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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知识    

 

1. 你知道为什么雨后空气清新吗? 
 

炎炎的夏日一场大雨过后，温度下降，人们来到户外顿时觉得空气特

别清新，舒服，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雨后空气中会弥漫着少量的臭氧，臭氧能净化空气，使空气

变得清新。 

    同时，大雨过后大地像洗了一个澡，植物上、空气中的灰尘都被雨水

冲跑了，我们就会觉得周围的一切都干净了。 

    所以大雨过后的空气特别清新。 

 

    回答问题: 

    什么使雨后的空气变得清新干净: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天上的星星为什么亮闪闪的? 

          

    天上的星星有两种，一种是恒星，自己不能移动; 一种是行星，自己

会移动。 

    太阳是恒星，自己不会移动，但是它能发光，发热。太阳其实是一个

很大的火球，它的表面温度大约有 6000 度。因为它内部不断发生爆炸，

所以才发光，发热。 

会移动的星星有行星和卫星，行星绕着太阳运转，卫星绕着行星运

转。行星和卫星都不会发光，但是它们会反射太阳的光。夜晚我们仰望星

空，就会看见亮闪闪的星星。 

 

回答问题: 

 

恒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行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生命离不开水 

         

         人的生命一刻也离不开水，水是人身体的主要成分。在大人的身体

里，水分差不多占三分之一; 刚出生的小孩身体里的水分大约占五分之

四。 

                                                   

    人的生命离不开水，一个人只要有水即使不吃任何食物，也能活上十

天左右。但是，如果没有水，那么连五天也活不下去。人每天喝的水通过

出汗，呼吸和大小便排出体外。人每天吃的食物如果没有水的帮助就不能

吸收，废物不能排除，新陈代谢就会停止，生命就难以继续了，所以生命

离不开水。 

   

    回答问题: 

    为什么说人的生命离不开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会飞的鸟 
 

    鸟类是脊椎动物家族中的一员，它们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为了适应

自然界中各种复杂的环境，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生态类群。 

    一般根据鸟类的生态习性和形态特点，把它们分成六种类:鸣禽，攀

禽，猛禽，陆禽，涉禽和游禽六种。 

    当春天到来的时候，我们有时可以听见鸟儿在枝头嬉戏歌唱，有时可

以看见鸟儿在空中飞翔。这种体型较小，体态轻盈，活泼灵巧，善于鸣

叫，歌唱和飞行的鸟是鸣禽。 

    那么，这种鸟儿为什么会飞? 这是因为鸟的身体很轻，它的骨头是空

心的，体内装有空气的气囊，同时身上又有一对长着许多很轻羽毛的翅

膀。它在飞行的时候把身体两边的翅膀张开，上下不停地拍动，在它的周

围就会产生风，这样，鸟儿便乘着风慢慢地飞上天空了。 

鸟儿还可以利用翅膀和尾巴的羽毛做各种飞行动作，自由自在地在空

中翱翔。 

 

    回答问题: 

1. 鸟类分为哪几种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鸟儿为什么会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我们为什么感觉不到地球在转动 

 

    我们生活在地球上，地球每天绕着太阳不停地旋转。它每天大约运行

二百六十万公里，每小时运行十万多公里。这么快的速度，我们为什么一

点也感觉不到地球在转动，还能平稳地居住在地球上? 

    地球好比是一架大飞机，大轮船。平时，我们坐在这些交通工具上，

不往外面看，感觉不到它们在行驶，只有从窗户看到外面的静止不动的参

照物，才知道自己乘坐的交通工具在移动。这和我们生活在地球上的道理

是一样的，虽然地球转动得很快,但是它很平稳，再加上地球的引力，把

地面上的东西牢牢地吸住，这样我们就感觉不到地球的转动，平稳地生活

在地球上了。 

 

    回答问题: 

1. 地球每天大约运行多少公里，时速是多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为什么我们感觉不到地球在转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小白兔的眼睛为什么是红的? 

 

    很多小朋友特别喜欢小兔子，把它们当作宠物养在家里。可是他们发

现小灰兔的眼睛是灰色的，小白兔的眼睛却是红色的，这是为什么呢? 

    小兔其实是有各种颜色的，它们的眼睛也是有不同的颜色的。因为小

兔身体里有一种叫色素的东西。含有灰色素的小兔，毛和眼睛就是灰色

的。 

小白兔身体里不含色素，它的眼睛是无色的，我们看到的小白兔眼睛

里红色，其实是它血液的颜色。所以我们看到的小白兔的眼睛就是红色的

了。 

 

回答问题: 

为什么小灰兔的眼睛是灰色的，小白兔的眼睛却是红色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国文化故事 

 

1. 愚公移山 

 

    太行、王屋两座大山，方圆有七百里，高达万丈，位于冀州(河北)

的南面， 河阳(黄河北岸)的北部。 

 山北有一位老人，名叫愚公，快 90 岁了，他家住在山的正对面。他

感到山北交通阻塞，来回得绕道儿，很不方便，于是就将全家人召集在

一起商量说：“我和你们一起把这两座大山搬掉，开辟一条通往豫州南

部、直达汉水的大道，行吗？”全家人表示赞成。 

 只有他的妻子对此表示怀疑，说：“凭你一个人的力气，连魁父那

样的小山也平不了，又怎么能把太行、王屋这两座大山平掉呢？再说，

挖出来的泥土、石块，又往哪里放呢？” 

 大家商量说：“把那些挖出来的泥土、石块，一部分扔到渤海的边

上，一部分扔到隐土的北面去。” 

 于是，愚公就带领子孙中能挑担子的 3个人，凿石头，挖土块，用畚

箕和箩筐把泥土石块运到渤海边上去。他的邻居京城氏的寡妇，有一个

孩子，才七八岁，也来帮忙。他们从冬天到夏天，才能往返运一次。 

 有个名叫智叟的老人，他见愚公率子孙挖山不止，便来取笑并劝阻

愚公说：“你真是太愚蠢了，像你这把年纪，这么点儿力气，恐怕连山

上的一根茅草也拔不动，又能把这些泥土石块怎么样呢？” 

 愚公听了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即使我死了，还有我的儿子在呀！

儿子又生孙子，孙子又生儿子，子子孙孙，无穷尽的啊！可山是不会再

增高了，挖一点，少一点，何愁挖不平呢！” 



 山神听到愚公的这番话，就把这件事报告了天帝。天帝被愚公的精

神所感动，就派两个大力士，背起这两座大山，一座放在朔方(山西省)

的东部，一座放在雍州(陕西，甘肃一带)的南部，从此以后，从冀州的

南部到汉水的南岸，便没有高山阻隔了。 

 这个故事记录了古代先民们对大自然的认识，寄托着美好的愿望，

告诉我们不论什么困难只要有恒心就能解决。 

 

                  

 

 

 

 

 

 

                    



                     2.盲人摸象 

          

 相传，佛经里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个国王，让人牵来一头大象，让几

个盲人去摸。过了一会儿，国王问道:”大家说说大象长什么样啊?” 

 一个摸到象牙的说大象长得像胡萝卜，另一个摸到象耳朵的说大象像

簸箕，摸到象头的说像石头，摸到鼻子的说像木棒，摸到腿的说像柱子，

摸到肚子的人说像水缸，摸到尾巴的人说像绳子。国王和其他在场的人听

了都哈哈大笑。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对任何事物不了解全面，只凭片面印象就下结论是

不对的。你说是吗? 

 

                          

                   

                       

                  

 

 

 

                              



                          3.孔融让梨 

     

    孔融，中国古代的文学家，人称神童。他小时候，家里有五个哥哥，

一个弟弟。 

    有一天，饭后，妈妈端来了一盘梨放在桌子上，让大家吃梨。哥哥们

让弟弟先拿，孔融看了一会儿，从盘子里拿了一个最小的吃了起来。爸爸

看见了心里感到很奇怪，就问:”这么多梨，你为什么拿那个最小的?” 

    孔融回答道:”我年纪小，应该拿个最小的，大的留给哥哥吃。” 

    父亲又问:”你还有个弟弟，他不是比你还小吗?” 

    孔融回答说:”我比弟弟大，是个哥哥，应该把大的留给弟弟吃。” 

    父亲听了哈哈大笑，称赞他是一个懂得谦让的好孩子。 

 

                                         

 

 

 

 

 

 

 

 



                  4.女娲造人 

 

    传说，盘古开天辟地后，虽然大地上有了江河湖海，山川草木，鸟兽

虫鱼，但是却没有人类。 

    女娲觉得天地之间空荡荡的，十分孤独，于是取了河边的黄土，和成

泥巴，仿照水中自己的样子，捏成了一个小妮娃娃，她把他放到地上，小

泥娃娃就活了起来，她给他取名叫”人”。 

女娲为了让人尽快充满大地，就拿了一根树枝沾上泥浆，向大地挥

洒，泥点溅落到地上立刻变成了一个个鲜活的人。 

女娲就这样造人，大地上很快布满了人类。 

    女娲在神话中是中华民族伟大的母亲，她创造了我们，是被民间广泛

而又长久崇拜的创世神。 

 

 

 

                                                       

                                                 

 



故事选读 

                                      

 

1. 不识“大” 字 

 

有个爸爸望子成龙，教自己不到三岁的孩子识字。 爸爸指着树上的

“大”字说：“这就是大小的“大”，你可要记住！”  

过了几天，家人一起到海边玩。爸爸想在大庭广众之下显摆一下，就

随手在沙滩上画了一个“大”字，问儿子这是什么字。 

儿子聚精会神地看了很久，还是摇着头。 

爸爸有点生气：“你真是健忘，这不是我教过你的‘大’字吗？” 

    儿子大惊小怪地说：“几天不见，‘大’字竟然长得这么大了，怪不

得我不认识！” 

 

 

 

猜一猜故事中成语的意思： 

 

1.———————：形容非常专心的样子。 

 

2.———————：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成大器。 

 

3.———————：形容对于不足为奇的事情过分惊讶。 

 

4.———————：指人多的公开场合。 

 

 

               

                  
                      



                      2.等一个星期 

 

    新年快到了，挣钱不易的爸爸每天节衣缩食，终于存了一些钱。有一

天他带晶晶来到人潮川流不息的商场。                                          

                                                                                                                 

   爸爸买了一双皮鞋给晶晶，看到晶晶乐不可支的样子，爸爸以为她会

急不可耐地穿上。但过了一个星期还没有见她穿，于是爸爸问：“新鞋子

买了，怎么没看见你穿呀？” 

   晶晶胸有成竹地回答：“明天我就可以穿了。卖鞋的阿姨说，头一

个星期鞋子会有些夹脚。所以，我等一个星期后再穿，够聪明吧？” 

 

 

猜一猜故事中成语的意思： 

 

1.———————：形容人群、车马、船舶等来来往往，像流水一样不

停。 

2.———————：形容快乐到了极点。 

 

3.———————：省吃省穿，泛指节俭。 

 

4.———————：比喻做事情之前心里已有主意。 

 

 

 

                  
 

 

 

 

 



3.话不要听一半 

 

午睡起床，一向好为人师的佳佳，主动教晶晶穿鞋子。 

   晶晶这天要穿的是一双长筒靴，佳佳废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帮她把鞋子

穿好。 

   这时，晶晶却愁眉苦脸地说：“这双长筒靴不是我的。” 

    佳佳心烦意乱地帮晶晶把长筒靴脱掉。 

   谁知道晶晶又说：“这双鞋是我姐姐的，不过，妈妈说今天让我穿这

双鞋上幼儿园。” 

 

 

猜一猜故事中成语的意思： 

 

1.——————：心里烦躁，思绪凌乱。 

 

2.——————：比喻极大的力量。 

 

3.——————：喜欢做别人的老师，指人不谦虚，喜欢教导别人。 

 

4.——————：眉头紧皱，哭丧着脸，形容愁苦的神情。 

 

 

 

                  
 

 

    

 

 

 

        



                       4.发作业本 

                                                           

    嘉嘉有一天自告奋勇要帮老师发作业本。她捧起一叠本子，有板有眼

地念着同学们的名字：“李大同、林美美、朱小晴、王肚皮、沈倩……”

嘉嘉发到最后，还剩下一本没人来拿。 

   这时，只见平时粗枝大叶的王月坡同学心急火燎地问：“嘉嘉，我的

作业本子怎么没发？” 

    嘉嘉看着手中的本子，说：“这不是你王月坡的呀，而是‘王肚

皮’的！王肚皮，王肚皮，快来拿本子……” 

 

 

 猜一猜故事中成语的意思： 

 

 1.——————：比喻做事不仔细。 

 

 2.——————：自己要求担任某种艰巨的任务。 

 

 3.——————：心里急得像着了火一样，形容非常焦急。 

 

 4.——————：形容言行有条理，有秩序。 

 

 

 

                 

 

以上四个故事选自《成语笑话》1 

编著：邹敦怜 林丽丽 韩兴娥 

出版：江西人民出版社 ISBN 978-7-210-09040-3 

 



小说选读    

 

                      1.去外滩抓狼 

                           一 

    那天中午，我刚趴在凉席上看《狼来了》的故事，吃过夜饭，搬着小

板凳，坐在院子里乘风凉的时候，我就听到了狼的叫声。 

   “嗷呜——嗷呜——”声音一会儿低，一会儿高，可不就是狼的叫声

吗！ 

 

                  

    一想到狼，我就有些慌神了。 

    和《狼来了》里的小男孩一样，我前天也做了一件不好的事。那天早

上起床时，我感到脑袋晕晕的，脚也沉沉的，但我并不能确定，自己是不

是真的病了。我有点不想去上学，便偷偷把热毛巾盖在额头上，又在嘴巴

里含了一口热水，爸爸拿来体温计一量，嚯！不得了，真发高烧了。我逃

学成功，在家躺了一天，还吃到了想念很久的糖水橘子。但现在，我真想

把前天吃的糖水橘子全都吐出来。万一这头突然出现的狼，就是要来吃那

个骗糖水橘子吃的小孩呢? 

    “上海有狼吗?”我不安地问树子。 

    “当然有，上海有个大世界，里边什么都有。”比我大三岁的树子一

脸郑重地点了点头，“狼，肯定也有。” 

    “我不信。”我把头摇成了拨浪鼓，”大世界不就是一栋大房子吗? 

狼怎么会养在房子里呢? ” 



    树子咧嘴一笑，屁颠屁颠地跑回家，拿来了一幅地图，在鸡窝盖的预

制板上摊开，拿手电筒一照: “瞧，大世界往东一点点，就是中山东二

路，狼的老家就在那里。” 

   “为什么中山东二路就是狼的老家?”  

   “你们三年级的小孩就是见识短，只知道《狼来了》的故事，关于

狼，还有一个《中山狼》的故事。顾名思义，狼的老家就在中山，就在中

山东二路。” 

    “可是，中山东二路旁边就是外滩呀，还有万国建筑群，我在电视上

见过，游客可多了，怎么会有狼?” 

    “要不怎么说你们三年级的小孩见识短呢? 你以为这个世界上的人，

都是普通人吗? 有一些人呀，其实就是狼人，只有到了月圆的夜晚，才会

现出狼形。”树子绘声绘色地说。 

    “真的有狼人吗?  我一直以为，这只是个传说呢！”  ”当然有狼

人，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我看过一个新闻，说是不久之前，外国有一个猎

人，夜里去树林里打猎。他枪法准的不得了 ‘砰 '一下就打中了一头狼

的后腿，但是狼也很顽强，挣扎了几下，还是逃跑了。第二天一早，他发

现他的邻居拄着拐杖去医院了。原来，他的脚昨晚受了伤，还是枪伤。”  

  “这么说，他的邻居是个狼人?” 

  “没错，童叟无欺，如假包换的狼人！” 

  “如果外滩也出现了狼人，那游客们岂不是很危险? ”我有些信以为

真了，还用上了电视里学来的词语。 

  “当然危险。我们只是远远地听到了狼的叫声，而他们却在狼的攻击

范围内呢！”树子忽然学着狼的样子，朝我扑过来。 

  “嗷呜——嗷呜——” 与此同时，狼的吓人叫声又从远处传了过

来。 

  我一闪身，不小心一脚踢到了鸡窝门，那些公鸡啊母鸡啊被我吵醒

了，“喔喔喔—— 咯咯咯——”地叫起来。 

  “知道吗? 动物是最有灵性的。快下雨了，蜻蜓和燕子会飞得很低很

低，蚂蚁会赶紧搬家。你家的鸡也一定听到了狼叫声，才害怕地大叫起来

的。”树子又说。 



  “我们明天一定要去外滩，把可怕的狼人找出来，抓起来，交到警察

叔叔手里边。”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胆子，说出了这样的豪言壮语。 

  只要抓住了狼人，狼就不会来吃骗糖水橘子吃的我了。我心里的小算

盘，其实是这么打的。 

                                 

                        二 

 

  我家住在上海郊县。对我而言，外滩非常遥远，差不多和外国一样

远。 

  隔壁的阿毛经常去十六铺码头给人家算命，他告诉了我们去外滩的方

法。 

  首先，要骑十几里的脚踏车，去西渡。我和树子没有脚踏车，我也不

会骑，只能走着去。到了西渡，就得买圆形的坐船券，摆渡去黄浦江对岸

的闵行，还得乘徐闵线，从起点站一直坐到终点站徐家汇。到了徐家汇，

还要再走一段路，换乘长着两根大辫子的 71 路电车，一直坐到底，才是

外滩。来回一趟，怎么说也得七八个小时呢！ 

  “外滩离我们这儿可远啦，你这么小，到底敢不敢去? ”我从没出过

远门，树子对我有些不放心。 

  “去， 怎么不敢去?  我连外国都敢去。 ”我把头一扬，有些横竖

横了，横竖横是我们那里的方言，豁出去了的意思。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就起床了，比平常足足早了两个钟头。大人很

是惊讶，问我没事做怎么起那么早? 我眨了好几下眼睛，才借口说，今天

要和同学一起去镇上的图书馆里玩，去得早，就能多看一会儿书。大人们

都知道我爱书如命，便点点头，同意了，还给我好几块零钱。 

  这可是我平生第一次撒谎，心跳得快极了，就像是在敲打战鼓一样。

嘿嘿，大前天装病的事，我从头到尾没说过一句话。因此，算不得撒谎

呢！ 

  临出门的时候，我又悄悄地去了一趟灶间，往怀里偷偷藏了一小瓶

醋。 



  这是树子昨晚特意关照过我的事。他说狼人最怕两样东西，一样是洋

葱，一样是醋，带着可以防身。我以前剥洋葱的时候，被辣到过眼睛，所

以，树子提议，他负责拿洋葱，我负责拿醋。 

  我和树子约在村口的大柳树下会合。树子一看到我，便不由分说地用

湿哒哒的手指，在我的额头重重地按了一下。 

 “干什么呢? ”我没有防备，差点摔到后面的水塘里去。 

 “点天眼啊！要找出狼人，当然得像二郎神一样，有一只神奇的天眼

才行。”树子从口袋里掏出一朵干瘪的凤仙花， “这是我昨晚向阿花要

来的凤仙花。我好说歹说她才给我的，她喜欢拿它来染指甲。你也把它揉

碎了，给我的额头点个天眼吧。” 

   “哦！”我也学着树子的样子，在他的眉心处，点了一个红点。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我和树子对视了一眼，像往常一样，肩并肩走到大柳树的东边，然后

转过身，鼓起腮帮子，“呼”地朝西边吹了一口气。没错，这就是我们的

东风。 

  迎着晨曦，吹着口哨，我和树子雄赳赳气昂昂地出发了。树子的口哨

吹得又响又亮，好听极了，我其实一点儿都不会吹，“嘘嘘嘘 ”的，听

上去跟尿尿一样。 

  先走烂泥小路，然后走碎石子路，再走柏油大马路，西渡虽然很远，

但路只有一条，先向北，再向西，傻瓜都不会迷路的。由于它在我家的西

北方向，我很小的时候还以为，西渡就是西伯利亚，寒冷的西北风就是从

西渡吹来的呢！ 

  树子的个子比我高大很多，没走上几步，就要停下来等我。所以，他

总是抱怨 : “小不点儿，你倒是走快点啊！” 

  其实，我已经连奔带跑了，脚底也有点疼了，说不定已经起水泡了。

但为了去抓狼，我还是咬牙忍着。 

  到了坐车的时候，我终于可以抱怨回去了: “大不点儿，我不用买票

哦，你倒是长慢点啊！” 



  树子听了，也不说话，也不生气，只是嘿嘿直笑。为了省钱，树子只

坐五毛钱的普通公交车，不坐两块钱的空调车。我是他的好朋友，当然要

和他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啦！ 

  外滩真的很远哦，比我和树子最远的亲戚家都远。我们两个从出生到

现在，还从没有出过这么远的门。这一路，又是走路，又是乘船，又是坐

车，简直就像是唐僧去西天取经，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呢！ 

  日上三竿的时候，我们终于到了目的地——外滩。 

  不找出狼人，不抓到狼，就不回家去。我和树子暗暗下定了决心。 

 

 

                 

 

                        三 

 

  外滩真美啊！ 

  那么宽的江，都快赶上大海了。那么大的船，都快赶上航空母舰了。

那么高的楼，都快钻到云里去了。 

  要不是惦记着抓狼，我一定会仔仔细细地数一数，和平饭店究竟有几

层? 我也会围着钟楼转上一圈，看看大自鸣钟的时间，是不是一样。我们

镇上也有一个大自鸣钟，四面的时间总是不一样，以哪个为准呢?我总是

很发愁的。 

  哎吆喂，外滩的人还真是多啊，比电视里看到的还多。那个成语怎么

说的? 人多势众，人海茫茫，人……哦，想起来了，是人山人海。 



  可不是人山人海嘛！放眼望去，我们的前面，后面，左边，右边，全

是人，有看风景的，有拍照片的，有卖地图的，有卖冰激淋的，有卖纪念

品的，有摆地摊套圈的……这么多的人，数都数不过来，简直比我们村里

的蚂蚁都多呢！ 

  “抓紧我的衣角，千万别走丢了。”树子郑重地叮嘱我。 

  “把你的衣角放到我的手心里，千万别走丢了。”我可不想被树子看

扁了，论认路，我可比他强不止一点点。 

   可是，这么多的人，如何才能找出狼人呢? 

   对了，天眼，我们有天眼。 

   我闭上双眼，迈开大步，“噌噌噌”走了起来。 

   咦? 怎么眼前乌漆麻黑，啥也看不见呢? 不管了，接着走吧。 

   哎哟，碰到什么了?膝盖好疼！ 

    我赶忙睁开眼睛一看，原来是自己磕到花坛了。花坛的边缘是厚厚的

大理石，磕到当然疼了。更让我后怕的是，再往左两步，就是台阶，要是

没磕到花坛，我说不定就“骨碌碌”顺着台阶滚下去了，说不定脑袋就要

开花了。 

  我一边揉着膝盖，一边朝树子抱怨: “什么天眼，一点儿用都没

有。”我本来想说“屁用 ”的,可老师说，“屁 ”字是脏话，不要乱

说。我一向听老师的话，就忍住没说。 

  “我们只是点了天眼，但天眼还没开啊，当然看不见。” 

  “怎么才能开天眼? ” 

  “我也不知道，听说，要看每个人的造化。” 

  “造化是什么? ” 

  “我也不知道，大概就是运气之类的。” 

  既然不能开天眼，我们就只能靠肉眼来找出狼人了。 

  我们像两条小鱼一样，在人群中穿过来，穿过去，左瞧瞧，右看看，

见到哪个胡子长的，就多看两眼，因为狼的毛也很长啊;见到哪个面相凶

的，也多看两眼，因为狼看上去也很凶啊。但是，光凭这些，并不能确



定，他们就是狼人。可我们也不能直接拦住他们，问:你是狼人吗? 真正

的狼人，才不会承认自己是狼人呢！ 

  由于光顾着看人，没看脚底下，我和树子的新鞋被踩了好几个脏印。

回去该怎么向大人交代呢? 我有点担心起来。 

  就在我和树子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位说着我们听不懂的话的外国人，

从我们身边经过。 

  “嘿！有外国人啊，好稀奇，他的眼睛竟然是蓝色的。”我第一次见

到活的外国人，低落的情绪一下子就高涨了起来。我忍不住跳了起来，还

拿手指他。我很快又想起，狼的眼睛在夜晚会发出绿光，蓝跟绿，也差不

多了，便接着叫道 “我觉得，他就是狼人！” 

  “别乱指外宾。”树子赶忙把我的手按了下去，”外国人的眼睛，就

是这样的。那叫金发碧眼。” 

  我这才想起，有三样东西是不能指的。一个是彩虹，指了彩虹，手指

就会弯掉，手指弯掉了，就没法干活了; 另一个是满月，指了满月，就会

长出兔子耳朵; 还有一个就是外宾，老师说过，拿手指外宾，是非常不礼

貌的行为。 

  我想向那个外宾道歉，外宾却微微一笑，迈着大步走开了。日头越升

越高，越来越热，照得他的影子也是矮矮的，胖胖的。我盯着他的影子看

了很久，忽然想起了一件事: “嘿！树子我听说，影子是不会骗人的。在

现出原形之前，狼人虽然看上去和我们普通人一模一样，但他的影子却是

一头狼，一头长着长耳朵，甩着大尾巴的狼。” 

    “有道理，我们这就去找狼的影子。一看到狼的影子，你就把醋洒在

影子上，这样一来，狼人就被定住了。我再把洋葱丢到他身上，他就会现

出原形了。”树子布置起了战术。 

  于是，我和树子一边四处乱窜，一边低着头，盯着地上的人影看。不

知道的，还以为我们在地上捡钱呢！ 

  天气好热，很多人都戴着帽子，要不就是撑着伞，或者是躲在树荫

下。这样一来，他们的影子，就看不到全貌了。 

  我多想把他们的帽子摘掉呀！可是，我不够高，跳起来也没多高，连

他们的肩膀都够不到。我多想突然来一阵大风，把他们的帽子啊，伞啊都

吹跑呀! 可是，风却只是小小的，只能够挠痒痒。 



  直到日上中天，把人的影子变成一个大圆点，我和树子都没有找到狼

人的半根毫毛。 

  “外滩有这么多人，就算只出一点汗，也能把狼人淹死了吧，要不我

们别找了吧！”我有点泄气了。 

  “淹不死，狼会游泳，狼人也一样。更何况，汗水是咸的，比水的浮

力大。”树子摇了摇头，十分严肃地说。 

  看来还得坚持抓狼。不然，它可能还会跑到我们村子里来吃我。我只

得紧握双拳，努力给自己打气。 

                        

                         四 

 

  日头越来越大，人的影子终于被完全踩在了脚底下，一点儿也看不见

了。我和树子已经在十六铺码头和陈毅广场之间走了好几个来回，不仅快

累死了，也快饿死了，渴死了。我俩抓着江边的围栏，像小白一样，把舌

头伸得老长，大口大口喘着粗气。 

  “要是我们把小白牵来，说不定它已经把狼人给闻出来了。”我家的

小白可厉害了，几个月前埋在地里的骨头，它都能挖出来。 

  “别做梦了，牵了小白，售票员还会让我们上车吗? ” 

  “说的也是！” 

   我嘟起嘴，眼巴巴地望着冒着暑气的江水，叹了口气。我多希望，

和《西游记》里演的一样，黄浦江也住着一条龙啊！这条龙会飞到天上，

尾巴一甩，给我们下一场及时雨。这场雨落到我们嘴里，会变成好喝的汽

水。江里的鱼啊虾啊，也会被卷到天上，变成烤鱼和烤虾掉下来，味道好

极了。 

  “味道好极了”是我新学的广告语，是什么雀巢咖啡的。咖啡是什么

东西? 没喝过，应该很好喝，真想喝呀！ 

  想入非非了一会儿，我和树子又开始了艰难的寻狼之旅。事实上，我

俩的劲头已经不像一开始那么高了。与其说是我们在走路，不如说是我们

的双脚在拖着我们前进。 



  挪到东风饭店门口的时候，我和树子突然闻到了一阵从来没有闻过的

香味。真香啊，我俩一下子定住了。 

 “这是什么味道? 太好闻了。”我都快流口水了。 

 “好像是鸡的味道，好像又不是。”树子使劲地吸着鼻子，”哦，店

门口有字，让我看看，有英文，不过我看不懂，我们还没学那么深，也有

中文，是什么——肯德基。” 

 “这名字真是废话，鸡不就是用来啃的吗? ” 

 “确实是鸡的味道。你看，这里还贴了张菜单，鸡块，鸡翅，鸡米

花，鸡肉汉堡，全是各种各样的鸡。” 

 “今天好运气，老狼请吃鸡……”我忽然唱起了动画片《老狼请客》

里的歌，“把鸡做那么好吃，这家店说不定就是狼人开的。” 

 “有道理。”树子点点头，推开了厚厚的玻璃门。 

  一走进店里，我俩就陶醉地闭上了眼睛。这凉飕飕的风，是空调吹出

来的吗? 还真是舒啊，比蒲扇扇扇出的风舒服一百倍，比电风扇吹出的风

舒服一万倍。 

  “小朋友，想吃点什么吗? ”玻璃窗后面的大姐问。 

    “想吃……”我好想说，我每样都想吃，可以一看到价目表，我就什

么话都说不出来了。我口袋里的几块零花钱，一样都买不起呢。 

  “我们就看看，看看而已。”树子说着，把我拉向一边，压低了嗓音

说， “你这小馋猫，把正事忘了吧? 我们到店里来，是找狼人店长的，

不是吃东西的。” 

    哼，居然批评起我来了，分明是自己也吃不起嘛！嘴角的口水，都流

到肩膀了。我不满地瞪了树子一眼。 

  树子悄悄告诉我，狼人店长是不干活的，但又怕员工偷懒，所以一定

会躲在店里，瞪大了狼眼，盯着每一个人。 

  于是，我和树子在店里转起了圈儿，玩起了寻找狼人店长的冒险游

戏。 

  店里开着漂亮的灯，灯下有隐隐约约的影。可店里的地板太好看了，

花花绿绿的，根本看不清影子的样子。 



  究竟谁是店长呢? 到底店长是不是狼人呢? 

  就在我们找得快失去耐心时候，我看到一位叔叔把手伸进了一位阿姨

的包里。 

  “嘿！三只手！”我大声叫了起来。 

  “嘘，危险! ”树子赶紧拿手把我的嘴捂上。 

  那位叔叔的脸，一下子就变红了，他把手从阿姨的包里抽出来，蹭地

站了起来，结结巴巴地说: “不，哦不，哦不是的，我不是小……偷，我

是她的……她的……男朋友，我不是从她包里拿……东西, 而是往她

包……里放东西。” 

  “放东西? ”那位阿姨的眼珠狐疑地转了两圈，把手伸进了自己的包

里，很快，她就 “啊”的一声叫了起来，眼睛里闪着幸福的光，“这

是……” 

  “这是向你求……婚的……戒指。”叔叔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谢谢两位小朋友。”阿姨笑盈盈地向我们招手，”要不是你们呀，

他这个大笨蛋还不敢承认呢? 喜欢吃什么? 我给你们买去。” 

  “这个，那个，还有那个，还有咖啡。”树子抢着说。 

  “这个…… 那个……阿姨，你为什么说叔叔是大笨蛋呢!”我的话，

把叔叔和阿姨都逗乐了。 

 

                          五 

 

    很遗憾，整整一天，我们都没有抓到狼人，不过，我们却抓到了一位

新郎。 

    回到家的时候，天色已经不早了。大人问我们去了哪里，我俩老老实

实地回答，去外滩抓狼了，还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都和他们说了一遍。 

    他们听了哈哈大笑，捧在手里的饭碗都差点儿掉到地上。 

  “外滩真的有狼吗? 我今天是不是做了一件很傻的事啊? ”临睡前，

我问爸爸。 



  “一点儿都不傻啊，你吃到了免费大餐，还喝到了咖啡。” 

  “广告是骗人的，咖啡好苦，比药还难喝。还有，你还没回答我的第

一个问题，外滩到底有没有狼? ” 

  “有啊！最近不是在放《上海滩》吗? 那首主题歌怎么唱的 ? ‘狼

奔，狼溜 ，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 在旧社会啊，外滩就是有狼的，

但现在，他们都被我们吓得溜走啦。” 

  “嗷呜——嗷呜——”就在这时，窗外又传来了可怕的狼叫声。 

  “爸爸，狼的叫声又来了。”我害怕地躲进了爸爸的怀里，还把自己

的担心说给了他听，当然也把装病骗橘子罐头吃的事一股脑交代了。 

  “别怕，那不是狼，那是河对岸养殖场新买的一只狼狗，可喜欢学狼

叫了，尤其到了晚上，叫的更欢。” 

  “啊——”我张大了嘴巴，半天都合不上。 

  “后悔向我坦白了?”爸爸揪了揪我的小耳朵。 

  “不，不后悔。”我连连摇头。 

  “不后悔就好。说起来外滩还真的有狼呢！在延安东路上，有个自然

博物馆，那里不仅有狼的标本，还有恐龙的化石。想去不想去?” 

  “想去，当然想去。”我忽然想起，那瓶醋被我忘在外滩了，我要顺

便把它拿回来。 

                                           (全文完) 

 

注:本文选自儿童文学杂志 2018 年 11 月刊 

 

 

 

 

 

 



                                           2.  小象吉福吉 

                                                            

                          一 

 

    每个星期四的早晨我都会带着我的天竺葵出去散散步，这个星期四自

然也不例外。当我打开门，天哪!知道我看见了什么吗? 一个灰色的庞然

大物一下子严严实实地挡住了门厅，我根本就出不去。怎么办?我推了它

一下。是的，我推了一下那个山一样的大家伙，还真把它给推到了门外

面。我这才看清楚，那个庞然大物竟然是一头大象，我以为自己是在做

梦。你们听清楚了吗?真的是一头大象!就在我要大喊救命的时候，看见了

一个巨大的信封，挂在它的耳朵上，上面的字很大，写着我的名字，于是

我拆开了信。给你们读一下吧，听仔细了: 

 

   尊敬的女士: 我叫代郎·吉福吉，请您不要害怕，我是一头象。我的

主人抛弃了我，因为他已经没法让我吃饱了。他相信您是一个好心人，愿

意照顾我会给我煮燕麦粥喝。我很勤劳，也很乖巧，还有，我爱看电视，

特别喜欢动画片。 

 

                          
 

 

 

   请各位发挥一下你们的想象力吧。 

   你们能想象出来吗? 

   这个庞然大物的出现会给我带来怎样的麻烦呢? 

    人们可能会在门口遇到被遗弃的小猫、小狗、小蟑螂、或者迷路的小

蚂蚁……甚至是还在吃奶的婴儿也不足为奇。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唯独

想不到会是一头大象，对吧? 



 

   我真不知该如何是好，一边是不忍心把它赶走，让它再次无家可归，

继续挨饿，一边又想虽说我家挺大的，可是哪有放一头大象的地儿呢? 再

说我的家人和邻居们会怎么说呢? 

 

    不管怎样，我决定先收留它几天，尽快给它找个合适的安身之处。换

作你们，也会这样做的，是不是? 

 

    于是，我又推这头大象，这次它的鼻子是朝里的。被我从门厅推进

去，代郎·吉福吉非但没有一点拒绝的意思，还急匆匆地往里闯，显然是

闻到了从厨房里飘出的牛奶米粥的香味。 

 

    我悄悄地把它带到花园里，生怕惊动了其他人，可是代朗·吉福吉的

脚步声如打雷般轰隆作响，惊动了全家人。他们连睡衣都没来得及换，就

迷迷糊糊地跑到朝向花园的窗户边张望。 

 

    妈妈发出“哎呀”一声尖叫后晕倒了，爸爸嘴上叼着的烟斗咣当掉在

了地上，弟弟罗伯特傻眼了，爆出了他的口头禅：“这回惨了。” 

 

    代朗·吉福吉倒是很淡定，一边大摇大摆地欣赏着花园的景色，一边

呼哧呼哧地用鼻子闻着花香。 

 

    我得先去照顾一下家人，顺便给我的新客人订购了四百吨燕麦、五万

四千六百七十二打香蕉、好几大箱瓶装牛奶和三个巨大个儿的牛角面包。 

 

    当我回到花园时，又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 

    你们猜，代朗·吉福吉在做什么呢？ 

   它正在干活！ 

   你们没听错，他真的是在干活呢！ 

 

   它用鼻子打开水龙头，把喷壶灌满水，然后非常认真地开始浇花，一

边浇水还一边用它的大脚不停地踩蚂蚁，碰到一只踩一只。 

 

   这不就证明刚才那封信里说的一点儿都不假吗—代朗·吉福吉确实又

勤劳又乖巧。你们也都相信了吧，它真的是一头非同一般的大象。 

 

   当我正对着代朗·吉福吉赞叹不已的时候，姑姑克洛多米拉突然到

访，手里拿着雨伞，头上戴着一顶缀满小雏菊的帽子。当她看见花园里的



大象时，也一下子晕了过去，不幸的是她晕倒在大花盆里了！因为姑姑有

点儿胖，我怎么拽也没办法把她给拽出来。 

 

   我慌里慌张地准备给消防队打电话，就在这时，你们猜—代朗·吉福

吉做出了怎样的举动？它用鼻子轻轻地把姑姑卷了起来，然后从那扇朝向

花园的窗户把她送进卧室，放在了床上。之后它还用耳朵给姑姑扇风，用

鼻子轻抚她，当然这些可爱的举动都是站在那扇窗户外面做的。 

 

   你们可能想到了，当姑姑苏醒过来，猛然看到这位大象护士时，尖叫

一声又昏过去了。代朗·吉福吉并没有被吓到。你们想想看，它又会怎样

应对？ 

 

   只见代朗·吉福吉来到厨房，打开冰箱，拿出一罐冰水，用脚把冰箱

门关上，用罐子里的水小心翼翼地倒进了姑姑的帽子里。此时，我的家人

都快被气炸了，加上又被姑姑那可怕的尖叫声一刺激，一个个哭着、嚷着

求我把那个大怪物从家里弄出去。整个屋子里乱作一团，尖叫声、哭泣

声、怒吼声，一声比一声大，就像在比赛似的，都快把房顶给掀翻了。后

来我才知道，正是这一阵大吵大闹，把邮局里已经贴在信封上的邮票全给

掀起来了，飞得到处都是。 

 

   我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只好对代朗·吉福吉说：“亲爱的，你都看

到了，我的家人不让我收留你……我还是送你去动物园吧。” 

 

   你们猜，它怎么回答我？ 

   一开始它默默地看着我，什么话也不说，慢慢地，从眼眶里掉出了两

小滴眼泪，像星星一样；接着又滑落了两大颗，像珍珠一样；再接着喷出

了两大朵泪花，这往下可就刹不住了，号啕大哭起来，两只眼睛就像两根

大水管，哗哗地往外淌眼泪。 

 

   它哭得这么猛烈，把整个小区都给震动了，当然，还有邮局里所剩不

多的贴在信封上的邮票也全都给震掉了，像雪片一样从邮局的小窗口飞了

出去。 

 

   我们一家人都看傻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任它哭个不停。它哭得

太伤心了，慢慢地，大家的心都被它哭软了，开始想方设法地安慰它。说

实话，一头大象伤心可比一个人伤心严重得多。爸爸给了代朗·吉福吉一

块饼干，姑姑还把她那顶漂亮的帽子给它戴了一会儿，妈妈轻轻地抚摸着

它的大耳朵安慰它，弟弟罗伯特又爆出他的口头禅：“这下惨了！真的惨



了！” 

 

  就这样，代朗·吉福吉留在了我家，住在后花园里。 

 

 

回答问题:  1.大象为什么来我的家? 

           2.我的家人为什么最后同意大象留在我的家里? 

 

 

 

                    二 

 

   我非常疼爱代朗·吉福吉。一天晚上，在睡梦中我好像听到它在花园

里悄悄地哭，感觉心都碎了，一下子惊醒过来。 

 

   可怜的小代朗为什么会三更半夜地在那里哭呢？听它哭得越来越厉

害，我怕吵醒家人和邻居，也怕又把邮局贴好的邮票震飞了，赶紧起床，

睡衣也不换了，戴上我的那顶秀满小彩旗的薄纱帽，急匆匆地赶去后花园

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代朗·吉福吉已经哭得稀里哗啦，眼泪流得就好像是四头大象在一起

切了整整四年的洋葱，怎么也止不住。 

 

  “你怎么了，亲爱的？”我温柔地问它。 

  “布呜呜呜！”它是这样回答我的。 

  “有什么事吗？你想妈妈了？蚊子咬你了？还是梦见老鼠在追你？” 

   “不。”它说，头从左边摆到右边，又从右边摆到左边。 

   它用鼻子抓住我的手，放到它的肚子上。我一下子就明白了，原来它

是肚子疼，也难怪，那天它喝了四十五桶加了桂皮粉的牛奶米粥，一定是

消化不良了。 

   你们想想它得有多疼啊！ 

   换作是你们，如果小小的肚子疼起来，是不是很不好受？更何况是一

头大象，肚子那么大，它会痛成什么样啊？ 

 

   我给它按摩了一会儿，但看起来没有什么好转，于是我决定立刻给兽

医打电话。 

 

   当时我还是有点儿没睡醒的感觉，迷迷糊糊地，好不容易才找到了电



话簿，拨通了兽医的电话。可是在那个时间点，兽医肯定已经睡着了。 

 

   果然接我电话的是他的一个病人，因为当时我说：“请问兽医先生在

吗？”一个不耐烦的声音回答道：“汪！”然后就把电话给挂了。 

 

   我又打过去，结果听到了另一个同样不耐烦的声音：“喵！” 

 

   看来再坚持也没有什么用了，绝望中我能想到的就只有给消防队打电

话了。 

 

   刚挂电话，一个消防员就出现在我的面前。他长得可真帅！一身红色

的制服，头戴金色的羽饰头盔，右手拿着一根带有斑点的水管，左手握着

一把明月状大斧。 

 

  “哪里着火了？难道火苗都藏起来了吗？我找了一圈都没找到。”他

火急火燎地问我。 

 

   我回答他说：“消防员先生，其实这里哪儿都没有着火，只是……” 

 

  “只是—只是什么？是衣柜起火了吗？还是灶上的油锅着了？您总得

有个理由才会给消防队打电话吧？” 

 

  “请您听我解释，消防员先生，我打电话给你们是因为代朗·吉福吉

肚子痛……” 

 

  “可是小姐，消防员会治肚子痛吗？” 

 

  “消防员应该什么都会做吧……主要是因为兽医睡着了，不接电话，

只有小狗和小猫汪汪汪、喵喵喵地在电话里叫，嫌我打扰它们休息了。请

您理解我，消防员先生。” 

 

  “好吧，好吧，小姐，那我就跟您去看看那个肚子痛的人吧。” 消防

员无可奈何地说。 

 

   于是我把他带到花园里，没敢开灯，不想让他突然间看到肚子痛的不

是一个人而是一头大象，担心他受不了那样的惊吓。 

 

   花园里很黑，所以当消防员听到一个粗重的声音说着“ 布呜呜



呜”，他吓坏了，一下子跳起来，搂住我的脖子，浑身发抖，大声喊道：

“妈妈呀！” 

 

   这也太夸张了吧！ 

 

  “您都不觉得难为情吗？一个大消防员，胆子却这么小！” 

 

   我这么一说，他马上恢复了镇定，跳动地上，整了整衣服，用衣袖把

纽扣擦亮，握紧斧子和水管，朝代朗·吉福吉走过去。 

 

  “但这到底是什么？”他喊道，“是月亮的背面？还是日本怪兽？又

好像是一座山或是一个超大号的哨子？” 

 

   听他在那里乱猜一气，我只好把灯打开了。当他看到生病的是头大

象，一屁股坐在了斑点水管上。 

 

   我费了好大劲才把他扶起来，心里有些瞧不起他，说话也就不像之前

那么客气了：“对啊，就是一头大象，消防员先生，有那么可怕吗？” 

 

   “没有，没有，您消消气，可别打我呀。”消防员故作轻松地说着

话，开始给哭得越来越凶的代朗·吉福吉做检查。 

 

   检查完之后，他说：“要想治好大象的肚子，需要把生菜和锯末混合

在一起，打成糊，给它敷用，会有很好的止痛效果。” 

 

   于是我们去厨房拿了一些生菜过来，可是锯末到哪里去找呢？ 

 

   我想去叫醒住在街角的木匠，但是消防员说：“不能去。这个时候吵

醒他是很危险的事，扰了他的好梦，他会把我们当成有毒的刨花给扔出去

的。” 我也觉得可能会这样，所以就只好自己动手了。 

 

   因为不想吵醒家里人，我们轻手轻脚地进到家里，把所有的家具都搬

到了后花园。 

 

   我们找到了一把锯子，两个人一起把桌子、椅子、橱柜和书架都给锯

成碎末，直到足够给代朗·吉福吉做锯末生菜糊才罢手。 

 

   接着又找来几个大木桶，把准备好的生菜和锯末装进去。消防员负责



把它们搅拌成糊状，均匀地涂抹在一条床单上，然后敷在代朗·吉福吉的

肚子上。 

 

   我们坐下来等着看它是不是会好起来。消防员都快累死了，不停地打

着哈欠，也真是辛苦他了，于是我准备了马黛茶给他喝。 

 

   两个人你一杯我一杯，差不多喝了七百四十二杯马黛茶的时候，天也

渐渐亮了，代朗·吉福吉终于不哭了。它先是深深地舒了口气，然后脸上

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对着我们说“呜呜呜”，看来真的是不疼了。 

 

  “好些了吧，小宝贝？”我俩问它。 

  “是。”它答道，这回它那个大脑袋是上下摆动的。我们给它盖好被

子，还用二重唱哼了一首摇篮曲，不一会儿我的小代朗就进入梦乡了。 

 

   我向消防员道谢，吻了一下他的脸颊。他飞奔而去，红色的制服，有

点儿带歪了的金色头盔，还有他手里握着的斑点水管和明月大斧。真是帅

呆了！ 

 

 

   我也回到卧室躺下来，想着我那可爱的象宝宝，之前哭成那样真叫人

心疼，不过现在已经治好了。它的小肚肚不痛了，我俩都可以睡个好觉

了，真的好开心！ 

 

 

回答问题:   

 

1. 小象为什么夜里哭了起来? 

2. 为什么是消防员来给小象治病? 

3. 他们用什么给小象止疼? 

 

 

                                                             

                          三 

 

   爸爸、妈妈、弟弟醒了。没过一分钟就听到他们哭叫起来，一个个在

那里捶胸顿足。我只好起床，迷迷糊糊地走过去问他们：“怎么了？”他

们都不知道我昨晚因为代朗·吉福吉生病是怎么熬过来的。 



 

   “你还问怎么了？”妈妈说：“你没看见我坐在空气上吗？” 

   我睁大眼睛，去看他。可不是吗？可怜的妈妈正坐在空气上，因为她

的椅子不见了。 

   “还有我！”爸爸也朝我大喊，让你老爸站着睡在墙边是不是觉得很

好看啊？” 

   哎呀，爸爸真是站着睡觉呢，因为他的床也不见了。 

   弟弟罗伯特也可怜巴巴地说： 

   “这下惨了。” 

   他说得没错。因为他也正坐在空气上喝一杯加奶咖啡呢，杯子是挂在

吊灯上的，他的桌子也没了。 

 

   当他们穿着睡衣一起来到朝着花园的窗户边，看到我和消防员不管不

顾地锯碎家具时剩下的那些小木块、锯末、残渣，他们快被气疯了，更是

一个接一个地尖叫不止。 

 

   我向他们解释了前因后果，但他们都无法理解我的感受，一头大象肚

子痛远比毁掉几件家具要严重得多。 

 

    他们异口同声地指责我，和我争辩。我爸爸甚至还说要咔嚓咔嚓地揍

我一顿。连我弟弟罗伯特也一点儿都不同情我，还伸出手指狠狠地指着可

怜的代朗·吉福吉，不停地说：“这下惨了。真的很惨，太惨了！” 

   更可恶的是，他们命令我立刻赶去木匠店定做一些家具。 

  “总不能让我一辈子坐在空气上吧。”妈妈振振有词，完全是一副得

理不饶人的架势。 

 

   我只好一个人跑去木匠店，虽然我知道我的象宝宝很想陪我一起去，

但我没有带他，因为我不想再惹得邻居们不得安宁。 

 

   我使劲敲门木匠才出来开门，他的刨花胡子可真酷，一直长到肚脐

眼。 

 

    “早上好，木匠先生！”我问候他说，“我来是想问问您今天下午能

不能给我家做几件家具。” 

   “您不是疯了吧？”他回答道。 



   “没有，木匠先生，如果可以，我给您付双倍的工钱。” 

   “嘿嘿！那木头呢？”他又说。 

   “这……”我说，像您这么有名气的木匠，我觉得像木头、钉子、锯

子什么的，只要是木工活需要的，您都会有的吧？” 

   他又嘿嘿两声，说：“木头我没有。” 

   “怎么可能呢？您会没有木头？” 

   “真没有。” 

   木匠靠近我，一脸神秘的表情。他离我太近了，胡子都扎到了我的耳

朵。他问我： 

   “您知道哪儿能搞到木头吗？” 

   “当然，”我说，“从树上呗。” 

   “嘿，那树又从哪儿找？” 

   “到处都是，森林里，街道两旁，还有……” 

   “嘿，但要是您没有许可就砍树，会招来警察的，到时候……咔嚓咔

嚓，您可就……” 

 

   经他这么一说我还真被吓住了，因为在自己家里我已经听到很多咔嚓

咔嚓的威胁。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木匠先生？”我都急死了，“从哪儿才能弄到

木头呢？” 

 

   木匠什么也没说，只是做出很神秘的样子，把我带到了他的厂房，那

里铺着一张用刨花、锯末和一些小块的香木做成的地毯。他先是点亮了一

盏灯，然后蹲下身去掀起了一块地板，从下面取出了一个箱子。 

   在箱子里面有一个盒子。 

   盒子里面又有一个小盒子。 

   小盒子里还有一个小小盒子。 

   小小盒子里有一个公文箱。 

   公文箱里有一个公文包。 

    公文包里有一个天鹅绒的手提包。 

   天鹅绒的手提包里有一个钱包。 

    钱包里还有一个绢纸包。 

    绢纸包里有一粒豆子。 

 



   木匠用衣袖把豆子擦干净，然后交给了我。 

    “我拿这粒豆子做什么，木匠先生？”我问他，心想他是不是已经

疯了。 

 

   “您问我这粒豆子能做什么？往地里种呗。” 

   “种了它？！为什么？能让我知道吗？” 

   “什么为什么？种子会发芽，芽变成枝条，枝条会变成树干，有了树

干，就能长出小树，而在树的顶部，虽然很高，还会听见有鸟儿在那里歌

唱。” 

 

   “可是木匠先生，”我有些发愁，“等树长大了，还有小鸟在上面，

我们又怎么忍心把树给砍了做木头呢！再说，让我妈妈在空气上坐等那么

长时间一定会很无聊的。” 

 

   “嘿，那又如何！如果您想要木头，就先去把这粒豆子给种了。”说

完，把我推出门外，然后使劲撞上了门。我难过极了，看着手里的种子，

我知道，除了把它种到地里去，等它长大，在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等到了家，爸爸、妈妈、弟弟都追着逼问我事办得怎么样。我说：

“已经开始做了，请你们都耐心点儿，家具是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做好的，

需要稍微等等……”然后我去后花园种豆子，而他们继续坐在空气上，心

情坏到了极点。 

 

   代朗·吉福吉也过来帮我种豆子，它的大脚就像是压路机一样，把地

踩的平平的。种完了豆子，我们就坐在草坪上等豆子发芽。我有些心不在

焉，不怎么盯着看，因为我知道，你越看它，它长得就越慢，就像是煮牛

奶也一样，越看煮开得越慢。 

 

   过了好一会儿，一看……什么都没有。 

   又过了两小会儿，再看……还是什么都没有。 

   等啊等啊，都过去半天了，……什么都没有。 

   那该死的豆子连一丁点小芽都没有发出来。 

   我再也不想浪费时间了，一定是木匠骗了我。我冲到木匠店，一把抓

住他那有型的蓝刨花胡子，把他拖到了我家的后花园里。 

 



   木匠挖开土一看，就说：“嘿，原来如此！” 

   “什么原来如此？难道说我们没有种对豆子？” 

   “你们给种反了！过来看，豆子在往下长呢！” 

   还真是他说的那样，豆子种反了。它已经发出了长长的绿色的须，不

过是朝下长的。 

 

   木匠重新把豆子种好，等代朗·吉福吉又用它的大脚把土踩平，我让

它继续照看一会儿。之后我去跟妈妈解释说，找木头做家具的事不像一开

始想的那么容易。 

   妈妈还坐在空气上。哦，我可怜的妈妈。 

 

回答问题: 

1. 种下去的豆子为什么一直长不出来? 

2. 木匠的种子用什么保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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