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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我愛手機！更愛一邊上網，一邊吃零食。為什麽，
爸媽叫我多運動？我只是由睡醒到深夜都在玩手機玩電
腦而已，我有錯嗎？為什麼，老師叫我多運動？我只是
早會時暈一暈，跑步時嘔一嘔而已，我有錯嗎？
　　本期作者 Caroline、陳康妮、彭執中和一尾海豚
等人，以不同風格的妙筆，告訴孩子為什麼多做運動是
對的。奧運和殘奧剛過去，在熱烈祝賀得奬選手的同
時，你又會想到什麼呢 ? 詩人古月說 “運動好棒棒”，
造夢小姐更説 “我要參加奧運”！
　　要成為出色的運動員要勤加練習，當個出色的作家
也是。本期作品的創作人，除了主題故事和童詩的作
家，還有其他努力練筆的寫作好手。小讀者為他們加油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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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滔滔聽到了媽媽的聲音：“滔滔，快醒醒。”滔滔睜開眼睛，

發現媽媽正在他的床前，原來滔滔感冒了，媽媽正在照顧他。滔滔吸了吸

鼻子，說：“媽媽，生病真是太難受了，我要好好鍛鍊，要當跑得最快的

兔子！”媽媽摸了摸滔滔的頭說：“那等你感冒好了，媽媽和你一起去練

習跑步吧。”

滔滔在媽媽的鼓勵下，開始每天都堅持運動半小時，三個月後……

校運會開始了，滔滔馬上就報名跑步比賽。這一次，滔滔做好了所

有的準備，只聽到裁判的哨音剛落，滔滔便像一道閃電一樣朝着終點跑

去。

“滔滔加油！滔滔加油！”同學們都在為滔滔加油打氣，滔滔就跑

得更快了。終於，在這次的校運會中，滔滔獲得了跑步比賽的第一名！他

的同學們都説，滔滔跑得比小兔子還快呢。

滔滔站在領獎台上，開心地笑了。他抬頭望去，看見天空中的雲朵

也好像一隻小兔子，而那隻在天空上的小兔子也在龜兔賽跑中獲得了第一

名，正開心地朝着滔滔咧嘴笑呢。

滔滔是班裏最活躍的小朋友，他在課堂上總是第一個舉手回答問題，

平時同學遇到困難了，滔滔也總是熱心地幫助他們。老師和同學都特別喜

歡他。但滔滔卻十分討厭體育課，因為滔滔在體育課上總是跑倒數第一

名，老師每次讓同學們一起跑步比賽，滔滔總是剛跑兩步，便氣喘吁吁，

滿臉通紅。

媽媽十分擔心滔滔的健康，想盡方法讓滔滔愛上運動。可是，滔滔

最討厭運動了，滔滔說：“我不要做運動！運動又熱又會出一身汗，我最

討厭做運動了！”媽媽聽了並沒有生氣，而是耐心地對滔滔說：“如果你

想要有一個健康的身體，想放假可以四處旅遊，那你就需要鍛鍊身體啊。

媽媽和你一起鍛鍊，好嗎？”滔滔扁了扁嘴，十分不情願地說：“好吧好

吧，我們明天再運動吧，現在我要睡覺了。”滔滔說完便進入了夢鄉……

“加油――加油――”是什麽聲音這麽吵？滔滔睜開了眼睛，發現

自己竟然站在跑道上，跑道的兩旁站滿了小動物們。

“這裏是什麽地方？”滔滔拉住了旁邊的小熊問道。小熊慢吞吞地

說：“這裏是動物世界啊，滔滔你忘了嗎？今天是你和烏龜的第二場賽跑

呢。”“烏龜？賽跑？難道……難道我進入了龜兔賽跑的世界？”

滔滔心裏想着，又低頭看了看自己的手，毛茸茸的，“哈哈哈，

我變成兔子啦，這次龜兔賽跑我才不會中途睡覺呢，這次的冠軍一定是

我！”滔滔自信滿滿的想着。

“比賽開始！”隨着山羊裁判的號令，第二場龜兔賽跑開始了。滔

滔沒有想到的是，烏龜竟然每天都堅持運動，很快就朝着終點爬去，而滔

滔卻因為平時從不運動，他只跑了兩步就冒出了汗，只蹦跳了兩下便滿臉

通紅。眼看自己和烏龜的距離越來越遠，烏龜又一次獲得了冠軍，滔滔難

過得大哭了起來：“嗚嗚嗚，我一定要好好練習跑步，我可是跑得最快的

兔子，我怎麽會又輸給烏龜啊！”

我要做跑贏烏龜的兔子 
Caro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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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几上有一包開封了的薯片。小趙感覺自己已經聞到了薯片的味道，感受

到了那酥脆的口感，不由得流下口水來，“沒關係，只是吃一點，吃一點

就好啦。＂小趙不斷安慰自己，他真的太想吃薯片了。於是小趙走到茶几

旁邊，準備拿薯片來吃。這時候機器人突然響起了警報聲：“放下放下，

不可以做言而無信的小孩子哦！＂小趙被機器人的警告聲嚇了一跳，慌亂

中薯片撒到了地上，再加上想到了低得可憐的體育成績，小趙放棄了吃薯

片。

在接下來的日子裏，機器人始終陪伴小趙減肥。在早上六點的時候，

機器人會走進小趙的臥室播放很有節奏感的歌曲，提醒小趙早上晨跑。每

當小趙同學想要賴床的時候，機器人就會說“體育成績零分，體育成績零

分……＂，這時小趙便會立即彈起床去晨跑。

醫生說運動可以促進多巴胺的分泌，令人感到開心快樂。雖然小趙

剛開始的時候有些抗拒運動，但是慢慢地，他體會到了運動的快樂。雖然

跑步的時候很累，但是流汗也會讓人緩解壓力，運動的時候大腦很輕鬆。

跑完步、洗個澡，再吃一份健康的早餐，讓人充滿了活力。除此以外，小

趙同學還學會了打乒乓球，機器人負責發球，小趙同學負

責接球，十分融洽和諧。

“我一定會瘦下來的！”小趙摸一摸不再圓

滾滾的肚子，對於減肥已充滿信心，並下定決心

要做一個健康又快樂的吃貨。

小趙同學是一名十足的吃貨！

他的心願是成為一名美食家，吃遍全世界的美食。功夫不負有心人，

但他的心願尚未達成，體重已不斷增加，而且遠遠超出了標準體重，整個

人看起來圓滾滾的。小趙同學對於自己的外貌不是十分關心，他的人生格

言就是“過得開心＂，但是最近他也有了煩惱。

因為身體太笨重，他在上體育課的時候就顯得十分吃力，跑步測驗

的時候，他成為了全班倒數第一，體育成績零分。小趙同學雖然是名吃

貨，但是在學校裏他也是一名品學兼優的好學生，是一個很有上進心的孩

子，所以他無法忍受自己體育科零分的事實，他決定做出一些改變，決心

減肥。

減肥計劃首先從控制飲食開始，他決定放棄那些高糖、高熱量的食

物，和垃圾食品說拜拜。當然控制飲食讓小趙同學感到十分痛苦，所以他

準備把節食和鍛煉結合一起，轉移一下自己的注意

力。小趙同學的爸爸在一家智能機器人公司工作，

他們的公司最近研發出了一款新產品，叫做“燃＂，

是一款幫助人燃脂的機器人。家裏人都很支持小趙減

肥，所以也把他當作是產品的試用者，爸爸就將新款機

器人拿到了家裏。

“你好！小趙同學，我是燃，是幫助你燃脂的小夥伴喔，

在接下來的日子裏多多指教啦！＂機器人親切地向小趙同學

打招呼。

“燃，我減肥的日子裏就靠你啦！＂小趙同學對於自

己的減肥計劃非常有自信。但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卻很

難，突然不吃垃圾食品讓小趙覺得十分痛苦。小趙來到了

客廳，想要通過看電視來轉移自己的注意力，但他注意到

我要做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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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事：我出生三天後，從醫院回家，布哥哥第一次見我，便很高興，把

臉湊過來，自我介紹，我也很喜歡牠，經常一起睡，一起玩，一起吃，牠

是我親愛的大哥哥。我所有的困難時刻――打雷受驚、意外受傷、發燒生

病，牠都陪伴在我身旁；我所有的開心時刻――公園遊玩、生日派對、比

賽獲獎，牠也都陪伴在我身旁。

以前布哥哥每天都會帶我去二龍喉公園玩，跑上松山，在健康徑一

起做運動，走到山頂看風景。可是，兩年前，牠得了重病，行動困難，除

了看病便不再出門。布哥哥不出去，我也不出去，只留在家中陪牠。牠經

常在我的房間躺着休息，我就在牠身旁，不是上網、打機，就是吃東西，

結果胖了很多。

這時，有人在窗外敲拍，我和媽咪一起走到窗邊，見到布哥哥已在

守候，牠神情很嚴肅。我打開窗，竟然見到一名小天使！小天使穿着白袍，

樣子可愛，但說出來的話卻很可怕，因為牠說要帶布哥哥到天堂！

 我心很慌，布哥哥不可以死啊！但媽咪卻很冷靜地回答

小天使，請他進來坐一會，然後要我陪布哥哥回房執行李。

媽咪回頭向我打個眼色。哦！我明白了，她是要我趕緊帶布

哥哥逃！我與布哥哥回房後，偷偷地從後門逃走，慌忙地跑

到二龍喉公園。他走不動，我便抱起他走上松山，未到一半已

氣喘得要躺下，真後悔平日不好好做運動！幾經辛苦，到了

山頂，不知往哪裏避，便躲進了一間大屋。

這屋子真奇怪，怎麼會有幾排長櫈？我喘着氣坐下來，正

想與布哥哥休息一會。布哥哥卻伸手向前指，我向前望，嚇得

心要跳出來了！前面是聖母和耶穌寶寶，還有剛才的小天使――

天啊，我竟然親手把布哥哥送到了天堂！

   我嚇得揮手大叫，急忙抱起布哥哥，要起身逃跑，但

卻累得站不起來！我高聲大呼：“媽咪救命啊！”我嚇

得要死，張眼一看，眼前竟然是媽咪！咦?我回到家了，

身旁是布哥哥，他湊過頭來安慰我，我輕輕地抱着他。

我叫珠女，讀小四級，兩年前開始喜歡上打遊戲機和吃零食，也因

此變得越來越胖，體育成績越來越差。唉！今天體育考試我不合格了。晚

上，班主任給我媽咪打電話，要求媽咪多管束我，叫我少吃、多做運動。

媽咪收到電話後，十分生氣。她要我坐在大廳沙發上，教訓了我一

個晚上，說以後再也不准我吃零食，又迫我參加游泳班。我當然不肯，她

便更生氣了，嘲笑我越胖越醜，罵我沒用，連體育科也不合格！

媽咪太過分了，我很生氣，便高聲反駁：“媽咪，家中一大堆零食，

冰淇淋、蛋糕、薯片、巧克力、糖果，全是你買回來的，還不是因為你自

己喜歡吃！你自己也不做運動，你駡我沒用，你來上我的體育課吧，我肯

定你會比我更不合格！＂

媽咪氣得爆炸了，神情激動，舉起手要打我！正在這時，一隻毛絨

絨的手伸了過來，擋住了媽咪的手――原來是布哥哥！不知什麼時候爬上

了沙發的布哥哥，滿臉疲累，身子擋在我前面，用虛弱發抖的身體保護着

我――布哥哥是媽咪的愛犬，媽咪未結婚時便養的，其實牠已經很老，但

媽咪仍親暱地叫他布仔。

媽咪見到布哥哥，神情突然變得很溫柔，俯身抱着布哥哥，很不好

意思地說：“布仔，對不起！我太大聲，吵醒了你。我陪你回房睡。＂布

哥哥把頭輕輕地往媽咪身子上靠，媽咪很感動，眼中流出淚水。媽咪抱起

布哥哥，陪牠回房休息。我怕再惹媽咪生氣，便沒有一起跟着去，獨自待

在大廳發起呆來。

這天下午，我又打了幾小時電子遊戲，現在覺得有點累，便靠在沙

發上休息，想起昨晚幸好布哥哥救了我，又想起以前布哥哥陪伴着我成長

的日子……

布哥哥從我出生開始便照顧着我。每次媽媽和我一

起看舊照片時，看到布哥哥和我，她都會跟我講很多以

布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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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剛才是做夢！媽咪不生氣了，她很愉快地告訴我，昨晚做了一

個奇怪的夢，小天使要帶布仔去天堂，我很勇敢地帶布仔逃走。她稱讚我

是個好孩子，希望我用拯救布仔的勇氣和拼勁來減肥和做運動。

我很高興地點頭答應，跟着轉頭問布哥哥，昨晚發生的是夢境，抑

或真實？

1

“阿杰，你怎麼還在玩遊戲？趕緊洗漱睡覺，知道嗎？＂媽媽的聲

音從門口傳來，但是趴在床上玩遊戲的阿杰連頭都沒有抬一下。“你得多

鍛鍊身體啊，你看你現在跟你老爸一樣懶！今天老師來電話咯，說你體育

課表現不好……＂媽媽的聲音漸漸遠去了，留下阿杰一人在臥室中。

“鍛鍊能比遊戲好玩嗎？＂阿杰打了個哈欠，繼續埋頭打電子遊戲。

在這款遊戲中，阿杰扮演一個弓箭手上陣殺敵，阿杰沉迷於這個遊戲，是

因為他實在是太喜歡弓箭手了！上課時老師問大家的夢想是什麼，他還脫

口而出說自己想當弓箭手呢！當然了，如果沒有煩人的小馬在旁邊冷嘲熱

諷就好了：“阿杰，像你這樣的小胖子可是當不了弓箭手的啊！＂班裏的

同學們登時哈哈大笑起來，羞得阿杰無地自容。

小馬是學校的運動明星，籃球羽毛球乒乓球可謂是樣樣精通，長得

也帥氣，聽說有不少女孩子跟他表白呢……小馬提出放學後帶阿杰去體育

場跑步鍛鍊身體，但被阿杰斷然拒絕了。阿杰一回家就趴在臥室裏開始打

遊戲，除了吃飯的時候動了動身子，就再也沒動過半步。

“噹噹噹……＂客廳的老鐘響了十二聲。阿杰感覺自己眼皮越來越

沉，上眼皮和下眼皮開始打架，意識也越來越模糊……不行，現在是“團

戰＂的關鍵時間，怎麼能就這樣睡着呢！阿杰搖了搖頭，再睜開眼時，身

邊的一切景物竟然都變了！

2

阿杰睜開眼，看着身邊的臥室陳設已經大不相同，自己面前並排着

四張床，每一張床上都睡着一個和阿杰年齡相仿的孩子。而阿杰面前的孩

子卻讓他有一種說不出的熟悉感。

環顧四周，這是一個像蒙古包一樣的小房子，沒有窗戶，角落的書

弓的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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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杰，你今天又是最慢的。＂老人歎了口氣，但是又若有所思地看

了一眼阿杰手上的弓，“今天依然是精準度的訓練，先射中十次紅心的可

以先吃飯。”

孩子們都拿起弓開始射箭，小馬行動最利索，射中了第一個紅心。

“阿杰＂卻慢慢吞吞地，連拿弓的動作都很笨拙，費力地拉弓。阿杰感覺

自己全身都被拉扯，一種怪異的張力讓自己十分痛苦，像被“五馬分屍＂

一般，他“啊啊啊啊啊＂地叫了出來，但是沒有人聽見。

而“阿杰＂費了這麼大力氣射出的一箭，卻連稻草人都沒有碰到……

很快，其他幾個孩子都已經完成了任務，只剩下滿頭大汗的“阿杰＂

一個人。小馬走到“阿杰＂身邊說：“阿杰，你這樣蠻力拉弓是沒用的！

你這樣太傷弓了，要像這樣的。”

說完他拿走“阿杰＂的弓，毫不費力地又射中了一次紅心，而這一次

被拉的阿杰也覺得渾身舒暢，像是做了一次伸展運動一般輕鬆、舒服，沒

有一點痛苦。

這時，白鬍子老師走了過來，笑着說：“阿杰啊，你要更加努力才

行！別人的成功都不是白白獲得的啊！＂說罷手心發出白光，老師將手放

在“阿杰＂的頭上，一段記憶傳進了“阿杰＂的腦海。神奇的是，變成弓

箭的真阿杰也看到了那段記憶。

4

在記憶中，已經是常規訓練結束的時間了。夕陽西下，小馬還在對着

靶子練習射術，而阿杰呢？此時卻跟別人去山裏抓蛐蛐玩去了。接下來畫

面飛速變化，已經是就寢時間了，大家躲在屋子裏偷偷玩牌，可小馬卻在

屋子裏舉鐵、練俯臥撐。而其他人已經睡覺後，小馬還在調試弓弦、給零

件上油。

畫面又一轉，原來的孩子們都變成了大人模樣，小馬精湛的射術已經

名揚四海，國王欣賞他的才能，讓他當上了皇家專屬的獵人。可“阿杰＂

呢，變成大人的他大腹便便，可依然懶懶散散、遊手好閒，人們都討厭他

架上擺着很多書，但是阿杰看不清書名。門前的地毯上，畫着一個弓箭的

標誌，看到這個標誌，阿杰一下子想起，自己在遊戲中的弓箭手的斗篷上

也有這個標誌！

阿杰想轉身看看四周的陳列，卻發現整個身體都不能移動分毫，想

要張口呼救，但是苦苦呼喊良久卻沒有任何人回應，屋裏其他的孩子依然

在夢鄉，隨着身體的起伏發出輕微的鼻息聲。

正當阿杰驚慌失措的時候，一陣刺耳的哨聲從屋外傳來，嚇了阿杰

一大跳。床上的孩子聽到哨聲後，也都睜開了眼睛。最靠近門的那個男孩

行動最快，哨聲剛畢他已經穿好了衣服，開始收拾床鋪了。定睛一看，那

個孩子居然是小馬！阿杰前面的那個孩子行動最慢，其他男孩都已經基本

收拾完床鋪了，他才緩慢地爬起床。阿杰看到這個孩子後更加震驚了，這

個孩子從臉到身子，竟然處處跟他一模一樣！

“阿杰，你怎麼又這麼慢啊！＂小馬向“阿杰”笑道，床上的“阿杰

＂不耐煩地哼了一聲。小馬收拾完畢就向床頭的牆走去。阿杰看着小馬走

了過來，便大聲叫道：“小馬！小馬！快救救我！我才是阿杰！快救救我！

＂但是小馬好像什麼都沒有聽見，只見他從阿杰身邊，也就是正對着自己

床的位置，拿起一把弓，快步走了出去。其他孩子也都收拾完畢，取下掛

在牆上的弓出門了。

阿杰看着面前的“阿杰＂慢悠悠地穿好衣服，床鋪也沒有收拾，徑

直走到自己面前，“拿”起了自己。

“難道我變成了一把弓？”阿杰不可思議地想到。阿杰被“阿杰＂拿

着，走出了門。

3

朝陽照在“阿杰”臉上，刺得“阿杰”睜不開眼。

屋外，是一個弓箭手訓練場，空地上並排立着六七個稻草人靶子，

稻草人身上畫了得分盤。一位白鬍子白頭髮的老人站在場地中心，旁邊站

着那三個男孩子，他們都在等待慢吞吞的阿杰。

109

主
題
故
事

主
題
故
事



1  2  3  4

在一個很大很大的原始森林裏，有一隻特別的猴子。

猴子很小很小，像一隻螞蟻一樣小，他的眼睛黑黑的，亮晶晶的，

像天上的星星一樣明亮。他全身都是金色的，好光好亮。

只見這小小的金色猴把自己的身體掛在一顆大大的紅色石榴果裏，

小小的爪子，抓着紅紅的石榴顆粒，他抓着石榴顆粒很久很久了，時不時

地還皺起眉頭。最後，他像終於鼓起勇氣的樣子，把石榴果粒往小嘴巴裏

送。

他實在是太小了，小到一顆紅色的石榴果子都比他大，所以他不能

一口把一粒果子放進嘴巴裏。

        小金猴好不容易吃完一粒石榴果子。奇怪的事情突然發生了。他變大

了，比一顆黑色的葡萄大。變成葡萄般大的小金猴，眼睛也跟着變大了，

發出來的光更亮了，閃閃的，像寶石，像星星。

小金猴驚喜地發現自己的身體變大了，他高興地從一片葉子跳到另

一片葉子，心想：吃一粒石榴果子就會變大一點，吃很多很多果子，不就

會變成原來的樣子了嗎？變回原來的樣子，我不就可以回到猴子家族了

嗎？變回原來的樣子，我不就可以回到爸爸媽媽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的身邊

去了嗎？

想到這裏，小金猴又把一粒石榴果子放到嘴巴裏，這一次終於可以

一口吃一粒石榴果子了。慢慢地，他開始發現原來水果並不難吃啊。小金

猴真是興奮，他一興奮就在葉子上蹦跳起來。更神奇的事情發生了，小金

猴這一蹦終於可以蹦到一棵樹上了。這時候的小金猴又變大了一點，變得

像一個雞蛋那麼大了。

小金猴實在太高興了，他很快摘了蘋果樹上的一個蘋果，吧嗒吧嗒

地吃起來，越吃身體變得越大，他一下子變得像一個杯子般大，過一會兒

變得像一個飯碗般大，再過一會兒變得像一個小足球大了……

小金猴變形記
的懶惰，不願和他共事。

身為弓的阿杰已經被丟在房間的角落裏積灰好幾年，他看着長大以

後好吃懶做的“阿杰”，一種厭惡感湧上心頭。

“我不要！我不要變成這樣的大人！＂

喊出這句話後，身邊的景物開始扭曲、變化，模糊中好像能看到白

鬍子老師微笑的臉龐……阿杰再回過神來，發現正躺在屬於自己的床上，

身體也終於恢復了自由，想怎麼動就怎麼動。

客廳熟悉的鐘聲傳來，阿杰回來了！阿杰趕緊把枕邊的手機扔到一

邊，並且發誓以後再也不熬夜打遊戲了。

第二天，阿杰接受了小馬的邀請，小馬也為自己嘲笑阿杰而道歉。

阿杰和小馬一起鍛鍊身體，他們很快就變成了無話不談的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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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仔，今天是星期日，不如陪阿爺去茶樓飲早茶？”

熙仔不願意，主要不是不想陪爺爺喝茶，而是爺爺去的茶樓好像與

一般的茶樓不同，椅子又沒有椅背，總之就是十分奇怪。於是熙仔搖着手

說：“如果去大酒店的酒樓就可以，爺爺要去的那些所謂茶樓就……”

“他們有分別嗎？”

“當然啦，例如……例如……”

在一旁的爸爸聽到熙仔的話，於是順勢向熙仔提出交換條件。

“熙仔，這樣吧，既然你認為有分別，若今天你陪爺爺，又能將這

些分別記下的話，我就買你喜歡的‘爆旋陀螺’玩具，如何？”

熙仔立馬同意，並即時與爺爺出門去了。

天還未太亮，他們已來到茶樓，爸爸着企堂開位。這時熙仔已嚷道：

“我發現了第一個分別了。”

爸爸有點不可置信：“這麼快？”

“當然，我是全宇宙最聰明的孩子嘛，我發現茶樓要比酒樓開得早，

你看那牌子，這裏五點鐘就開門了，酒樓可沒那麼早。”

“原來我的孫子這麼聰明！的確是這樣，以前啊，這裏對面的冠男

茶樓，三點多就開門了，而那些酒樓一般都要到早上八時才開門。”爺爺

邊豎起大姆指邊說。

熙仔被稱讚後像隻大公雞雄糾糾似的，爸爸也點頭微笑。這時企

堂拿了餐具過來，熙仔又叫起來了，“爺爺的杯跟我們不同，他的杯，

杯……”

爸爸拿着那“杯”笑着說：“這個不是杯，是茶盅，廣東人說一盅

兩件，其中一盅就是指“蓋碗茶＂的意思，以前茶樓都是用蓋碗茶杯的，

現在都改用無蓋茶杯了，兩件則是指點心，這裏有你喜愛吃的叉燒包和燒

賣。”

吃啊吃，吃了蘋果吃香蕉，吃了香蕉吃草莓，吃了草莓吃葡萄，吃

了葡萄吃西瓜……

小金猴一點一點地變大了，大得和以前一樣大了。他激動地從一棵

樹跳到另一棵樹。

原來，小金猴從出生開始，就不吃任何水果，當他長到一歲大的時

候。奇怪的事情就開始發生在他的身上。他一天一天地變小，變小，每變

小一點，他就會離家和家人們遠一點。一天天過去了，小金猴小到一隻螞

蟻的身型的時候，他早已身在離家千萬里的原始森林裏了。

不挑食，效果真是太神奇了！以前一點水果都不吃，才會讓自己一

點一點地變小了。現在終於明白，水果是多麼重要啊！

小金猴一邊想着一邊把一根香蕉放進嘴巴裏，甜甜的香蕉真好吃，

以前為什麼不喜歡吃呢？當小猴子吞下最後一口香蕉，突然森林發出了一

道金光，金光很閃很亮，亮得讓小猴子睜不開眼。等小猴子終於能把眼睛

睜開的時候――

他被出現在眼前的景象呆住了！他看見了熟悉的樹林，熟悉的猴子

家族，熟悉的爸爸媽媽哥哥弟弟姐姐妹妹，還有很多很多的好朋友。大家

都對他笑着，跳着……

然後小金猴聽到：“歡迎你回到猴子家族，歡迎回到塔塔森林！＂

離家在外的日子，他是多麼想家啊，想爸爸媽媽，想每一位親人和

朋友，現在，終於能夠回到家了。

小金猴的心臟蹦蹦蹦地跳，好像裝了一萬隻興奮過度的小金猴。

戰勝了挑食的壞毛病，鼓起勇氣吃水果，居然可以從螞蟻一樣小，

變回了真正的自己。還能回到了親人和朋友的世界中。小金猴激動得眼淚

都流出來了。

去茶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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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我還是不太明白，點心不是一籠籠的嗎？為什麼這裏卻用

件來計算？”

爺爺呷着茶氣定神閒地回應：“的確，我們那個時代是用件來計算

的，那時在六國飯店，那些賣點心的會肩扛大竹籠，然後你要多少件就夾

多少件，但現在已經不見了，都是下單才在廚房一籠籠地拿出來。”

熙仔想不到原來內裏還有這種操作，暗自驚嘆之餘，爺爺則為熙仔

倒茶，熙仔忙着說“謝謝”，但當爺爺為爸爸倒茶時，只見爸爸五指併攏

成拳，敲了三下。

“爸爸你太沒禮貌了，爺爺為你倒茶，你居然一句謝謝也沒有，還

要敲台？”熙仔指着爸爸罵。

爺爺和爸爸都笑開了花，還是爺爺先止了口說：“由於‘手’與‘首’

同音，所以‘叩首’與‘叩手’相近，而三個指頭彎曲即表示‘三跪’，

指頭輕叩九下，表示‘九叩首’，被稱為‘叩手（首）禮’。”

“但爸爸併了五指啊！”

“沒錯，那是更高的禮儀，代表五體投地。”爺爺解釋說。

“一杯小小的茶，幾根手指，原來還有這麼大的學問。”熙仔比劃

着自己的手指自言自語。

這時企堂過來，“順伯，三代同堂，想“閃”死人咩（羨煞旁人）！

呢個就係你個孫？”

熙仔十分醒目，大聲叫道：“叔叔好。”

“乖，一看就是個好孩子，叔叔這裏有個皮蛋酥，請你吃。”

“多……謝！”在“謝”字還未說完時，熙仔已一把手地搶過酥餅

放進口內。

“慢慢吃，好吃嗎？”爺爺摸着熙仔的頭問。

“好吃，比酒樓做的好吃多了。”

“當然，因為從前茶樓就是做中式禮餅的，你聽過晃記嗎？它以前

也是一間茶樓，只不過餅做得太好了，所以茶樓結業後，餅部卻留了下

來。”

這時爸爸從袋裏拿出“爆旋陀螺＂，熙仔整個人跳起來了，想不到

來到茶樓，不單吃到美食，又能學到文化，甚至可以像去麥當勞那樣拿到

玩具，真是意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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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有一大群惡魔部落的士兵衝了過來，我和巨人朋友立即走到

最前。雖然不少惡魔已被我們打倒，但他們人數實在太多了，我們漸漸抵

擋不住，眼前情況危急，巨人們用力把我推走，最後向我說：“留一份善

心！”

媽媽把我叫醒，我才發現原來這是一個夢，但是我覺得這個夢是真

的。

我看見了一些巨大的人，他們竟然會魔法，有的甚至會飛和變小呢！

這太可怕了，他們還會把人殺死。我十分害怕，想逃走，但他們已

瞬移到我臉上，對，是臉上，沒有錯。但我沒有被壓扁，因為他們在我臉

上變小了。有一個比較小的巨人說：“有個特別的客人啊！索高。”索高

大概就是巨人們的首領吧。然後，他望了望我，解釋道：“我們是一個隱

姓埋名的國家，你現在身在地下五千米的地方。我知道你很害怕，一方面

不知道自己在哪裏，一方面又害怕會像那個死去的東西。其實我們殺死的

那個東西是惡魔變來的，他們會殺我們，在我們的國家裏，有兩個大部落，

這裏屬於巨人部落，被我們殺的就是屬於惡魔部落來的。”

然後，有個高大的巨人插嘴說：“你真是好運，能來到我們這裏，

如果你去了惡魔部落的話，他們會馬上吃掉你的。雖然你很好運，但看你

瘦得像小猴似的，還是跟我們學一學魔法來防身好了。”我十分驚奇，因

為魔法和巨人，在我的認知中是完全沾不上邊的。但反正也來了，學學也

無妨，於是我說了聲“好”，便開始了我的修行之路。

不過學魔法可累了，巨人說不單要練習體能，例如跑步、跳高和跳

遠等等，還要有一顆善良的心。我奇怪為什麼要有善良的心呢？原來這才

可以學會光明魔法，否則就要像惡魔部落一樣，用的就是黑暗魔法。所謂

黑暗就是邪惡，而光明就代表着善良。

道理是這樣，但具體要怎麼做呢？巨人說：“想着你做過的好事，

才可以自由地運用起光明魔法，例如幫老師做事，看見有人跌倒就要去幫

忙等等，反之想用黑暗魔法就用力地想你做過的那些壞事，例如打人、說

不良語言等等。”

我真的不想學黑暗魔法呢！於是我努力想啊，想啊，終於想起了那

次扶老婆婆過馬路，那最單純的初心，然後我就自然地學會了光明魔法。

我現在可是會魔法的小超人了。

善良的魔法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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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

訪問了黃仁宇後，我得不到明確答案，便從經濟入手，訪問經濟家

凱因斯。他衣着講究，很有英國紳士風度，親切地招呼我坐下來，還給我

喝紅茶。

我在網上知道，經濟學家經常討論 GDP( 國內生產總值），便問：“為

什麼澳門人喜歡掘路？對 GDP 有幫助嗎？”

凱因斯微笑着作出分析：“問得好！掘路對 GDP 的確有幫助。經濟

不景，工人失業，沒錢養家，政府便要加大開支，解決失業問題，刺激經

濟。政府可以大力投放資金於建輕軌、蓋公園等項目，工人便有工作做。

政府如果找不到項目，我可以介紹一個方法：政府用舊瓶子把鈔票埋在地

下，然後很多私人企業就會爭着去採‘鈔票礦’，聘用大量工人，把鈔票

掘出來，工人有收入，便會消費，經濟便帶動起來。＂

這樣掘鈔票太奇怪了吧！我不禁問：“您是說，澳門人掘地是為了

掘出鈔票？”

凱因斯哈哈大笑：“不是！澳門人比較懶，又不喜歡競爭，政府沒

把鈔票埋在地下，而是直接把鈔票給了私人企業，請他們掘地！”

凱因斯說得很精彩，但為什麼澳門無論經濟好壞都在掘地？

接着從科學的角度入手，我訪問物理學家愛因斯坦。

我雖然很崇拜愛因斯坦，但見到他一頭蓬鬆亂髮，比照片上的還誇

張，便差點笑了出來。

我忍着笑，向他提問道：“為什麼澳門人喜歡掘路？是要到地心探

險嗎？抑或要探索宇宙的盡頭？＂

出乎意料之外，他沒有從科學角度探討掘地的問題，而是滿面憂愁

地問我：“為什麼人類喜歡戰爭？＂我低頭思考，是因為人性貪婪嗎？是

因為人性本惡，比動物更兇殘，不斷去殺害同類嗎？

我答不出來。

為什麼愛因斯坦不回答我的掘地問題，而要反問我戰爭問題？

我隱約覺得，他可能想我明白，掘地問題看似建築工程，實則如戰

我叫開智，是個中學生，喜歡看書，更喜歡與爸爸討論問題。爸爸

很博學，又多才多藝，是劇作家，又是資深的話劇導演。

最近，我想參加澳門社會時事報告比賽，有什麼題目可寫呢？我問

爸爸。爸爸說，寫時事報告，就要發掘大家關心的話題，要貼地，帶點趣

味。要“發掘＂、又“貼地＂，我就想起周圍不斷掘地，不如就以掘地作

題目吧――題目就是“為什麼澳門人喜歡掘路？＂

怎樣找資料呢？爸爸建議我從歷史、經濟、科學、文化和社會事務

等多角度去探索。我說這太難了，他就給我一張專家訪談名單，要我向專

家搜集意見。我一看名單，嚇得跳起來，怎樣去找這些人？有些甚至已不

在世，難道我要去天堂找他們嗎？幸好爸爸說會幫我。他還教我，訪問前

要先了解被訪者的背景，訪問時要盡量多提問題，最好包括一些有趣的問

題，這樣，報告內容才會豐富有趣。

先從歷史入手，我訪問歷史學家黃仁宇。他是滿頭白髮的老人家，

戴着很大的眼鏡。

我問：“為什麼澳門人喜歡掘路？是要發掘史前遺物嗎？抑或是要

尋找海盜張保仔的寶藏？＂

黃仁宇並沒直接回答我的問題，輕咳幾聲後，緩緩地說：“萬曆

十五年，表面上四海昇平，無事可記，其實大明帝國已走到盡頭。”

黃仁宇很像我爺爺，只是自說自話，答非所問。我唯有追問他：

“這與澳門人掘路有什麼關係？難道您認為澳門已走到盡頭，所以

要掘地開拓嗎？＂

黃仁宇清清喉嚨，慢慢地點着頭說：“從大歷史觀去看是

這樣。不過，澳門太小，經常違反常規，有時發展很好但卻突

然倒退，有時身處困境但又可突然變好。＂

從大歷史觀看不出澳門何去何從，用“小歷史觀＂可以

為什麼澳門人喜歡掘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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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問題一樣，是人性心態的問題。

我望着愛因斯坦，心中充滿敬意。他是大科學家，卻充滿着悲天憫

人的情懷。

接着從文化入手，我訪問大學教授李開鵬。他是文化專家，衣着簡

便，爽朗健談。我問了一大堆文化藝術的問題：“為什麼澳門人喜歡掘路？

是要展現澳門的獨特文化嗎？算是非物質文化遺產嗎？難道是後現代的藝

術裝置嗎？＂

李老師急搖着頭，很不滿意地說：“都不是！掘路真是澳門的獨特

現象，文化便談不上，更不是藝術裝置，因為毫無美感！＂他是影評家，

又是教電影欣賞的，三句不離本行，便講起電影來：“香港最近有一部很

好的電影，叫《陌路人》，我們澳門可以就地取材拍一套更好的――《掘

路人》！＂

他只顧着講文化和電影，卻沒答我掘路的問題，我只得再問：“為

什麼澳門人喜歡掘路？＂

他滿懷感觸地吟起：“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然後

一面無奈，說：“唉！年年掘路，勞民傷財，更阻塞道路，我們怎會喜歡

呢？不是喜歡掘路，而是無可奈何去掘路，而掘路人就像燕子一樣，總會

季節性地出現！”

採訪了以上專家，我對掘路問題了解多一些，但又發覺越了解，便

越覺得這問題複雜，其實反而越不了解！

來到訪談名單的最後一位專家，是時事評論家林海滔。他友善隨

和，樂意接受訪問，很想發表意見。

我發覺之前預備好的問題還未問完，便趁最後機會，一口氣提

出以下問題：“為什麼澳門人喜歡掘路？是要打好地基辦奧運會

嗎？為什麼別的城市的人沒有這麽喜歡掘路呢？＂

林海滔人如其名，如海潮大浪般，滔滔不絕地說：“掘路

絕對不是為了打好地基。掘路是因為要維修水、電和電訊系

統在地下的管線和設備。如果地下管線和設備壞了，便要掘

開地面去修理。年年壞，便年年掘！有時工程延誤，予人感覺便是掘不完。

有時工程質量太差，剛掘完、鋪好後不久，又要再掘！其他城市的人為什

麼不用經常掘路？因為他們的城市規劃好，以地下共同管溝的方式去做，

即是地下有像隧道般的管溝系統，水、電和電訊等地下管線和設備都放在

共同管溝中，有什麼問題，人員便進入管溝維修，快捷妥當，根本不用掘

路！＂

我正想問澳門為什麼不這樣做，但林海滔人極機靈，未等我開口問，

卻已搶先回答了：“掘路問題長期沒解決，是因為一直在苟且因循，不肯

鼓起勇氣去改革。其實澳門人普遍的心態就是這樣，覺得不好，卻繼續聽

之任之，大雨就水淹，掘路便堵車，輕軌慢慢地建根本用不上，都由得它

吧！

“那怎麼辦？＂

“靠你們年青人啦！你們要多關心時事，多推動改革，澳門便有希

望！＂

我的訪談順利做完了。爸爸，很感謝您！您特別安排在劇社作訪談，

穿着不同服裝，扮演不同專家，令我留下深刻印象，明白了愛因斯坦都不

能回答的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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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色彩環拉起了帷幕

蠢蠢欲動的未來世界冠軍們

轉轉脖子

伸伸手腳

抬了抬腿

一聲令下：

各就各位，預備，“砰＂

跑道上有數十隻獵豹追逐終點

我緊張得小胖腿都小碎步起來

泳道上的魚兒們都在鬥快爭奪領頭魚的位置

水花都從電視裏濺出來打濕在我乾旱的肌膚

賽道上還有好多隻騎着單車趕回家的小猴子

一下子把我帶回過去和朋友們的快樂日子

在操場上玩着各種追逐遊戲你追我趕

在泳池中自由自在地跳起水花舞

在公園裏任由我和小夥伴騎着單車肆意飛馳

噢

這些運動我都擅長

四年後的奧運，我也要參加！

夏日炎炎，

運動好棒棒，

出出汗，

身體強壯壯！

呼拉圈，

轉一轉――

甩甩肉。

跳跳繩，

你一下，我一下――

一起長高高。

游游泳，

噗通，噗通――

變成小魚兒，

水裏真舒服，

快來跟我一起玩兒吧！

運動好棒棒  我要參加奧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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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蛙在叫 珍珠 

珍珠，珍珠，

你在貝殼裏嗎？

可是，我走着走着，

看到你，

彈彈跳跳――

跳進珍珠奶茶裏面，

黑黑的，圓圓的，

黏黏的，甜甜的，

咬一咬，

真好吃！

早午晚的時候

青蛙們都在呱呱地叫

但是我和媽媽站在池塘邊都聽了一天一夜了

也實在聽不懂青蛙們在說些什麼

媽媽走的時候

我就問她

媽媽說

你要多讀點書才會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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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上一輩子

然後

像一枝大筆

插在土地之上

當我在寂寞時

當他在高興時

當你在深思時

以生命填上綠色

或輕筆

或重筆

或長筆

或短筆

深入過去與未來

以一種美，來

表達另一種

永恆的

美

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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