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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此，弟弟

的大西瓜每

天生出好吃

的東西和好

衣服，要甚

麼有甚麼。

文 |陳瑋喻

我是一隻海龜寶寶，生活在

寬闊蔚藍的海洋裡，大海有

很多各式各樣的族群，有七

彩繽紛的魚族、貝族，有鮮

麗色彩的珊瑚群，還有長長

短短如迷宮般的水草，會隨

著波浪搖動，蕩漾起伏，它

是我們的遊樂場；我們大家

每天無憂無慮、自由自在快

樂的生活、玩耍在一起。

我們海龜對水中漂流的任何

東西都會好奇的去試試、嘗嘗，

有朋友說，我們是好奇家族。我

家曾祖爺爺已經好多好多歲了，

曾祖爺爺說，他的年紀已長到都

忘了自己多大歲數，他是這區域

的海洋裡醫術最好的，也是我們

家族裡最有智慧的長老。

但最近祖爺爺、爺爺們常嘆

氣，因為我們的家人生了一種很

奇怪的病，他們吞進水母後，不

能吃進任何東西，說肚子很飽，

但又很餓，然後大家慢慢地瘦下

來，身體變得很衰弱。

曾祖爺爺看過病後說：「這

癥狀很奇怪，大家很多天都沒進

食，也沒中毒，卻覺得好飽、很

飽，連喝水都脹，再也無法進

食，也沒有排泄任何東西；又一

起喊很餓、很想吃東西，但吃不

進去，又飽又餓，這樣相反的症

狀是違反醫學理論的，我活了這

麼長的時間了，第一次看過這種

怪病！我推敲一下，可能和寶寶

們吞進去的水母有關係，只怕再

找不到寶寶們生病的原因，生命

會有危險啊！」於是曾祖爺爺決

定派一組海龜勇士，去南方人魚

國，找人魚公主幫忙，並問族人

生病的原因。

我們一行往南游啊！游啊！

來到了較溫暖的亞熱帶海域，這

裡是鯕鰍族最喜歡的洄游區域，

鰭鰍族我們都叫他們「飛虎」。

飛虎看到我們好開心，問道：

「海龜兄弟，看到你們真開心呀！

近來好嗎？來玩玩吧！我們有事

也想問問呢！」「不行啊！我們有

任務在身，要趕快去人魚國，找

公主救命啊！」我們回答。

「發生甚麼事了嗎？你家曾

祖爺爺是最近海域中醫術最好

的，竟然還有解決不了的病，那

怎麼辦啊？隊長才叫我們去請他

老人家過來看病呢！」飛虎急著

在我們身邊轉來轉去的。我們好

奇的問：「有誰生病了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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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虎們七嘴八舌的說：「吞

進去，很飽飽！很餓餓！很多

多……」飛虎們在身邊此起彼落

的跳躍不已，加上喧鬧嘈雜的聲

音，聽得我們雲裡霧裡的。

只見飛虎雄哥瞪大眼睛，身

上突然閃耀著鮮綠色的光芒，霎

那間大家安靜了下來。雄哥說，

最近他們族裡有很多兄弟姊妹生

了一種怪病，又飽又餓又虛弱，

已奄奄一息，家族中老老少少們

都很擔心，邀請我們去見飛虎隊

長，看看他們家的病人。

我們問候了飛虎隊長後，游近

了生病的飛虎姐，詢問道：「請問

你們也是吞了水母，才生病的嗎？」

飛虎姐小聲微弱地說：「我

們不喜歡水母，也沒有吃水母。

但吃了一些海水上飄著的一片片

東西，還有吞到長長圓圓的管

子，吃完很飽，幾天來都吃不進

去食物，但覺得好餓、好餓，身

體一點力氣都沒有了。」聽到後，

我們尊敬地對飛虎隊長說：「飛

虎姐的症狀和我們家海龜的怪病

是一樣的，只怕曾祖爺爺也無法

醫治，建議雄哥也跟我們一起去

人魚國求助。」

於是我們和雄哥游向更南

方，游啊！游啊！遠遠地看到信

天翁盤旋在天空，一會兒見他停

在水面上休息。雄哥看到他的天

敵，怕得躲進了更深的海裡，不

敢出來。

信天翁看到我們既高興又著

急地說：「海龜兄弟，我有事拜託

你們，請幫我帶話給你們的曾祖爺

爺，快來幫我家小兒看病，他生病

了，請他上岸來看看孩子吧！」

「不行啊！我們有任務在身，

要趕快去人魚國，找公主救命

啊！」我們說。

信天翁疑惑地說：「你們家

人也生病了嗎？你們是地球中最

長壽的一族呀！還有你家曾祖爺

爺不能醫治的病嗎？」「是啊！

他們生了一種怪病，吞進食物

後，肚子覺得很飽，可是又喊

餓，幾天都不能吞進任何食物，

身體卻越來越衰弱。」

聽完我們的話，信天翁傷心

起來，嚎啕大哭地說：「我家小

兒也是這樣啊！那怎麼辦？怎麼

辦啊？我家一代單傳，嗷嗷……

我家要絕後啦！」

我們難過地跟信天翁阿姨

說：「阿姨，您別哭啊！我們會

幫您問人魚公主，請她救命，再

跟您回覆，好嗎？」

信天翁阿姨抹抹眼淚說：「海

龜兄弟，謝謝你們了。請快一點

回來，小兒等救命呀！拜託！拜

託了！」說完，她展翅急速地飛

回家去了。

飛虎雄哥探頭探腦，望了望，

好奇地問：「信天翁為甚麼會絕

後呀？看她哭得挺可憐的。」「信

天翁是一夫一妻制喔，是咱們動

物界中的模範夫妻，一次只生一

顆蛋，信天翁夫妻會輪流照顧這

唯一的寶貝，這也是她很傷心的

原因。」雄哥疑惑地說：「好奇怪

喔！大家都生了同樣的怪病，不

知怎的？！」「我們還是快去人

魚國吧！生命是很珍貴的。」

我們一路朝著更南方游去，

晝夜兼程努力的游啊！終於看到

了可以進入人魚國的大石，我們

拿出爺爺給的盾形片，它自動貼

到巨石上，巨石放出白色的光

芒，接著巨石上出現一扇門，裡

面是一個很廣闊的世界。我們正

要進去，突然看到人魚衛士迎過

來，笑說：「長歌公主已等你們

很久了，請跟我一起來。」

人魚族的上半身是人類，下

半身是魚，男子、女子都很美

麗，他們有似東方人類般黑色的

頭髮和黃色的皮膚，男子唇邊長

著鬍鬚，像魚嘴邊的鬚子一樣。

飛虎雄哥睜大眼睛說：「哇！哇！

傳說中的人魚國真是富麗堂皇、

金碧輝煌、美輪美奐的，好美

啊！」雄哥又問：「海龜，傳說人

魚國很神秘，大家都找不到他們

的。」「我們聽爺爺們說，他們

住在海水的另一空間，要有信物

才能進來。」說著說著間，我們

就被人魚衛士帶到了長歌公主的

宮殿。

長歌公主身上散發著純淨的

氣質，但卻目如秋水，顧盼生姿

很漂亮，她的頭髮上有一顆寶

珠，光芒四射，公主笑著對我們

說：「你們辛苦了。海龜兄弟、

飛虎雄哥找我，是因為家人都生

病了，對吧？」

我們點頭說：「曾祖爺爺叫

我們過來，還有信天翁的兒子也

生病了，請公主幫忙救命。」聽

完，長歌公主將頭髮上的寶珠拿

下來，摸摸寶珠，就又生出了三

顆寶珠，贈予我們，她說只要將

寶珠放在肚子上揉一揉，寶珠就

會出現七彩光芒，等它轉成紫色

時，病就會好了。我們聽到族裡

的家人有救了，都很高興，並好

奇的問公主：「這怪病是甚麼原

因造成的呢？」

長歌公主嘆息說：「近幾十

0.24

好奇的海龜

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個

老人臨終時，告訴他的兩

個兒子，叫他們去找太陽

公公，找到太陽公公就會

找到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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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幸福的故事
老人死後，兩個兒子就向

著東方出發，去尋找太陽公

公。一路上翻過九十九座山，

趟過九十九條河，終於找到了

太陽公公。弟兄倆說明來意，

太陽公公說：「要想獲得幸福，

你們就先和大家一起種西瓜

吧！到秋後就會有幸福。」兄弟

倆說：「好。」於是太陽公公就

告訴他們種瓜的方法，讓他們

每天給瓜澆一遍水，在水裡滴

一滴中指的血，每天一次，不

得有誤，太陽公公說完就走了。

第二天，兄弟倆就按太陽

公公說的去做，一晃半個月過

去了，剛開始哥哥還按著太陽

公公說的去做，時間一長哥哥

想：每天這樣多累呀！也看

不到幸福在哪，還要每天出一

滴血，不划算。於是就每天挑

半擔水，撿兩塊紅土在桶裡攪

和攪和澆在瓜秧上。弟弟呢！

為了讓瓜長得更好，每天澆兩

次水、滴兩滴血，還給西瓜鬆

土、捉蟲。

秋天快到了，瓜田裡的瓜

大大小小的長滿了一地。其中

有一個西瓜長得特別大，哥哥

看了心想：這個瓜以後我要啦！

有一個瓜長得又小又癟，哥哥

看了還踢了兩腳，心想：這個

瓜太難看了，我才不要呢！

一天，太陽公公來了，他

把大家叫到一起說：「大家辛苦

了一年，現在開始分瓜。」只

見太陽公公將瓜藤一拉說：「大

西瓜、小西瓜，各自滾到各自

家。」剎時間，只見大瓜、小

瓜紛紛滾向各自的主人。那個

最大的西瓜滾向了弟弟，那個

最小的瓜滾向了哥哥。哥哥一

見，大聲地叫起來：「太陽公公

不公平，為甚麼把最小的給了

我？」太陽公公不慌不忙的從瓜

藤下摸出一個帳本說：「你自己

看看你一年來做的事，再看看

你弟弟一年來做的事，不就清

楚了嗎？」哥哥接過帳本一看，

紅著臉低下了頭。

從此，弟弟的大西瓜每天

生出好吃的東西和好看的衣

服，要甚麼有甚麼；而哥哥的

小西瓜生出來的都是餿飯、爛

菜和破衣爛衫，要甚麼沒甚麼。

年來，人類製作了一種容器叫塑

膠，它不是食物，多長時間也無

法分解。而海龜兄弟，你們天性

沒有牙齒、舌頭，沒有味覺，

視力也不是很好，任何東西就是

吞到肚子裡，讓胃去解決，所以

無法辨別是食物，還是塑膠，海

龜寶寶就把漂流在海洋裡的塑

膠，當成水母吞進去了。而且我

們海裡的族群大都沒有人類的舌

頭、味覺，就沒有分辨的能力，

這也是飛虎的家人和信天翁的兒

子誤食塑膠，導致體內的廢物不

斷累積而生病的原因。如今大量

的塑膠已流入大海，並堆積在海

岸邊，你們回去後要轉達這個信

息，要想想如何做才能生存下

來。我用神鏡將你們盡速傳送回

去，去救治家人。另外，這是傳

音螺，海龜兄弟請交給你們的曾

祖爺爺，他就知道要如何做了。」

回到家後，曾祖爺爺很快召

開了各族群的區域會議，告訴我

們說：「此處靠近人類，海洋已

嚴重汙染，不再適合我們生活

了。大家可以考慮搬到北方的海

域去，那裡人類極少，對我們的

生命不會有威脅，若要一起離開

的，三天後啟程。」

聽完爺爺的話後，想到已經

住了幾百年的家園，大家就要離

開熟悉的環境了，心裡都很捨不

得，我們游到了水草區，看到水

草上纏著水母，很想嘗嘗，但想

到爺爺的叮囑，還是忍了下來，

不敢去碰它，就和水草、珊瑚、

其他不遷移的朋友們一一道別！

心裡也跟這區域的海洋說謝謝，

要海洋多保重，希望有朝一日，

海洋能夠恢復到原來的模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