牠們寫一些文章︒”
　　“可是︐我作文很差︒”
　　“沒關係︐我幫你吧!”
　　自此我就慢慢地開始寫作︐並且愛上了它︒
　　小文提議我去參加徵文比賽以及投稿去報社︒我也跟着做了︐可是大半年了︐每
次都不成功︒每當我想放棄時︐小文都會鼓勵我︒
　　今天︐在動物協會做義工時︐小文突然說要去洗手間︒過了半小時︐我看小文還
沒回來︐就去找他了︒卻想不到︐我聽到了他跟神秘人的對話︒
　　“文文︐你該走了︒你來這裡太久了︒”一把低沉的男聲從洗手間傳來︒
　　“五天︐再給我五天時間︒”小文哀求道︒
　　“我已經給你時間了︐他那麼不爭氣︐你再幫他也沒有用︒”
　　“不會的︐他這次一定會成功︒”
　　“好︐再給你五天︐五天之後我會馬上帶你回去︒”那男聲沉默了一下回道︒
　　這究竟是怎麽一回事︖小文究竟是什麼人︖我不敢問他︐怕他不好意思回答︐更怕
影響我們的友情︒
　　今天︐小文突然跑過來︐拿出一份報紙還有一封信︐微笑着說︓“你打開看看︒”我

一看︐是報紙上刊登了我的文章︐以及作文比賽的領獎邀請函! 我高興得快瘋了︐緊
握着小文的手︓“啊! 小文︐我終於成功了!”
　　“你終於能讓更多人知道︐被拋棄的動物是多麽悲慘︒”小文還是保持一貫的冷
靜︐淡淡的笑着回我︒
　　“嗯嗯︐謝謝你啊! 如果不是你︐我也不知我做得到︒”
　　這時︐不知怎的︐小文神情轉為憂慮︒我突然想起之前小文和神秘人的對話︐
啊! 五天時限到了! 我很擔心地問他︓“小文︐你是不是要走了︖”
　　“你怎麼知道的︖”小文驚訝的問我︒
　　“之前無意中聽到的︒”
　　“對不起......其實我不是人︐而是貓︒”看着我一臉不相信的樣子︐小文接着說
了下去︓“我小時候曾經因族內有內戰︐受傷逃出來︐幸好被你救了︒後來︐被族
內召回去統一和平︒我一直記得你對我很好︐所以在族內和平後︐我立刻來找你︒
而我這次要走︐是因為族內又發生了一些事︐我不得不回去︒”
　　“文文︐你該走了︒”突然身後一把低沉的男聲傳了過來︐可是當我轉身︐卻看
不到任何人︒
　　“小明︐那是我父親︐不用怕︒”小文對我說完後︐又對着我身後那團”空氣”
說話︓
　　“爸︐你多等我五分鐘︒”
　　時間一分一秒過去︐我們相對無言︐小文顯得很難過︒
　　“小文︐我們還是好朋友的︐是吧︖”我突然問道︒
　　“當然是︐我們永遠都是好朋友︒等我解決完︐會回來找你的︒”小文呆了一呆
後開心的回道︒
　　接着我給了他一個大大的擁抱︐並且在他耳邊說︓“下次就是我來找你了︒”
　　
　　  小文一臉不解的看着我︒
　　“五分鐘過去咯︐你該走了︒”那
把低沉的男聲又傳了過來︒

　　接着︐小文就整個消失了︐他走
之前顯得依依不捨︐並保持着他那不
解的樣子︒我想︐在他下次見到我之
前︐都不會知道︐他爸爸跟我說了去
牠們那世界的特別通道呢︕

小文與我

　　塔石廣場的地底下住着一隻小精靈︒他在這裏已經很多年了︐記得初來這裏的時
候︐四周一片荒蕪︐只有一座山在這裏︐叫頸頭山的︐小精靈很佻皮︐還在山頂上疊
了三塊大石︐以表示自己來過的證據︐原以為只是一個玩笑︐但誰知後來看到的人都
以為是神蹟︐並叫這些石頭做“三疊石”︐後來又因“三疊石”名聲愈來愈大︐人們索
性都不叫頸頭山了︐而叫“疊石山”或“塔石山”︐慢慢人們都慕名而來這裏居住︐漸
漸成為村落︐叫做“塔石村”︒
　　小精靈玩夠了︐於是便睡覺去了︒可能是真的太累︐這一睡可不得了︐由山的消
失︐到村落的消失︐到球場的消失……然後塔石廣場建成︐做了很多很多場活動︐此
時小精靈終於醒了︐當然這真是一場意外︐因為周圍實在是太吵了︒
　　“好奇怪啊︕以往這裏不會這麼吵的︒”小精靈邊抱怨邊伸着懶腰說着︒
　　但當小精靈來到地面︐整個人都愣住了……放眼望去︐全都是人︐還有那些黑色
的一大座到底是什麼鬼東西︐為什麼從這個箱子裏會發出那麼大的聲音︖
　　還有那些又是什麼東西︖不是太陽︐又不是蠟燭卻能發出光芒︖
　　正當小精靈十分迷惘之際︐忽然一陣狂風大作︐然後又是一場急雨︐嚇得四周的
人都快快散去了︐而那個黑色東西卻在說着話︓“抱歉的通知大家︐因為天文台剛剛發
了預警︐原本那股不會吹襲澳門的強烈颱風發生轉向︐並突然提升了移動速度︐其周
圍影響的雨帶已到澳門海域︐中心風力的強度有可能超過年前的天鴿︐故嘉年華活動
正式宣佈取消︐請各位市民儘快回到家中︐並防範好颱風的來襲︒”
　　“布公仔︐你為什麼還不回家︖”
　　小精靈十分錯愕地問︓“你看得到我︖”他雖然不知道什麼是布公仔︐但居然有人
能看到自己已是十分嚇人的了︒
　　“當然看到啦︐你這麼高大︒”
　　“哦︐同時小精靈亦四處張望︐“小朋友︐為什麼只有你一個︖”
　　“因為我爸爸和媽媽是消防員和救護員︐所以一有颱風預警就要回到自己崗位︐原
本他們還在這裏陪我的︐但剛剛收到消息都回去待命了︒”
　　“是這樣嗎︖”
　　“那你又為什麼自己一個︖”小朋友反問︒
　　“我喜歡自己一個囉︕”小精靈雖然嘴上這麼說︐但一種莫名的不開心卻始終揮之
不去︒
　　“是嗎︖我叫呂靖熙︐既然我們都是一個人︐要不我們一起走走︖”說着的同時已
把小精靈拉走了︒

　　“但現在刮風了︐你不回家不怕嗎︖”
　　“不怕︐我都習慣一個人了︐而且爸媽會保護澳門︐也會保護我的︐加上你也
會保護我吧︕”
　　“當然︒”小精靈拍了拍胸口說着︐靖熙同時也依靠過來︐這令他想起昔日他依
着精靈媽媽的情景︒
　　“怎麼樣︖為什麼像石像似的站在這裏︖”
　　“没有︐只是在想一些事情︐對了︐靖熙你能帶我到附近走走嗎︖”
　　“好啊︕我們走吧︕”
　　走着走着︐小精靈表現得非常雀躍︐最多問的就是︓“那是什麼︖”畢竟這些年
都没見過現在這些事物︒
　　“那是什麼︖”
　　“那是飛機︒”
　　“那是什麼︖”
　　“那是電視大屏幕︒”
　　“那是什麼︖”
　　“那是手提電話︒”
　　靖熙像小老師般一樣一樣解釋着︐但小精靈還是搔着頭︓“飛機用來飛的我知
道了︐電視大屏幕用來看表演我明白了︐但手提電話我真的不明白有什麼用︒”

　　靖熙再次耐心地解釋着︐可小精靈仍不明白︐於是便拿起電話示範︓“嘟︐
嘟……喂喂……爸爸……好好……我會乖……現在回家了……ＢＹＥＢＹＥ︒”
　　“嘩︐你的法寶真厲害啊︕”
　　“這不是什麼法寶︐是手提電話︐其實也不是太好的東西︐但有了這個電話︐
我走到哪裏︐爸爸媽媽也能馬上定位找到我的︒”
　　“嗯……”
　　見小精靈默然不語︐小朋友馬上安慰道︓“怎樣︐想起家人︖”
　　“我是偷溜出來的︐都很久没回家了︒”
　　“我十分明白你的心情︐從前我也有試過離家出走︐結果躱到公園︐整整三小
時後才回家啊︕那時真的被駡到狗血淋頭似的︐你不會出走太久吧︖”
　　“大概五百一十二年零九個月左右︒”小精靈屈指算着︒
　　“你說謊︐哪有人會這麼長命︖”
　　“我又不是人︕”
　　“哪有可能︐你根本就是個人︒”　　
　　小精靈想起自己在不同的小朋友眼中是有不同形象的︐故便没有再辯駁了︒
　　“但不要緊的︐只要肯道歉︐答應做個好孩子︐父母就一定會原諒兒子︒”
　　“或許你說是對的︒”
　　靖熙繼續帶小精靈到附近參觀︐如舊西洋墳場︑塔石藝文館︑中央圖書館︑饒
宗頤學藝館︑盧廉若公園……等等︐小精靈看到這些不同的景物都非常高興︒
　　小朋友繼續問道︓“你沒來過澳門嗎︖”
　　“不是没來過︐嗯︐應該怎麼說好呢︖對了︐是很久以前來過︐但現在周圍都
變了︒”
　　“是啊︐現在澳門既是旅遊之城︐亦是文化之城︐甚至是美食之城︐可以說是
三月一小變︐三年一大變呢︕去年來這裏旅遊的人數已接近三千六百萬︒”
　　“三千六百萬︖這麼小的地方︖那是一個國家的人數呢︕”小精靈大吃一驚︒
　　“是啊︐我起初都不相信︐但政府的統計是這樣說的︐而且政府還說未來要建
更多有特色的景點讓遊客更加了解澳門這地方的文化︒”
　　“哦︐原來是這樣︒”
　　雨愈下愈大︐他們倆都被迫找地方躱避起來︐但望着四周的風雲突變︐小朋友
的臉色也變得凝重起來了︒
　　“怎樣︐看到大風大雨害怕了吧︕”
　　小朋友拍了拍胸口說︓“男孩子字典裏哪會有害怕這個詞呢︖只是︐只是……”
　　“說到底都是怕了︒”
　　“怕是怕︐但我是怕爸爸媽媽發生危險呢︕上次天鴿時候︐媽媽就在醫院多天
連續值班不回家︐爸爸則要四出出動救人︐我真的很擔心他們的安全呢︕”
　　“原來是這樣︒”小精靈同時想起他的爸爸媽媽也是偉大的精靈︐曾經擋過天外
飛石︐又能止住地震和海嘯︐那一幕幕情景現在都像走馬燈一樣出現在小精靈的腦

內︒
　　忽然小精靈低聲問了一個問題︓“對了︐靖熙你有没有聽過這裏的傳說︖”
　　“你說的這裏是哪裏︖”
　　“當然是疊石山︒”
　　“嗯︐老師說因為這裏有座山︐山上疊了三塊大石……”
　　“對︐你知道那些大石是誰疊的嗎︖”
　　“是大自然的力量吧︕”
　　“對︐是大自然的力量︐但也是我的力量︒”
　　“你︖雖然你這麼健碩︐但也不可能的︐小心牛皮吹破呢︕”靖熙搖手說道︒
　　“不相信吧︐這也難怪︐當年的人也不相信︐你就看着吧︕”
　　說時遲那時快︐小精靈像火箭一樣飛到天空中︐誰也不相信︐小精靈居然跑去
與風的怪物戰鬥︐雖然靖熙已被眼前的一幕嚇倒︐但當再回過神來的時候︐已不自
覺地大叫着為小精靈加油︒四周的行人奇怪怎麼會有小朋友在風雨中大叫大喊︐
都過來詢問究竟︒而靖熙卻一直說︓“你們没看到嗎︖小精靈在與風怪戰鬥呢︕”人
們望向天空︐哪有什麼小精靈和風怪呢︖都要他趕快回家安全些︒大概現在世界
上只有他知道他們倆正鬥得激烈呢︕最後隨着一聲雷響︐一切都歸於平靜︒
　　最後雨忽然停了︐陽光也跟着顯露了︐十分鐘後主辦單位宣佈嘉年華活動重新
啟動︐爸媽也說要回來陪靖熙︐因為吹襲澳門的颱風突然在澳門上空消失︐有人說
這是二十一世紀最奇特的天文現象︐有人說這是神蹟︐雖然所有人都不知道為何會
這樣︐但只有這位靖熙小朋友知道︒
　　“原來你真的是精靈︕靖熙自言自語地說着︐而他亦彷彿聽到回應︓“對啊︐我
現在要回家了︐你也趕快回家找你的爸爸媽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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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石廣場的地底下住着一隻小精靈︒他在這裏已經很多年了︐記得初來這裏的時
候︐四周一片荒蕪︐只有一座山在這裏︐叫頸頭山的︐小精靈很佻皮︐還在山頂上疊
了三塊大石︐以表示自己來過的證據︐原以為只是一個玩笑︐但誰知後來看到的人都
以為是神蹟︐並叫這些石頭做“三疊石”︐後來又因“三疊石”名聲愈來愈大︐人們索
性都不叫頸頭山了︐而叫“疊石山”或“塔石山”︐慢慢人們都慕名而來這裏居住︐漸
漸成為村落︐叫做“塔石村”︒
　　小精靈玩夠了︐於是便睡覺去了︒可能是真的太累︐這一睡可不得了︐由山的消
失︐到村落的消失︐到球場的消失……然後塔石廣場建成︐做了很多很多場活動︐此
時小精靈終於醒了︐當然這真是一場意外︐因為周圍實在是太吵了︒
　　“好奇怪啊︕以往這裏不會這麼吵的︒”小精靈邊抱怨邊伸着懶腰說着︒
　　但當小精靈來到地面︐整個人都愣住了……放眼望去︐全都是人︐還有那些黑色
的一大座到底是什麼鬼東西︐為什麼從這個箱子裏會發出那麼大的聲音︖
　　還有那些又是什麼東西︖不是太陽︐又不是蠟燭卻能發出光芒︖
　　正當小精靈十分迷惘之際︐忽然一陣狂風大作︐然後又是一場急雨︐嚇得四周的
人都快快散去了︐而那個黑色東西卻在說着話︓“抱歉的通知大家︐因為天文台剛剛發
了預警︐原本那股不會吹襲澳門的強烈颱風發生轉向︐並突然提升了移動速度︐其周
圍影響的雨帶已到澳門海域︐中心風力的強度有可能超過年前的天鴿︐故嘉年華活動
正式宣佈取消︐請各位市民儘快回到家中︐並防範好颱風的來襲︒”
　　“布公仔︐你為什麼還不回家︖”
　　小精靈十分錯愕地問︓“你看得到我︖”他雖然不知道什麼是布公仔︐但居然有人
能看到自己已是十分嚇人的了︒
　　“當然看到啦︐你這麼高大︒”
　　“哦︐同時小精靈亦四處張望︐“小朋友︐為什麼只有你一個︖”
　　“因為我爸爸和媽媽是消防員和救護員︐所以一有颱風預警就要回到自己崗位︐原
本他們還在這裏陪我的︐但剛剛收到消息都回去待命了︒”
　　“是這樣嗎︖”
　　“那你又為什麼自己一個︖”小朋友反問︒
　　“我喜歡自己一個囉︕”小精靈雖然嘴上這麼說︐但一種莫名的不開心卻始終揮之
不去︒
　　“是嗎︖我叫呂靖熙︐既然我們都是一個人︐要不我們一起走走︖”說着的同時已
把小精靈拉走了︒

　　“但現在刮風了︐你不回家不怕嗎︖”
　　“不怕︐我都習慣一個人了︐而且爸媽會保護澳門︐也會保護我的︐加上你也
會保護我吧︕”
　　“當然︒”小精靈拍了拍胸口說着︐靖熙同時也依靠過來︐這令他想起昔日他依
着精靈媽媽的情景︒
　　“怎麼樣︖為什麼像石像似的站在這裏︖”
　　“没有︐只是在想一些事情︐對了︐靖熙你能帶我到附近走走嗎︖”
　　“好啊︕我們走吧︕”
　　走着走着︐小精靈表現得非常雀躍︐最多問的就是︓“那是什麼︖”畢竟這些年
都没見過現在這些事物︒
　　“那是什麼︖”
　　“那是飛機︒”
　　“那是什麼︖”
　　“那是電視大屏幕︒”
　　“那是什麼︖”
　　“那是手提電話︒”
　　靖熙像小老師般一樣一樣解釋着︐但小精靈還是搔着頭︓“飛機用來飛的我知
道了︐電視大屏幕用來看表演我明白了︐但手提電話我真的不明白有什麼用︒”

小精靈回家了

　　靖熙再次耐心地解釋着︐可小精靈仍不明白︐於是便拿起電話示範︓“嘟︐
嘟……喂喂……爸爸……好好……我會乖……現在回家了……ＢＹＥＢＹＥ︒”
　　“嘩︐你的法寶真厲害啊︕”
　　“這不是什麼法寶︐是手提電話︐其實也不是太好的東西︐但有了這個電話︐
我走到哪裏︐爸爸媽媽也能馬上定位找到我的︒”
　　“嗯……”
　　見小精靈默然不語︐小朋友馬上安慰道︓“怎樣︐想起家人︖”
　　“我是偷溜出來的︐都很久没回家了︒”
　　“我十分明白你的心情︐從前我也有試過離家出走︐結果躱到公園︐整整三小
時後才回家啊︕那時真的被駡到狗血淋頭似的︐你不會出走太久吧︖”
　　“大概五百一十二年零九個月左右︒”小精靈屈指算着︒
　　“你說謊︐哪有人會這麼長命︖”
　　“我又不是人︕”
　　“哪有可能︐你根本就是個人︒”　　
　　小精靈想起自己在不同的小朋友眼中是有不同形象的︐故便没有再辯駁了︒
　　“但不要緊的︐只要肯道歉︐答應做個好孩子︐父母就一定會原諒兒子︒”
　　“或許你說是對的︒”
　　靖熙繼續帶小精靈到附近參觀︐如舊西洋墳場︑塔石藝文館︑中央圖書館︑饒
宗頤學藝館︑盧廉若公園……等等︐小精靈看到這些不同的景物都非常高興︒
　　小朋友繼續問道︓“你沒來過澳門嗎︖”
　　“不是没來過︐嗯︐應該怎麼說好呢︖對了︐是很久以前來過︐但現在周圍都
變了︒”
　　“是啊︐現在澳門既是旅遊之城︐亦是文化之城︐甚至是美食之城︐可以說是
三月一小變︐三年一大變呢︕去年來這裏旅遊的人數已接近三千六百萬︒”
　　“三千六百萬︖這麼小的地方︖那是一個國家的人數呢︕”小精靈大吃一驚︒
　　“是啊︐我起初都不相信︐但政府的統計是這樣說的︐而且政府還說未來要建
更多有特色的景點讓遊客更加了解澳門這地方的文化︒”
　　“哦︐原來是這樣︒”
　　雨愈下愈大︐他們倆都被迫找地方躱避起來︐但望着四周的風雲突變︐小朋友
的臉色也變得凝重起來了︒
　　“怎樣︐看到大風大雨害怕了吧︕”
　　小朋友拍了拍胸口說︓“男孩子字典裏哪會有害怕這個詞呢︖只是︐只是……”
　　“說到底都是怕了︒”
　　“怕是怕︐但我是怕爸爸媽媽發生危險呢︕上次天鴿時候︐媽媽就在醫院多天
連續值班不回家︐爸爸則要四出出動救人︐我真的很擔心他們的安全呢︕”
　　“原來是這樣︒”小精靈同時想起他的爸爸媽媽也是偉大的精靈︐曾經擋過天外
飛石︐又能止住地震和海嘯︐那一幕幕情景現在都像走馬燈一樣出現在小精靈的腦

內︒
　　忽然小精靈低聲問了一個問題︓“對了︐靖熙你有没有聽過這裏的傳說︖”
　　“你說的這裏是哪裏︖”
　　“當然是疊石山︒”
　　“嗯︐老師說因為這裏有座山︐山上疊了三塊大石……”
　　“對︐你知道那些大石是誰疊的嗎︖”
　　“是大自然的力量吧︕”
　　“對︐是大自然的力量︐但也是我的力量︒”
　　“你︖雖然你這麼健碩︐但也不可能的︐小心牛皮吹破呢︕”靖熙搖手說道︒
　　“不相信吧︐這也難怪︐當年的人也不相信︐你就看着吧︕”
　　說時遲那時快︐小精靈像火箭一樣飛到天空中︐誰也不相信︐小精靈居然跑去
與風的怪物戰鬥︐雖然靖熙已被眼前的一幕嚇倒︐但當再回過神來的時候︐已不自
覺地大叫着為小精靈加油︒四周的行人奇怪怎麼會有小朋友在風雨中大叫大喊︐
都過來詢問究竟︒而靖熙卻一直說︓“你們没看到嗎︖小精靈在與風怪戰鬥呢︕”人
們望向天空︐哪有什麼小精靈和風怪呢︖都要他趕快回家安全些︒大概現在世界
上只有他知道他們倆正鬥得激烈呢︕最後隨着一聲雷響︐一切都歸於平靜︒
　　最後雨忽然停了︐陽光也跟着顯露了︐十分鐘後主辦單位宣佈嘉年華活動重新
啟動︐爸媽也說要回來陪靖熙︐因為吹襲澳門的颱風突然在澳門上空消失︐有人說
這是二十一世紀最奇特的天文現象︐有人說這是神蹟︐雖然所有人都不知道為何會
這樣︐但只有這位靖熙小朋友知道︒
　　“原來你真的是精靈︕靖熙自言自語地說着︐而他亦彷彿聽到回應︓“對啊︐我
現在要回家了︐你也趕快回家找你的爸爸媽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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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石廣場的地底下住着一隻小精靈︒他在這裏已經很多年了︐記得初來這裏的時
候︐四周一片荒蕪︐只有一座山在這裏︐叫頸頭山的︐小精靈很佻皮︐還在山頂上疊
了三塊大石︐以表示自己來過的證據︐原以為只是一個玩笑︐但誰知後來看到的人都
以為是神蹟︐並叫這些石頭做“三疊石”︐後來又因“三疊石”名聲愈來愈大︐人們索
性都不叫頸頭山了︐而叫“疊石山”或“塔石山”︐慢慢人們都慕名而來這裏居住︐漸
漸成為村落︐叫做“塔石村”︒
　　小精靈玩夠了︐於是便睡覺去了︒可能是真的太累︐這一睡可不得了︐由山的消
失︐到村落的消失︐到球場的消失……然後塔石廣場建成︐做了很多很多場活動︐此
時小精靈終於醒了︐當然這真是一場意外︐因為周圍實在是太吵了︒
　　“好奇怪啊︕以往這裏不會這麼吵的︒”小精靈邊抱怨邊伸着懶腰說着︒
　　但當小精靈來到地面︐整個人都愣住了……放眼望去︐全都是人︐還有那些黑色
的一大座到底是什麼鬼東西︐為什麼從這個箱子裏會發出那麼大的聲音︖
　　還有那些又是什麼東西︖不是太陽︐又不是蠟燭卻能發出光芒︖
　　正當小精靈十分迷惘之際︐忽然一陣狂風大作︐然後又是一場急雨︐嚇得四周的
人都快快散去了︐而那個黑色東西卻在說着話︓“抱歉的通知大家︐因為天文台剛剛發
了預警︐原本那股不會吹襲澳門的強烈颱風發生轉向︐並突然提升了移動速度︐其周
圍影響的雨帶已到澳門海域︐中心風力的強度有可能超過年前的天鴿︐故嘉年華活動
正式宣佈取消︐請各位市民儘快回到家中︐並防範好颱風的來襲︒”
　　“布公仔︐你為什麼還不回家︖”
　　小精靈十分錯愕地問︓“你看得到我︖”他雖然不知道什麼是布公仔︐但居然有人
能看到自己已是十分嚇人的了︒
　　“當然看到啦︐你這麼高大︒”
　　“哦︐同時小精靈亦四處張望︐“小朋友︐為什麼只有你一個︖”
　　“因為我爸爸和媽媽是消防員和救護員︐所以一有颱風預警就要回到自己崗位︐原
本他們還在這裏陪我的︐但剛剛收到消息都回去待命了︒”
　　“是這樣嗎︖”
　　“那你又為什麼自己一個︖”小朋友反問︒
　　“我喜歡自己一個囉︕”小精靈雖然嘴上這麼說︐但一種莫名的不開心卻始終揮之
不去︒
　　“是嗎︖我叫呂靖熙︐既然我們都是一個人︐要不我們一起走走︖”說着的同時已
把小精靈拉走了︒

　　“但現在刮風了︐你不回家不怕嗎︖”
　　“不怕︐我都習慣一個人了︐而且爸媽會保護澳門︐也會保護我的︐加上你也
會保護我吧︕”
　　“當然︒”小精靈拍了拍胸口說着︐靖熙同時也依靠過來︐這令他想起昔日他依
着精靈媽媽的情景︒
　　“怎麼樣︖為什麼像石像似的站在這裏︖”
　　“没有︐只是在想一些事情︐對了︐靖熙你能帶我到附近走走嗎︖”
　　“好啊︕我們走吧︕”
　　走着走着︐小精靈表現得非常雀躍︐最多問的就是︓“那是什麼︖”畢竟這些年
都没見過現在這些事物︒
　　“那是什麼︖”
　　“那是飛機︒”
　　“那是什麼︖”
　　“那是電視大屏幕︒”
　　“那是什麼︖”
　　“那是手提電話︒”
　　靖熙像小老師般一樣一樣解釋着︐但小精靈還是搔着頭︓“飛機用來飛的我知
道了︐電視大屏幕用來看表演我明白了︐但手提電話我真的不明白有什麼用︒”

　　靖熙再次耐心地解釋着︐可小精靈仍不明白︐於是便拿起電話示範︓“嘟︐
嘟……喂喂……爸爸……好好……我會乖……現在回家了……ＢＹＥＢＹＥ︒”
　　“嘩︐你的法寶真厲害啊︕”
　　“這不是什麼法寶︐是手提電話︐其實也不是太好的東西︐但有了這個電話︐
我走到哪裏︐爸爸媽媽也能馬上定位找到我的︒”
　　“嗯……”
　　見小精靈默然不語︐小朋友馬上安慰道︓“怎樣︐想起家人︖”
　　“我是偷溜出來的︐都很久没回家了︒”
　　“我十分明白你的心情︐從前我也有試過離家出走︐結果躱到公園︐整整三小
時後才回家啊︕那時真的被駡到狗血淋頭似的︐你不會出走太久吧︖”
　　“大概五百一十二年零九個月左右︒”小精靈屈指算着︒
　　“你說謊︐哪有人會這麼長命︖”
　　“我又不是人︕”
　　“哪有可能︐你根本就是個人︒”　　
　　小精靈想起自己在不同的小朋友眼中是有不同形象的︐故便没有再辯駁了︒
　　“但不要緊的︐只要肯道歉︐答應做個好孩子︐父母就一定會原諒兒子︒”
　　“或許你說是對的︒”
　　靖熙繼續帶小精靈到附近參觀︐如舊西洋墳場︑塔石藝文館︑中央圖書館︑饒
宗頤學藝館︑盧廉若公園……等等︐小精靈看到這些不同的景物都非常高興︒
　　小朋友繼續問道︓“你沒來過澳門嗎︖”
　　“不是没來過︐嗯︐應該怎麼說好呢︖對了︐是很久以前來過︐但現在周圍都
變了︒”
　　“是啊︐現在澳門既是旅遊之城︐亦是文化之城︐甚至是美食之城︐可以說是
三月一小變︐三年一大變呢︕去年來這裏旅遊的人數已接近三千六百萬︒”
　　“三千六百萬︖這麼小的地方︖那是一個國家的人數呢︕”小精靈大吃一驚︒
　　“是啊︐我起初都不相信︐但政府的統計是這樣說的︐而且政府還說未來要建
更多有特色的景點讓遊客更加了解澳門這地方的文化︒”
　　“哦︐原來是這樣︒”
　　雨愈下愈大︐他們倆都被迫找地方躱避起來︐但望着四周的風雲突變︐小朋友
的臉色也變得凝重起來了︒
　　“怎樣︐看到大風大雨害怕了吧︕”
　　小朋友拍了拍胸口說︓“男孩子字典裏哪會有害怕這個詞呢︖只是︐只是……”
　　“說到底都是怕了︒”
　　“怕是怕︐但我是怕爸爸媽媽發生危險呢︕上次天鴿時候︐媽媽就在醫院多天
連續值班不回家︐爸爸則要四出出動救人︐我真的很擔心他們的安全呢︕”
　　“原來是這樣︒”小精靈同時想起他的爸爸媽媽也是偉大的精靈︐曾經擋過天外
飛石︐又能止住地震和海嘯︐那一幕幕情景現在都像走馬燈一樣出現在小精靈的腦

內︒
　　忽然小精靈低聲問了一個問題︓“對了︐靖熙你有没有聽過這裏的傳說︖”
　　“你說的這裏是哪裏︖”
　　“當然是疊石山︒”
　　“嗯︐老師說因為這裏有座山︐山上疊了三塊大石……”
　　“對︐你知道那些大石是誰疊的嗎︖”
　　“是大自然的力量吧︕”
　　“對︐是大自然的力量︐但也是我的力量︒”
　　“你︖雖然你這麼健碩︐但也不可能的︐小心牛皮吹破呢︕”靖熙搖手說道︒
　　“不相信吧︐這也難怪︐當年的人也不相信︐你就看着吧︕”
　　說時遲那時快︐小精靈像火箭一樣飛到天空中︐誰也不相信︐小精靈居然跑去
與風的怪物戰鬥︐雖然靖熙已被眼前的一幕嚇倒︐但當再回過神來的時候︐已不自
覺地大叫着為小精靈加油︒四周的行人奇怪怎麼會有小朋友在風雨中大叫大喊︐
都過來詢問究竟︒而靖熙卻一直說︓“你們没看到嗎︖小精靈在與風怪戰鬥呢︕”人
們望向天空︐哪有什麼小精靈和風怪呢︖都要他趕快回家安全些︒大概現在世界
上只有他知道他們倆正鬥得激烈呢︕最後隨着一聲雷響︐一切都歸於平靜︒
　　最後雨忽然停了︐陽光也跟着顯露了︐十分鐘後主辦單位宣佈嘉年華活動重新
啟動︐爸媽也說要回來陪靖熙︐因為吹襲澳門的颱風突然在澳門上空消失︐有人說
這是二十一世紀最奇特的天文現象︐有人說這是神蹟︐雖然所有人都不知道為何會
這樣︐但只有這位靖熙小朋友知道︒
　　“原來你真的是精靈︕靖熙自言自語地說着︐而他亦彷彿聽到回應︓“對啊︐我
現在要回家了︐你也趕快回家找你的爸爸媽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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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石廣場的地底下住着一隻小精靈︒他在這裏已經很多年了︐記得初來這裏的時
候︐四周一片荒蕪︐只有一座山在這裏︐叫頸頭山的︐小精靈很佻皮︐還在山頂上疊
了三塊大石︐以表示自己來過的證據︐原以為只是一個玩笑︐但誰知後來看到的人都
以為是神蹟︐並叫這些石頭做“三疊石”︐後來又因“三疊石”名聲愈來愈大︐人們索
性都不叫頸頭山了︐而叫“疊石山”或“塔石山”︐慢慢人們都慕名而來這裏居住︐漸
漸成為村落︐叫做“塔石村”︒
　　小精靈玩夠了︐於是便睡覺去了︒可能是真的太累︐這一睡可不得了︐由山的消
失︐到村落的消失︐到球場的消失……然後塔石廣場建成︐做了很多很多場活動︐此
時小精靈終於醒了︐當然這真是一場意外︐因為周圍實在是太吵了︒
　　“好奇怪啊︕以往這裏不會這麼吵的︒”小精靈邊抱怨邊伸着懶腰說着︒
　　但當小精靈來到地面︐整個人都愣住了……放眼望去︐全都是人︐還有那些黑色
的一大座到底是什麼鬼東西︐為什麼從這個箱子裏會發出那麼大的聲音︖
　　還有那些又是什麼東西︖不是太陽︐又不是蠟燭卻能發出光芒︖
　　正當小精靈十分迷惘之際︐忽然一陣狂風大作︐然後又是一場急雨︐嚇得四周的
人都快快散去了︐而那個黑色東西卻在說着話︓“抱歉的通知大家︐因為天文台剛剛發
了預警︐原本那股不會吹襲澳門的強烈颱風發生轉向︐並突然提升了移動速度︐其周
圍影響的雨帶已到澳門海域︐中心風力的強度有可能超過年前的天鴿︐故嘉年華活動
正式宣佈取消︐請各位市民儘快回到家中︐並防範好颱風的來襲︒”
　　“布公仔︐你為什麼還不回家︖”
　　小精靈十分錯愕地問︓“你看得到我︖”他雖然不知道什麼是布公仔︐但居然有人
能看到自己已是十分嚇人的了︒
　　“當然看到啦︐你這麼高大︒”
　　“哦︐同時小精靈亦四處張望︐“小朋友︐為什麼只有你一個︖”
　　“因為我爸爸和媽媽是消防員和救護員︐所以一有颱風預警就要回到自己崗位︐原
本他們還在這裏陪我的︐但剛剛收到消息都回去待命了︒”
　　“是這樣嗎︖”
　　“那你又為什麼自己一個︖”小朋友反問︒
　　“我喜歡自己一個囉︕”小精靈雖然嘴上這麼說︐但一種莫名的不開心卻始終揮之
不去︒
　　“是嗎︖我叫呂靖熙︐既然我們都是一個人︐要不我們一起走走︖”說着的同時已
把小精靈拉走了︒

　　“但現在刮風了︐你不回家不怕嗎︖”
　　“不怕︐我都習慣一個人了︐而且爸媽會保護澳門︐也會保護我的︐加上你也
會保護我吧︕”
　　“當然︒”小精靈拍了拍胸口說着︐靖熙同時也依靠過來︐這令他想起昔日他依
着精靈媽媽的情景︒
　　“怎麼樣︖為什麼像石像似的站在這裏︖”
　　“没有︐只是在想一些事情︐對了︐靖熙你能帶我到附近走走嗎︖”
　　“好啊︕我們走吧︕”
　　走着走着︐小精靈表現得非常雀躍︐最多問的就是︓“那是什麼︖”畢竟這些年
都没見過現在這些事物︒
　　“那是什麼︖”
　　“那是飛機︒”
　　“那是什麼︖”
　　“那是電視大屏幕︒”
　　“那是什麼︖”
　　“那是手提電話︒”
　　靖熙像小老師般一樣一樣解釋着︐但小精靈還是搔着頭︓“飛機用來飛的我知
道了︐電視大屏幕用來看表演我明白了︐但手提電話我真的不明白有什麼用︒”

作者︰黃健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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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志願︐是做大排檔的廚師︕
　　每次我向同學說出這個志願時︐大家都會覺得我是個怪人︐有些老師甚至認為
我是在搗亂︒不過︐我是非常認真的︒
　　我立志要做廚師︐不是因為我學業成績差︐又或者討厭做醫生︑律師︑飛機師
這些“正常”的工作 ︒ 我要做廚師 ︐而且是大排檔的廚師︐別人都笑我傻︐但我卻覺
得很偉大︐因為我家門前有間古老的廟宇︐廟旁是間老舊的戲院︐而在古廟與戲院
中間︐就有個街邊的大排檔︒這大排檔只在晚上營業︐而且只有四張大圓桌︐一個
露天廚房︐和數十張塑膠椅子︐非常簡單︒神奇的是每天早上這大排檔都會消失︐餐
桌 餐椅 不見了︐露天廚房也被掩藏起來︒古廟與戲院中間︐又變回 一條人來人往的
馬路︒馬路上人來人往的市民之中︐其中一個就是我︒
 　我每天上學︐都在這路上走過︐每天放學︐也從這走過︐而且每當媽媽不做飯
時︐爸爸都會帶我們全家人︐來這家門前的大排檔吃晚餐︒所以我經常祈禱︐求媽
媽今晚不要做飯︕
　　爸爸說︐我第一次來這大排檔吃飯時︐只是個手抱的嬰兒︐所以我第一次在這
露天大排檔吃的不是飯菜︐而是奶粉︒當然︐我現在早已不吃奶粉了︐而且還會看
餐牌︐會點菜︐會幫爸媽用熱水洗杯子︐洗筷子――當然要洗︐這是吃大排檔時的
重要“儀式”︐也是我玩水的好機會︐而所謂看餐牌則只是例行公事︐因為整個餐牌我
已能背出來了 ︒
　　從小在這馬路上走來走去的我︐當然是這大排檔的熟客︐而大排檔的老闆丁叔
叔︐也是看着我長大的老街坊︒有一次︐我在幫丁叔叔收拾筷子杯盤的時侯︐他輕
輕嘆了一聲︐說像這樣的舊式大排檔︐現在就只剩下三檔了︒他說可能到我長大
的時候︐澳門就只有大酒店︐大集團︐大餐廳︐但已沒有大排檔了︒
　　那一夜︐丁叔叔跟我說了很多很多舊日的事情︐以及數十年前澳門大排檔輝煌
與熱鬧的真人真事︒就是那一夜︐我愛上了大排檔︒至於︐我立志要做大排檔廚師
的事︐就與這大排檔的另一位靈魂人物有關︒
　　他︐就是主廚誠叔︒誠叔與丁叔叔不同︐丁叔叔喜歡和我說歷史︑講故事︐而
誠叔卻很少說話︐只專心對着爐火在炒啊炒︐炒出千變萬化的菜式︒我覺得︐他是
個魔術師︒
　　因為是露天廚房︐所有路過的人都可看到誠叔炒菜這街頭“表演”︐不過︐如你刻
意站到廚房旁邊︐駐足注視誠叔怎樣炒菜︐怎樣加調味料︐希望在誠叔身上偷師的
話︐丁叔叔都會禮貌地把這些人趕走――事實上︐確是經常有人來偷師︐因為聽其

他街坊說︐誠叔是個大有來頭的廚師︐曾經在廣州︑香港及澳門的多間大酒樓做過
大廚︐經驗豐富︐手藝超凡︐可說是個隱世高手︒
　　在這個廚房︐唯一的例外︐就是我︒
　　我在誠叔身邊偷師時︐丁叔叔從來都不會把我趕走︒ 我很記得有年暑假︐我
每晚都去找誠叔︐每晚都站在火熱的爐具旁邊兩三個小時︐流着汗︐在欣賞他的表
演︒然後有一晚︐丁叔叔走過來︐給我一罐汽水︐摸摸我的頭說︓“你啊︐長大得
真快︐像 這個城市一樣 變得 很快︒唉︕不知哪一天︐我這個大排檔︐ 會與其他老
店舖一樣︐被時代淘汰呢︒又或者︐誠叔退休之後︐後繼無人︐我這大排檔︐也只
好光榮結業了︒”說着︐我看看丁叔叔的皺紋︐又看看誠叔的白髮︐我心底深處便
升起了一個 志願︒
　　我的志願︐別人都笑我傻︐但我卻覺得很偉大︐因為我知道︐有一種使命︐叫
傳承︒

我的志願
　　靖熙再次耐心地解釋着︐可小精靈仍不明白︐於是便拿起電話示範︓“嘟︐
嘟……喂喂……爸爸……好好……我會乖……現在回家了……ＢＹＥＢＹＥ︒”
　　“嘩︐你的法寶真厲害啊︕”
　　“這不是什麼法寶︐是手提電話︐其實也不是太好的東西︐但有了這個電話︐
我走到哪裏︐爸爸媽媽也能馬上定位找到我的︒”
　　“嗯……”
　　見小精靈默然不語︐小朋友馬上安慰道︓“怎樣︐想起家人︖”
　　“我是偷溜出來的︐都很久没回家了︒”
　　“我十分明白你的心情︐從前我也有試過離家出走︐結果躱到公園︐整整三小
時後才回家啊︕那時真的被駡到狗血淋頭似的︐你不會出走太久吧︖”
　　“大概五百一十二年零九個月左右︒”小精靈屈指算着︒
　　“你說謊︐哪有人會這麼長命︖”
　　“我又不是人︕”
　　“哪有可能︐你根本就是個人︒”　　
　　小精靈想起自己在不同的小朋友眼中是有不同形象的︐故便没有再辯駁了︒
　　“但不要緊的︐只要肯道歉︐答應做個好孩子︐父母就一定會原諒兒子︒”
　　“或許你說是對的︒”
　　靖熙繼續帶小精靈到附近參觀︐如舊西洋墳場︑塔石藝文館︑中央圖書館︑饒
宗頤學藝館︑盧廉若公園……等等︐小精靈看到這些不同的景物都非常高興︒
　　小朋友繼續問道︓“你沒來過澳門嗎︖”
　　“不是没來過︐嗯︐應該怎麼說好呢︖對了︐是很久以前來過︐但現在周圍都
變了︒”
　　“是啊︐現在澳門既是旅遊之城︐亦是文化之城︐甚至是美食之城︐可以說是
三月一小變︐三年一大變呢︕去年來這裏旅遊的人數已接近三千六百萬︒”
　　“三千六百萬︖這麼小的地方︖那是一個國家的人數呢︕”小精靈大吃一驚︒
　　“是啊︐我起初都不相信︐但政府的統計是這樣說的︐而且政府還說未來要建
更多有特色的景點讓遊客更加了解澳門這地方的文化︒”
　　“哦︐原來是這樣︒”
　　雨愈下愈大︐他們倆都被迫找地方躱避起來︐但望着四周的風雲突變︐小朋友
的臉色也變得凝重起來了︒
　　“怎樣︐看到大風大雨害怕了吧︕”
　　小朋友拍了拍胸口說︓“男孩子字典裏哪會有害怕這個詞呢︖只是︐只是……”
　　“說到底都是怕了︒”
　　“怕是怕︐但我是怕爸爸媽媽發生危險呢︕上次天鴿時候︐媽媽就在醫院多天
連續值班不回家︐爸爸則要四出出動救人︐我真的很擔心他們的安全呢︕”
　　“原來是這樣︒”小精靈同時想起他的爸爸媽媽也是偉大的精靈︐曾經擋過天外
飛石︐又能止住地震和海嘯︐那一幕幕情景現在都像走馬燈一樣出現在小精靈的腦

內︒
　　忽然小精靈低聲問了一個問題︓“對了︐靖熙你有没有聽過這裏的傳說︖”
　　“你說的這裏是哪裏︖”
　　“當然是疊石山︒”
　　“嗯︐老師說因為這裏有座山︐山上疊了三塊大石……”
　　“對︐你知道那些大石是誰疊的嗎︖”
　　“是大自然的力量吧︕”
　　“對︐是大自然的力量︐但也是我的力量︒”
　　“你︖雖然你這麼健碩︐但也不可能的︐小心牛皮吹破呢︕”靖熙搖手說道︒
　　“不相信吧︐這也難怪︐當年的人也不相信︐你就看着吧︕”
　　說時遲那時快︐小精靈像火箭一樣飛到天空中︐誰也不相信︐小精靈居然跑去
與風的怪物戰鬥︐雖然靖熙已被眼前的一幕嚇倒︐但當再回過神來的時候︐已不自
覺地大叫着為小精靈加油︒四周的行人奇怪怎麼會有小朋友在風雨中大叫大喊︐
都過來詢問究竟︒而靖熙卻一直說︓“你們没看到嗎︖小精靈在與風怪戰鬥呢︕”人
們望向天空︐哪有什麼小精靈和風怪呢︖都要他趕快回家安全些︒大概現在世界
上只有他知道他們倆正鬥得激烈呢︕最後隨着一聲雷響︐一切都歸於平靜︒
　　最後雨忽然停了︐陽光也跟着顯露了︐十分鐘後主辦單位宣佈嘉年華活動重新
啟動︐爸媽也說要回來陪靖熙︐因為吹襲澳門的颱風突然在澳門上空消失︐有人說
這是二十一世紀最奇特的天文現象︐有人說這是神蹟︐雖然所有人都不知道為何會
這樣︐但只有這位靖熙小朋友知道︒
　　“原來你真的是精靈︕靖熙自言自語地說着︐而他亦彷彿聽到回應︓“對啊︐我
現在要回家了︐你也趕快回家找你的爸爸媽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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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早︐憤怒怪媽媽就走到小憤怒怪房裡︐ 用力搖醒小憤怒怪︒
　　“媽媽︐別吵我 !我還想睡啦 !”小憤怒怪一把抓住被子︐把自己緊緊包住︐不願
意起床︒
　　“別睡啦 !你知道今天是甚麼日子嗎 ?今天是愚人節呢 !”媽媽興沖沖地說︒
　　“愚人節和憤怒怪有甚麼關係︖我們又不是人 !”小憤怒怪回答︒
　　“愚人節可是憤怒怪吃大餐 的好日子呢 !”媽媽提醒小憤怒怪︐“我們憤怒怪是靠
吸取人類的憤怒情緒才能變強大的︕人類喜歡在愚人節作弄他人︐但是往往分寸沒
有拿捏好︐ 導致小玩笑變成大災難︐於是在愚人節這天︐到處都是滿懷憤怒感受的
人們︕”
　　“所以︐你趕快起床︐趕緊去人類的小學裡到處走走!你一定會遇到許多被激怒
的小孩︐那你就能從他們身上吸取到滿滿的憤怒能量︐讓你吃得飽飽的!這樣你就能
長高長壯 ︐攻擊人類的力量也會增強一百倍︕”
　　小憤怒怪在媽媽的催促下︐興奮地跑到嘉模堂小學︐仔細地觀察人類小朋友的
舉動︐準備飽餐一頓︒
　　“砰︕”一聲巨響傳來︐小憤怒怪轉頭望去︐看見一個正準備坐下的小男孩米米︐
因為同學把椅子拉開︐害他一屁股跌坐在地上︕驚嚇加上疼痛︐米米瞬間紅了眼眶︐
傷心地哭了出來!小憤怒怪非常高興︐立刻飛到米米身旁︐張開大嘴︐準備從米米身
上吸取憤怒的能量︒沒想到︐流著淚的米米沒有發脾氣︐他只是走到惡作劇的同學
身旁︐難過地說 :“我感覺很痛很傷心︕這種玩笑一點都不好笑︕我希望你不要再這樣
做︕”米米的好朋友也走上前去拍拍米米的肩膀︐並且幫忙米米扶起椅子︒米米還決
定做一些能讓自己開心的事︒他走到操場︐和朋友一起跳繩︒一下︑兩下︑三下︑四
下……米米的臉色越來越紅潤︐表情越來越放鬆︐最後竟然快樂地笑了起來︒
　　“天啊︕這是怎麼一回事 ?這個男孩不打算發脾氣打人嗎 ?我的憤怒能量早餐
呢 ?”小憤怒怪失望地轉身離開︐忍著飢餓︐打算再尋找下一個目標 ︒
　　“啊︕”尖叫聲從二樓傳來︐小憤怒怪見獵心喜︐拔腿狂奔︐心想 : 這會兒總會有
人憤怒了吧 !原來︐調皮的小傑 丟了一隻玩具蟑螂到敏敏身上︐把敏敏嚇得直打哆
嗦︕等到敏敏察覺原來是小傑在惡作劇時︐敏敏氣得漲紅了臉︐舉起手來想要追打
小傑︐小憤怒怪開心極了︕牠的嘴巴越張越大︐正準備飛撲到敏敏身上吸取憤怒能
量時︐竟然聽到小傑認真地對敏敏 說︓“真的對不起︕我只是想開個小玩笑︐我沒
想到你會這麼害怕︕請原諒我︕我以後不敢了︕”敏敏聽完了小傑的話之後︐心裡的
委屈有了出口︐她高舉的手慢慢放下︐只是噘著嘴巴對小傑說︓“請你不要再做讓人

害怕的事︐要是我被你嚇到心臟停止怎麼辦︖這樣做真的損人不利己︕你下次再這
樣嚇人︐我就會向老師報告喔︒ ”
　　“天啊 !這是怎麼一回事 ?這個女孩不打算發脾氣打人嗎 ?這個男孩到底為甚
麼要道歉啊︖”小憤怒怪肚子都快餓扁了無奈地再次轉身離開︒
　　“噹噹噹噹︕噹噹噹噹︕”上課鐘聲響了︒正當小憤怒怪著急地四處張望時︐教
室裡傳來師生的對話︓
　　“各位同學請注意︕老師要宣佈一個壞消息︕因為學校廚房的設備出了一點兒
問題︐所以今天學校沒有辦法提供午餐了︕所有登記在學校吃午餐的同學︐今天都
要和自己帶午餐的同學一起分享午餐︕”
　　“Yeah︕”小憤怒怪開心地吶喊︐“這真是個好消息︕小朋友一定憤怒極了︐
誰願意和別人分享自己的午餐啊︕我的午餐終於有著落了︕”
　　“Yeah︕”小朋友們開心地吶喊︕這真是個好消息︕
　　“學校的午餐太多青菜︐討厭死了︕今天終於不必吃學校的午餐了︕”
　　“我已經吃膩了家裡準備的午餐︕你們拿去吃吧︕”
　　“太好了︕我可以吃你的午餐嗎︖我有十元︐你可以拿去買三明治吃喔︕”
　　小朋友們七嘴八舌地討論著︐竟然沒有人感到憤怒︕小憤怒怪張大了嘴︐驚訝
地說不出話來︐簡直快要氣暈了︕
　　等到小朋友們依序走進餐廳︐看見餐桌上不但有學校準備的午餐︐每人還得到
一塊額外贈送的蛋糕時︐個個都張大了嘴︐驚訝得說不出話來︕
　　“愚人節快樂︕”老師大喊︕小朋友們笑到合不攏嘴︐一起分享美味的愚人節大
餐︕
　　“好討厭的愚人節︕好討厭的感覺啊︕”小憤怒怪餓著肚子︐氣沖沖地跑回
家了︕

討厭的四月一日

　　塔石廣場的地底下住着一隻小精靈︒他在這裏已經很多年了︐記得初來這裏的時
候︐四周一片荒蕪︐只有一座山在這裏︐叫頸頭山的︐小精靈很佻皮︐還在山頂上疊
了三塊大石︐以表示自己來過的證據︐原以為只是一個玩笑︐但誰知後來看到的人都
以為是神蹟︐並叫這些石頭做“三疊石”︐後來又因“三疊石”名聲愈來愈大︐人們索
性都不叫頸頭山了︐而叫“疊石山”或“塔石山”︐慢慢人們都慕名而來這裏居住︐漸
漸成為村落︐叫做“塔石村”︒
　　小精靈玩夠了︐於是便睡覺去了︒可能是真的太累︐這一睡可不得了︐由山的消
失︐到村落的消失︐到球場的消失……然後塔石廣場建成︐做了很多很多場活動︐此
時小精靈終於醒了︐當然這真是一場意外︐因為周圍實在是太吵了︒
　　“好奇怪啊︕以往這裏不會這麼吵的︒”小精靈邊抱怨邊伸着懶腰說着︒
　　但當小精靈來到地面︐整個人都愣住了……放眼望去︐全都是人︐還有那些黑色
的一大座到底是什麼鬼東西︐為什麼從這個箱子裏會發出那麼大的聲音︖
　　還有那些又是什麼東西︖不是太陽︐又不是蠟燭卻能發出光芒︖
　　正當小精靈十分迷惘之際︐忽然一陣狂風大作︐然後又是一場急雨︐嚇得四周的
人都快快散去了︐而那個黑色東西卻在說着話︓“抱歉的通知大家︐因為天文台剛剛發
了預警︐原本那股不會吹襲澳門的強烈颱風發生轉向︐並突然提升了移動速度︐其周
圍影響的雨帶已到澳門海域︐中心風力的強度有可能超過年前的天鴿︐故嘉年華活動
正式宣佈取消︐請各位市民儘快回到家中︐並防範好颱風的來襲︒”
　　“布公仔︐你為什麼還不回家︖”
　　小精靈十分錯愕地問︓“你看得到我︖”他雖然不知道什麼是布公仔︐但居然有人
能看到自己已是十分嚇人的了︒
　　“當然看到啦︐你這麼高大︒”
　　“哦︐同時小精靈亦四處張望︐“小朋友︐為什麼只有你一個︖”
　　“因為我爸爸和媽媽是消防員和救護員︐所以一有颱風預警就要回到自己崗位︐原
本他們還在這裏陪我的︐但剛剛收到消息都回去待命了︒”
　　“是這樣嗎︖”
　　“那你又為什麼自己一個︖”小朋友反問︒
　　“我喜歡自己一個囉︕”小精靈雖然嘴上這麼說︐但一種莫名的不開心卻始終揮之
不去︒
　　“是嗎︖我叫呂靖熙︐既然我們都是一個人︐要不我們一起走走︖”說着的同時已
把小精靈拉走了︒

　　“但現在刮風了︐你不回家不怕嗎︖”
　　“不怕︐我都習慣一個人了︐而且爸媽會保護澳門︐也會保護我的︐加上你也
會保護我吧︕”
　　“當然︒”小精靈拍了拍胸口說着︐靖熙同時也依靠過來︐這令他想起昔日他依
着精靈媽媽的情景︒
　　“怎麼樣︖為什麼像石像似的站在這裏︖”
　　“没有︐只是在想一些事情︐對了︐靖熙你能帶我到附近走走嗎︖”
　　“好啊︕我們走吧︕”
　　走着走着︐小精靈表現得非常雀躍︐最多問的就是︓“那是什麼︖”畢竟這些年
都没見過現在這些事物︒
　　“那是什麼︖”
　　“那是飛機︒”
　　“那是什麼︖”
　　“那是電視大屏幕︒”
　　“那是什麼︖”
　　“那是手提電話︒”
　　靖熙像小老師般一樣一樣解釋着︐但小精靈還是搔着頭︓“飛機用來飛的我知
道了︐電視大屏幕用來看表演我明白了︐但手提電話我真的不明白有什麼用︒”

　　靖熙再次耐心地解釋着︐可小精靈仍不明白︐於是便拿起電話示範︓“嘟︐
嘟……喂喂……爸爸……好好……我會乖……現在回家了……ＢＹＥＢＹＥ︒”
　　“嘩︐你的法寶真厲害啊︕”
　　“這不是什麼法寶︐是手提電話︐其實也不是太好的東西︐但有了這個電話︐
我走到哪裏︐爸爸媽媽也能馬上定位找到我的︒”
　　“嗯……”
　　見小精靈默然不語︐小朋友馬上安慰道︓“怎樣︐想起家人︖”
　　“我是偷溜出來的︐都很久没回家了︒”
　　“我十分明白你的心情︐從前我也有試過離家出走︐結果躱到公園︐整整三小
時後才回家啊︕那時真的被駡到狗血淋頭似的︐你不會出走太久吧︖”
　　“大概五百一十二年零九個月左右︒”小精靈屈指算着︒
　　“你說謊︐哪有人會這麼長命︖”
　　“我又不是人︕”
　　“哪有可能︐你根本就是個人︒”　　
　　小精靈想起自己在不同的小朋友眼中是有不同形象的︐故便没有再辯駁了︒
　　“但不要緊的︐只要肯道歉︐答應做個好孩子︐父母就一定會原諒兒子︒”
　　“或許你說是對的︒”
　　靖熙繼續帶小精靈到附近參觀︐如舊西洋墳場︑塔石藝文館︑中央圖書館︑饒
宗頤學藝館︑盧廉若公園……等等︐小精靈看到這些不同的景物都非常高興︒
　　小朋友繼續問道︓“你沒來過澳門嗎︖”
　　“不是没來過︐嗯︐應該怎麼說好呢︖對了︐是很久以前來過︐但現在周圍都
變了︒”
　　“是啊︐現在澳門既是旅遊之城︐亦是文化之城︐甚至是美食之城︐可以說是
三月一小變︐三年一大變呢︕去年來這裏旅遊的人數已接近三千六百萬︒”
　　“三千六百萬︖這麼小的地方︖那是一個國家的人數呢︕”小精靈大吃一驚︒
　　“是啊︐我起初都不相信︐但政府的統計是這樣說的︐而且政府還說未來要建
更多有特色的景點讓遊客更加了解澳門這地方的文化︒”
　　“哦︐原來是這樣︒”
　　雨愈下愈大︐他們倆都被迫找地方躱避起來︐但望着四周的風雲突變︐小朋友
的臉色也變得凝重起來了︒
　　“怎樣︐看到大風大雨害怕了吧︕”
　　小朋友拍了拍胸口說︓“男孩子字典裏哪會有害怕這個詞呢︖只是︐只是……”
　　“說到底都是怕了︒”
　　“怕是怕︐但我是怕爸爸媽媽發生危險呢︕上次天鴿時候︐媽媽就在醫院多天
連續值班不回家︐爸爸則要四出出動救人︐我真的很擔心他們的安全呢︕”
　　“原來是這樣︒”小精靈同時想起他的爸爸媽媽也是偉大的精靈︐曾經擋過天外
飛石︐又能止住地震和海嘯︐那一幕幕情景現在都像走馬燈一樣出現在小精靈的腦

內︒
　　忽然小精靈低聲問了一個問題︓“對了︐靖熙你有没有聽過這裏的傳說︖”
　　“你說的這裏是哪裏︖”
　　“當然是疊石山︒”
　　“嗯︐老師說因為這裏有座山︐山上疊了三塊大石……”
　　“對︐你知道那些大石是誰疊的嗎︖”
　　“是大自然的力量吧︕”
　　“對︐是大自然的力量︐但也是我的力量︒”
　　“你︖雖然你這麼健碩︐但也不可能的︐小心牛皮吹破呢︕”靖熙搖手說道︒
　　“不相信吧︐這也難怪︐當年的人也不相信︐你就看着吧︕”
　　說時遲那時快︐小精靈像火箭一樣飛到天空中︐誰也不相信︐小精靈居然跑去
與風的怪物戰鬥︐雖然靖熙已被眼前的一幕嚇倒︐但當再回過神來的時候︐已不自
覺地大叫着為小精靈加油︒四周的行人奇怪怎麼會有小朋友在風雨中大叫大喊︐
都過來詢問究竟︒而靖熙卻一直說︓“你們没看到嗎︖小精靈在與風怪戰鬥呢︕”人
們望向天空︐哪有什麼小精靈和風怪呢︖都要他趕快回家安全些︒大概現在世界
上只有他知道他們倆正鬥得激烈呢︕最後隨着一聲雷響︐一切都歸於平靜︒
　　最後雨忽然停了︐陽光也跟着顯露了︐十分鐘後主辦單位宣佈嘉年華活動重新
啟動︐爸媽也說要回來陪靖熙︐因為吹襲澳門的颱風突然在澳門上空消失︐有人說
這是二十一世紀最奇特的天文現象︐有人說這是神蹟︐雖然所有人都不知道為何會
這樣︐但只有這位靖熙小朋友知道︒
　　“原來你真的是精靈︕靖熙自言自語地說着︐而他亦彷彿聽到回應︓“對啊︐我
現在要回家了︐你也趕快回家找你的爸爸媽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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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石廣場的地底下住着一隻小精靈︒他在這裏已經很多年了︐記得初來這裏的時
候︐四周一片荒蕪︐只有一座山在這裏︐叫頸頭山的︐小精靈很佻皮︐還在山頂上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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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當小精靈十分迷惘之際︐忽然一陣狂風大作︐然後又是一場急雨︐嚇得四周的
人都快快散去了︐而那個黑色東西卻在說着話︓“抱歉的通知大家︐因為天文台剛剛發
了預警︐原本那股不會吹襲澳門的強烈颱風發生轉向︐並突然提升了移動速度︐其周
圍影響的雨帶已到澳門海域︐中心風力的強度有可能超過年前的天鴿︐故嘉年華活動
正式宣佈取消︐請各位市民儘快回到家中︐並防範好颱風的來襲︒”
　　“布公仔︐你為什麼還不回家︖”
　　小精靈十分錯愕地問︓“你看得到我︖”他雖然不知道什麼是布公仔︐但居然有人
能看到自己已是十分嚇人的了︒
　　“當然看到啦︐你這麼高大︒”
　　“哦︐同時小精靈亦四處張望︐“小朋友︐為什麼只有你一個︖”
　　“因為我爸爸和媽媽是消防員和救護員︐所以一有颱風預警就要回到自己崗位︐原
本他們還在這裏陪我的︐但剛剛收到消息都回去待命了︒”
　　“是這樣嗎︖”
　　“那你又為什麼自己一個︖”小朋友反問︒
　　“我喜歡自己一個囉︕”小精靈雖然嘴上這麼說︐但一種莫名的不開心卻始終揮之
不去︒
　　“是嗎︖我叫呂靖熙︐既然我們都是一個人︐要不我們一起走走︖”說着的同時已
把小精靈拉走了︒

　　“但現在刮風了︐你不回家不怕嗎︖”
　　“不怕︐我都習慣一個人了︐而且爸媽會保護澳門︐也會保護我的︐加上你也
會保護我吧︕”
　　“當然︒”小精靈拍了拍胸口說着︐靖熙同時也依靠過來︐這令他想起昔日他依
着精靈媽媽的情景︒
　　“怎麼樣︖為什麼像石像似的站在這裏︖”
　　“没有︐只是在想一些事情︐對了︐靖熙你能帶我到附近走走嗎︖”
　　“好啊︕我們走吧︕”
　　走着走着︐小精靈表現得非常雀躍︐最多問的就是︓“那是什麼︖”畢竟這些年
都没見過現在這些事物︒
　　“那是什麼︖”
　　“那是飛機︒”
　　“那是什麼︖”
　　“那是電視大屏幕︒”
　　“那是什麼︖”
　　“那是手提電話︒”
　　靖熙像小老師般一樣一樣解釋着︐但小精靈還是搔着頭︓“飛機用來飛的我知
道了︐電視大屏幕用來看表演我明白了︐但手提電話我真的不明白有什麼用︒”

　　靖熙再次耐心地解釋着︐可小精靈仍不明白︐於是便拿起電話示範︓“嘟︐
嘟……喂喂……爸爸……好好……我會乖……現在回家了……ＢＹＥＢＹＥ︒”
　　“嘩︐你的法寶真厲害啊︕”
　　“這不是什麼法寶︐是手提電話︐其實也不是太好的東西︐但有了這個電話︐
我走到哪裏︐爸爸媽媽也能馬上定位找到我的︒”
　　“嗯……”
　　見小精靈默然不語︐小朋友馬上安慰道︓“怎樣︐想起家人︖”
　　“我是偷溜出來的︐都很久没回家了︒”
　　“我十分明白你的心情︐從前我也有試過離家出走︐結果躱到公園︐整整三小
時後才回家啊︕那時真的被駡到狗血淋頭似的︐你不會出走太久吧︖”
　　“大概五百一十二年零九個月左右︒”小精靈屈指算着︒
　　“你說謊︐哪有人會這麼長命︖”
　　“我又不是人︕”
　　“哪有可能︐你根本就是個人︒”　　
　　小精靈想起自己在不同的小朋友眼中是有不同形象的︐故便没有再辯駁了︒
　　“但不要緊的︐只要肯道歉︐答應做個好孩子︐父母就一定會原諒兒子︒”
　　“或許你說是對的︒”
　　靖熙繼續帶小精靈到附近參觀︐如舊西洋墳場︑塔石藝文館︑中央圖書館︑饒
宗頤學藝館︑盧廉若公園……等等︐小精靈看到這些不同的景物都非常高興︒
　　小朋友繼續問道︓“你沒來過澳門嗎︖”
　　“不是没來過︐嗯︐應該怎麼說好呢︖對了︐是很久以前來過︐但現在周圍都
變了︒”
　　“是啊︐現在澳門既是旅遊之城︐亦是文化之城︐甚至是美食之城︐可以說是
三月一小變︐三年一大變呢︕去年來這裏旅遊的人數已接近三千六百萬︒”
　　“三千六百萬︖這麼小的地方︖那是一個國家的人數呢︕”小精靈大吃一驚︒
　　“是啊︐我起初都不相信︐但政府的統計是這樣說的︐而且政府還說未來要建
更多有特色的景點讓遊客更加了解澳門這地方的文化︒”
　　“哦︐原來是這樣︒”
　　雨愈下愈大︐他們倆都被迫找地方躱避起來︐但望着四周的風雲突變︐小朋友
的臉色也變得凝重起來了︒
　　“怎樣︐看到大風大雨害怕了吧︕”
　　小朋友拍了拍胸口說︓“男孩子字典裏哪會有害怕這個詞呢︖只是︐只是……”
　　“說到底都是怕了︒”
　　“怕是怕︐但我是怕爸爸媽媽發生危險呢︕上次天鴿時候︐媽媽就在醫院多天
連續值班不回家︐爸爸則要四出出動救人︐我真的很擔心他們的安全呢︕”
　　“原來是這樣︒”小精靈同時想起他的爸爸媽媽也是偉大的精靈︐曾經擋過天外
飛石︐又能止住地震和海嘯︐那一幕幕情景現在都像走馬燈一樣出現在小精靈的腦

內︒
　　忽然小精靈低聲問了一個問題︓“對了︐靖熙你有没有聽過這裏的傳說︖”
　　“你說的這裏是哪裏︖”
　　“當然是疊石山︒”
　　“嗯︐老師說因為這裏有座山︐山上疊了三塊大石……”
　　“對︐你知道那些大石是誰疊的嗎︖”
　　“是大自然的力量吧︕”
　　“對︐是大自然的力量︐但也是我的力量︒”
　　“你︖雖然你這麼健碩︐但也不可能的︐小心牛皮吹破呢︕”靖熙搖手說道︒
　　“不相信吧︐這也難怪︐當年的人也不相信︐你就看着吧︕”
　　說時遲那時快︐小精靈像火箭一樣飛到天空中︐誰也不相信︐小精靈居然跑去
與風的怪物戰鬥︐雖然靖熙已被眼前的一幕嚇倒︐但當再回過神來的時候︐已不自
覺地大叫着為小精靈加油︒四周的行人奇怪怎麼會有小朋友在風雨中大叫大喊︐
都過來詢問究竟︒而靖熙卻一直說︓“你們没看到嗎︖小精靈在與風怪戰鬥呢︕”人
們望向天空︐哪有什麼小精靈和風怪呢︖都要他趕快回家安全些︒大概現在世界
上只有他知道他們倆正鬥得激烈呢︕最後隨着一聲雷響︐一切都歸於平靜︒
　　最後雨忽然停了︐陽光也跟着顯露了︐十分鐘後主辦單位宣佈嘉年華活動重新
啟動︐爸媽也說要回來陪靖熙︐因為吹襲澳門的颱風突然在澳門上空消失︐有人說
這是二十一世紀最奇特的天文現象︐有人說這是神蹟︐雖然所有人都不知道為何會
這樣︐但只有這位靖熙小朋友知道︒
　　“原來你真的是精靈︕靖熙自言自語地說着︐而他亦彷彿聽到回應︓“對啊︐我
現在要回家了︐你也趕快回家找你的爸爸媽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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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末︐美寶爸爸休息在家︒對於美寶爸爸來說︐這休息的日子是十分難得的︐
所以他這一天很早就起床了︐他不想賴床太久︐耽誤這美好的休息日︐同時他也想
為美寶做個好榜樣︐幫助美寶改掉愛賴床的壞習慣︒
　　這一天對於美寶來說︐也是一個格外幸福的日子︐因為她足足有一整天的時間
與爸爸在一起呢︒為了抓住這一天︐美寶在爸爸起床後︐她也立即起床了︒二人開
始洗漱︐吃飯︒
　　美寶吃完飯後︐就急匆匆跑進房間了︐美寶爸爸一頭霧水︐不知道美寶要做什
麼︒
　　“美寶︐你在做什麼呀︒”美寶爸爸一邊向屋內張望著︐一邊問道︒
　　“爸爸︐等我一會︐我馬上就過來!”美寶歡快的回答道︒
　　美寶爸爸笑了一下︐心裡想著:這小丫頭一定是又要讓我陪她一起玩玩具啦︒一
邊想著︐美寶爸爸一邊將沙發旁的報紙拿了起來︐他一向有著清晨讀報的習慣︒
　　“爸爸︐我過來啦!”美寶寶貝般地抱著她的裝滿了玩具的小紙盒︐歡快地向爸爸
撲來︒美寶年紀很小︐當然她的步子也是邁的很小︐因為她想要快一點來到爸爸的
身邊︐她就加快了步伐的頻率︐更加快速地跑了起來︒可是︐美寶沒有想到︐就在
她很快就要跑到沙發旁邊時︐她的兩隻腳因為互相沒有協調好頻率︐一下子絆在一
起︐讓美寶失去了重心︐偏離了方向︐向著沙發前的茶几方向倒去︒
　　“爸爸︕”美寶喊道︒
　　美寶爸爸發現了自己女兒的不對勁︐急忙放下了自己手中的報紙︐同樣︐也是
下意識地立即拽住了即將摔倒的美寶︐隨後︐將受到了驚嚇的美寶抱在了懷裡︒
　　“爸爸︐美寶差一點就撞到頭了︐美寶有些害怕︒”美寶囁嚅地同爸爸說道︐大
大的眼睛中含滿了淚水︒
　　“美寶︐不要怕︐你有爸爸在這裡呢︐爸爸不會讓你受傷的︒”爸爸安慰似的摸
著美寶的頭︒
　　美寶靠在爸爸懷裡︐和爸爸看報紙︐雖然美寶還不怎麼識字︐但是她喜歡看報
紙上的圖片︒“爸爸︐這是什麼?”美寶指著報紙上的一張圖片問到︒
　　“美寶︐這是戀愛巷︐是咱們澳門的著名旅遊景點︐那啊︐是我和妳媽媽相戀的
地方︒那裡總是人來人往︐大家都期待有戀愛小天使可以祝福人們的愛情呢︒”爸爸
有些懷念的說道︒
　　美寶點點頭︐似懂非懂︒“那爸爸媽媽也是我的小天使嘍︐因為你們一直呵護著
我︐保護著我呢︕”

　　美寶爸爸很是欣慰︐“是啊︐對於我們美寶來說︐爸爸媽媽就是你的小天使呢︕”
　　美寶聽了爸爸的話感到十分安全︐走入爸媽的房間開始玩玩具︐這時書櫃頂上的熊
寶寶因美寶大力搖動書櫃引致它掉了下來︐馬上就要打到美寶的頭上︐這時美寶爸爸撲
去接住了熊寶寶︐沒有令美寶受傷︒
　　這次美寶沒有害怕︐她開心地說著:“我知道爸爸會一直守護著我的︕”

守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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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年少的時候︐很喜歡跟我的爸爸去遠足︐每次行到山上︐都會看見很多有
趣的小昆蟲︓蝴蝶︑蜜蜂︑甲蟲等等︐幸運的時候︐甚至會看見松鼠……”
　　“你的爸爸就是我 爺爺︖” 文仔 指著坐在石櫈上讀報的爺爺笑說︒
　　“文仔︐當然︐難道還有別人嗎︕”
　　“你們通常去哪一座山遠足︖”
　　“就是對面的那座山︒”騙人︕那明明是大廈︕哪裏有山︖”
　　“乖孫︐你想一想就會明白了︒”
　　“爺爺︐我以為你在閱報︐原來你也聽著我們 兩父子的談話內容︒”
　　“當然啦︕我可以一心二用的︐一面閱報︐一面聽你們談話︒知道山為何可以變
成大廈嗎 ︖”
　　“哦︕我想到了︐一定是人把山移平來建大廈了 ︒”
　　“說得對︕但他們帶走的不只是山︐還有我的蝴蝶仙子的後代……”於是爸爸開
始說著故事︒
　　已經二十多年了︐那年我大約10歲︐最喜歡跟爸爸去對面的大山遠足︒有一
次︐我看到一 奇異的“白色包包”掛在樹上︐還以為是果子呢︐正想摘下來玩︐結果
就被爸爸阻止了“別動︕裏邊有生命呢︒這是毛蟲結的繭︐牠在繭中成長︐大約15天
時間就會破繭而出︐變成一隻蝴蝶的︐這個過程稱為蛻變︒”
　　“太神奇了︕”我驚嘆︒為了見證神奇的蛻變過程︐我求爸爸每天帶我來看看這
個繭︐希望我可以見證破繭而出的一天︐我每天都在倒數︐可等了15天︐繭都有點
乾枯了︐蝴蝶也沒有破繭而出︐在我想放棄之際︐卻發現那個繭有點異動︐不久繭
裂開了一個大洞︐我看見蝴蝶在裏面掙扎︐正想去幫牠一把的時候︐爸爸卻叫我不
要動手︐因為有翅膀的昆蟲在破繭時必須將體液擠壓到翅膀︐這個過程叫展翅︐如
果過程不順利可能會失去飛行能力︒所以蝴蝶要自己掙扎出來才能振翅高飛︒我
立即拿起相機︐轉到拍片模式︐當時相機的像素雖然不太高︐亦未有高清的解像
度︐好在山上陽光普照︐光線充足︐所以拍下來的片段也很清楚︐當蝴蝶終於破繭
飛出來的一刻︐我們 心情 很 是 激動︐差點兒哭起來︐我立刻把相機轉成拍照 模
式︐趁牠未飛起之際︐盡量捕足牠的姿態︐最後︐蝴蝶終於成功破繭而出︐我們把
牠命為蝴蝶仙子︒
　　自從有了蝴蝶仙子之後︐登山遠足對我來說 ︐就變得更有趣了︒我們不單可以
尋找蝴蝶仙子︐還可以發現很多有趣的昆蟲知識︐例如“金蟬脫殼”話說蟬的幼蟲會
匿藏在泥土當中︐大約十三年的時間︐牠們便會爬到樹上︐蛻去舊殼︐變成一隻真

正的蟬︐而牠們脫掉的“外衣”︐還可以作為中藥服用呢︒
　　可是好景不常︐忽然有一天︐電視新聞傳來要移平山林的消息︒
　　“山要移平了︐蝴蝶仙子住哪裡呢?”我問爸爸︒
　　“哦︕蝴蝶仙子……的壽命沒那麼長的︒”爸爸有點不知所措︐但仍努力地安慰
我︒但我知道“反正都會死”不能解決問題︐因為蝴蝶仙子還會有兒子︐像我還有兒
子︐我兒子的兒子還有兒子那樣︐沒有了山林︐牠們就會失去家園︒我不想蝴蝶仙
子及山上千千萬萬的昆蟲失去家園︒於是︐我決定要做點事情︐我把想法告訴了最
愛護大自然的王老師 ︐她是我的生物老師︒她聽後很認同我的想法︐於是帶領全校
生物小組的同學們︐以“守護蝴蝶仙子的家園”為藍本︐拍了一個短劇放網上 宣傳︒
短劇得到了很多環保人士的關注︐大家結集力量︐發起了保護山林的簽名和集會︒
　　“結果呢︖結 果你們還是失敗了︐蝴蝶仙子的家園 還是給霸佔了︕”還未等爸
爸說完︐文仔就難過得哭起來︒
　　“不是啦︕我們成功了……當時︒因為我們的行動︐政府保留了山林︐而蝴蝶
仙子的後代則多住了十五年︒ 後來︐澳門人真的太需要土地去建房子了︐最終山還
是被移走了︕” 爸爸補充道︒
　　“為了澳門人的家園︐蝴蝶仙子失去了牠的家園……”文仔默唸著︐一時間分不
清應該是感恩還是遺恨︒

蝴蝶仙子的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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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亮
為什麼你没有翅膀?

小鳥都有翅膀
但都没有你飛得這樣快?

為什麼你不能發光?
電燈都能發光

但都没有你那樣明亮?
為什麼你這樣孤單?

我有爸爸媽媽陪
但我的生日會卻比不上你的中秋節?

爺爺說︐月亮就是這樣
這樣就是月亮

我不知道︐也不相信
吳剛和嫦娥
白兔和玉桂

你們可否在今夜夢裏
告訴我所見到的一切︖

月亮 我有一個秘密
她是巧克力味道的
甜甜的　小小的　粉紅色的
被我收在枕頭底下
我可不能隨便把她介紹給你哦
因為她是我的秘密
媽媽說過︐秘密是不能隨便讓別人知道看見的東西
只有在我最好的朋友面前
我才會把她取出來
香香的巧克力味道
甜甜的　小小的　粉紅色的
我的秘密　只與我最好的朋友分享

我的巧克力味道的秘密
每個小朋友都想認識她
可是︐我可不能隨便讓別人看見
她乖乖地躺在我的枕頭底下
這個巧克力味道的秘密
世上只有我有
可珍貴了

明天
明天是星期天不用上學
我決定把巧克力味道的秘密帶出街
與我最好的朋友分享
也讓他看一看　聞一聞　摸一摸
我想︓
巧克力味道的秘密　和我的朋友
都會因此擁有和我一樣多的快樂︕

我有一個秘密
作者︰圓圓姐姐

作者︰望風

282727 28



作者︰黃健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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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用一片方包︐
吃出一片星空︓

餐前
宇宙製成的飯桌
被爸媽抹得淨黑

請別生氣
我真已盡力

但星星的碎片
誰人可控制得住

落下 了 北斗七星
又落下 了 獵戶座

又落下了 幾個 銀河
又落 落 落 落 落 落 落 下了

餐後
原來地板也是宇宙
因為還有幾個星雲

哈哈
不知我頭上那片 星空
又是哪個吃出 來 的呢

麵包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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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2019年5月12日澳門筆會《童一枝筆》

兒童文學工作組於在雅文湖畔參與澳

門國際博物館日嘉年華︐並與口述歷

史協會及炫目劇團共同製作兒童劇場

《南灣大風吹》︒

2019年1月27日櫈仔爸爸在氹仔東亞運

圓型地舉行故事野餐會︒

2019年5月18日澳門筆會《童一枝筆》

兒童文學工作組聯同澳門口述歷史協

會及炫目劇團︐於澳門博物館前地大炮

台花園上演由澳門譚健鍬︑陳奇川︑黃

耀鋒︑彭執中︑賴子若五人寫成︐由炫

目劇團改編及主理的青少年劇場《大

炮台的尋寶圖》︒

323131 32



出版：澳門筆會、贊助：澳門基金會
顧問：楊穎虹 主編：紫菱

活動協調：張穎嫻、校對：黃家宏
設計＆插畫：杜駿偉 、 印刷：啟元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9年10 月

　“ 童一枝筆” 優惠券：
出示左側優惠券，於以下特許書店中購買任何“ 童一枝筆” 系列出版物，將獲九折優惠，
優惠不設期限。

１．井井三一兒童繪本書屋
 地址：聖祿杞街３１號地下，荷蘭園大馬路背後、望德聖母堂附近
２．一書齋
 地址：高地烏街４７號地下，雅廉坊夾美副將一段）
３．星光書店理工分店
 地址：澳門高美士街澳門理工學院明德樓地下
４．文化公所
 地址：福榮里九號

vol.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