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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彤心

其實這位小精靈的心地可是

非常、非常的善良呢！他經常會

「偷偷」的幫助別人，卻不敢讓人

家知道，因為他怕嚇到看到他的

人。所以，平時小精靈總是躲在

沒有人的地方，聽著風傳來的消

息，一聽到誰有困難，就會「偷

偷」的去幫助他們。

風中的召喚好心動

一次，風傳來了一陣聲音：

「嘻嘻⋯⋯哈哈⋯⋯來呀！來抓

我呀！抓不到⋯⋯抓不到⋯⋯」

原來是一群小孩子在玩抓迷藏的

嘻笑聲，小精靈突然感到好寂寞

唷！他也好想有一群可以一起玩

鬧的朋友們！小精靈嘆了一口氣

說：「唉！如果我沒有這一大一

小的眼睛，或許我也會有很多朋

友吧！」

有一次，風傳來了一陣美妙

的音樂聲，原來是城裡正在舉辦

演奏會，一陣又一陣輕柔的音樂

聲，讓小精靈聽得心軟軟的，不

自覺得說：「真好聽的音樂呀！要

是我沒有這一彎一直的耳朵，我

也可以到城裡去聽音樂會了！」

又有一次，風帶來一陣令人

垂涎三尺的食物香味，小精靈每

天吃著森林的香菇、草，從來沒

有聞過這麼香的味道，正想循著

香味飛去時，「慢著！！你在幹

甚麼！要是城裡的人都被你嚇到

了，你不是害了許多人嗎？誰叫

你只有一個鼻孔的鼻子！」小精靈

生氣的對著自己說！

遇見美麗的女孩

春天到了，森林的百花都開

了，許多城裡的人都會來森林裡

賞花。這個季節，正是小精靈最

感到困擾的季節，因為他二十四

小時都要保持警覺，只要一有腳

步聲，他就要迅速的躲藏起來，

不能露出一些蛛絲馬跡。

有一天，小精靈聽到一陣似

鈴鐺的歌唱聲，這歌聲實在太好

聽了，讓小精靈忍不住一直聽下

去，捨不得走開。小精靈心想：

「再聽一下下就好了，我會躲得很

快的！」

歌聲隨著腳步聲愈來愈近

了，小精靈好想看看那個唱歌的

女孩是誰？自言自語說：「看一下

就好了，我會躲得很好的！」女孩

愈走愈近，小精靈看到了！「好

漂亮的一個女孩子！」這個女孩

子真的長得好漂亮，捲捲的金色

頭髮，一雙水汪汪的眼睛，櫻桃

般的小嘴，讓小精靈不禁看傻眼

了，而忘記了跑開。

女孩突然大聲喊：「救命呀！

救命呀！」小精靈以為是自己醜

陋的外貌嚇到她了，馬上急忙躲

到來樹葉的背後，心裡想著：「糟

糕！糟糕！都是我的錯！是我嚇

到她了！」

正在自責中，他又聽到女孩

的呼喊聲：「救命呀！救命呀！有

蛇！有蛇！」小精靈鬆了一口氣，

說：「還好，不是我嚇到她的！」

但是要怎麼救小女孩呢？「如

果我一出去，她一定會看到我的

呀！怎麼辦呢？」

小精靈心急如焚，卻又遲

疑不定，突然他看到身邊的大葉

子，心裡高興的想著：「有了！我

拿著大葉子擋住我自己，不就沒

事了嘛！」於是，小精靈用兩隻手

抓著一大把葉子，把自己全身都

遮蓋住了，迅速的跑到小女孩的

面前，他用嘴巴把蛇叼走了，然

後就頭也不回的跑掉了。

變臉的心願實現了

自從小精靈看過小女孩之後，

每天都忘不了，他感到相當苦 

惱，他從來都沒有這麼痛苦過！

一陣輕柔的風吹過來說：「別

煩惱！別煩惱！森林的東邊有一

座池塘，可以改變你的臉！要記

得！要記得！水結冰之前變完

成！」聲音響過一次之後就不再響

了，但小精靈卻聽得很清楚，且

牢記在心。他心裡高興極了，想

到以後不會再嚇到別人，想到可

以去見美麗的女孩了，他飛也似

的跑到森林的東邊去！

「啊！」小精靈驚呼著，果然

有一座清澈見底的池水。

小精靈俯蹲在池水邊，池水

上映出小精靈醜陋的臉。小精靈

對著池水說：「我想把眼睛變得一

樣大！」果然池水映出的眼睛變得

一樣大了！

小精靈心裡好高興、好高興

啊！小精靈又對池水說：「我的耳

朵要兩個都是彎彎的！」果然池水

映出的耳朵變得一樣彎彎的了！

接著，小精靈的鼻子、嘴巴

也變成了像正常人一樣了，最後

池水上映出來的是一個眉清目秀

的美男子，水也漸漸的結冰了。

小精靈高興得手舞足蹈的說：「我

永遠也不要再變回去啦！」

小精靈的原貌人人愛

小精靈歡歡喜喜的走到城裡

去，他看到一群小孩子在玩耍，

高興的想加入他們。可是，有一

個小女孩卻大哭起來，說：「你跟

海報上小精靈戴的帽子一樣，可

是你卻不是小精靈！」

小精靈朝著小女孩指的方向

看去，發現大街小巷的海報上，

都貼了少了嘴巴的他，小精靈嚇

了一大跳！「這是怎麼回事？」

小孩子們說：「你一定是外地

來的吧？我們城裡面有一個會守

護我們每個人的小精靈，大家都

很感謝他。」 小精靈感到相當愕

然，又接著問：「為甚麼要貼著小

精靈的海報呢？」

小孩子們異口同聲的說：「因

為我們都很喜歡他，皇宮裡面的

畫匠帶著畫筆，要我們每個人說

出對小精靈的印象。可是，我們

從來都沒有正面看過他，每次他

來幫助我們的時候，都只有看到

小精靈的帽子，一閃而過，他的

臉就是從風中傳來他的聲音，才

畫出來的呢！」

小精靈又問道：「那為甚麼 

不把嘴巴畫上去呢？」一個小 

孩說：「因為只有公主才看過他 

的嘴巴呀！公主在春天的時候，

曾經代表所有的人去森林裡邀 

請過小精靈呢！」

另一個小孩說：「公主知道他

怕看到人，所以就一個人去找他

而已。可是，那天，公主剛好遇

到了蛇，還好是小精靈及時救了

她呢！但卻只有看到他的嘴巴就

消失了，所以嘴巴是公主在最後

補畫上去的！」

小精靈頓時明白了，他所看

見的美麗女孩竟然是公主啊！他

好想馬上跑到皇宮裡面，跟公主

說：「我就是小精靈！」

跟小孩子們說了再見之後，

小精靈又繼續往前走。當他走到

廣場前，發現許多人聚集在那

裡，大家的表情都顯得很傷感。

小精靈很疑惑，於是問了一位穿

燕尾服的男士：「請問這裡發生

甚麼事嗎？」 這位男士說：「我們

前幾天籌組一個露天音樂會，想

要藉著音樂的聲音把小精靈吸引

來，但是他卻沒有來，我們再也

想不出來其他的辦法了！」

在一旁的廚師也難過的說道：

「我們聚集了全城最棒的廚師， 

無邊的森林，生機盎然，它像一位偉大的母親，哺育著森林

王國裡生生不息的眾生。

選擇
一天，森林裡來了一隊伐木

工人，「嗚嗚嗚」的鋸起了大樹。

大橡樹看到了，厲聲制止，大

喊：「有人砍樹了！有人砍樹

了！」周圍的樹也跟著喊起來。

參加森林奧運會的長頸鹿聽到

了，氣憤的指責大樹破壞了比

賽的秩序。熊貓也在一旁幫腔：

「有人砍樹，你看到了？」話音未

落，「轟——轟——」，不遠處的

大樹倒下去了。熊貓驚了一下，

扶了扶差點跌落的眼鏡，沒有話

了。長頸鹿也抻了抻脖子，吐吐

舌頭走開了。

「有人砍樹了！」這呼喚聲

淹沒在刺耳的鋸木聲裡。「救、

救、救⋯⋯」，斑鳩嚇得直叫。

山雞也驚慌著，「我、我⋯⋯」的

說不出話來。

「有人砍樹了！」樹在呼喚。

大灰狼聽得不耐煩了，似乎打擾

了牠的美夢，大聲喝道：「大驚小

怪甚麼呀！不就砍了幾棵樹嗎？」

野豬也聽到樹的聲音，長嘆一口

氣的說：「昨天有人鋸我家門前

的老松樹，我去阻攔，差點兒被

那人要了我的小命。」狐狸打斷

了牠的話，說：「人說小胳膊擰

不過大腿，還是識相點兒吧！」

小白兔也聽到樹的呼喚，牠們也

說：「我們與草為生，與樹沒有

關係。」

從頭頂飛過的鳥們說：「我

們到別處住吧！」坦然的就像出

門旅遊。黑熊也聽到了樹的呼

喚，牠不知人們究竟能砍多少

樹、會砍多久？牠為自己擔心的

同時，也懷著一絲僥倖：「暫時

還沒有事吧！」

樹一直在呼喚，森林王國裡

的每個成員都聽到了，牠們或無

奈、或悲嘆、或氣憤、或不以 

為意⋯⋯

多少年後，森林被破壞嚴

重，狼絕跡了，虎豹消失了，氣

候開始惡化。大地一無遮欄，太

陽像下火，森林王國的動物餓

死、病死不計其數，人也熱死很

多，僥倖活著的人得了一種怪病， 

又死了無數。

若干年以後，這裡又長出了

一片小樹，留存下來的動物給牠

們的孩子講訴著那個古老又真實

的故事——那是一個沉痛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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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 言 故 事

很久很久以前，在森林裡住著一位很自卑的小精靈。為甚麼這位小精靈會那麼自卑呢？

因為他實在是長得太醜啦！他有著一大一小的眼睛，一彎一直的耳朵，只有一個鼻孔的

鼻子，沒有嘴唇的嘴巴。天呀！這種長相實在是太可怕了！難怪小精靈會那麼自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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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後，

留存下來的

動物給牠們

的孩子講著

那個古老真

實的故事。

煮了許多的菜，想要邀請小精靈

一起來吃。但是，他也沒有來，

我們都好想親口跟他說聲謝謝

呢！卻一直沒有這個機會啊！」

小精靈又驚又喜的說：「我就

是小精靈呀！」

忽然，大家都用鄙夷的眼光

看著他，並且一起罵道：「你不

要再騙人了！你們這些外地人，

最喜歡來欺騙我們，還好我們已

經有了小精靈的畫像，你們根本

不瞭解小精靈在我們心目中的地

位，滾吧！」

小精靈不知道是該高興，還

是該難過，憂心忡忡的離開了人

群。但是，他心裡一直想著：「或

許公主會相信我吧！」他一邊想

著，一邊往皇宮的方向走去！

重回返真池

公主正在皇宮附近的小公園

裡，拿著筆畫畫，小精靈走近一

看，原來公主正在為一張張的海

報補畫小精靈的嘴巴。小精靈感

到相當感動，他馬上跪下來對公

主說：「尊貴的公主呀！我不值得

您為我如此做啊！」

公主吃驚的看著他，問道：

「你是誰？為甚麼要這麼說？」 小

精靈說：「我就是小精靈呀！」看

到公主質疑的表情，小精靈接著

說：「您還記得那天嗎？在森林

裡，我拿著樹葉遮住了自己，然

後把蛇叼走的事情嗎？」

公主相當激動的看著他，說

道：「我記得！我記得！」 於是，

自卑的小精靈就把自己長相改變

的原因告訴了公主。

公主告訴小精靈說：「我相

信你！但是，城裡的人不一定相

信你啊！因為之前來了太多騙子

了，除非⋯⋯你再變回來吧！」

小精靈遲疑了好一會兒，

最後他鼓起了勇氣，低聲的問公

主：「如果，我變回像海報中的

那個樣子，您⋯⋯還會⋯⋯喜歡

我嗎？」

公主撲哧笑了一聲，說：「傻

瓜，難道你不明白，我們都是喜

歡你的原貌嗎？雖然，你長得和

我們不太一樣，但是，這就是屬

於你自己的特色呀！更何況，你

還有一顆比外貌更重要的善良的

心啊！」

小精靈說：「可是水已經結冰

了，我變不回來了啊！」 公主說：

「沒問題！奶奶給了我可以讓水解

凍的藥水！為了能夠讓你出來，

我們可是想了許多計謀呢！我們

一起回到返真池吧！」

小精靈說：「啊！那個池水叫

返真池呀？」 公主笑道：「對呀！

大部分去返真池改變自己的人，

都會想再變回原來真正的自己，

除了那些已經完全迷失的人，所

以叫返真池呀！」於是，小精靈在

公主的協助之下，變回了原來的

自己，而且他再也不自卑了！ 

小朋友們，這位相貌醜陋無

比的小精靈最後怎麼樣了呢？

他終於找到了屬於自己的自

己，並且繼續幫助和保護城裡百

姓們，也不用再躲到森林裡了，

而是變成了一位偉大的國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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