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鬍子吹高又吹低  

一張嘴巴口啣謎  

我不是告訴過你  

小小的心兒遠千里  

耳朵吊高又吊低  

兩隻眼睛藏謎底  

我一直記在心裡  

小小的心兒忘記你  

 



 
1.後面  

小老鼠韋韋在街上閑逛，看見一條狗正團團轉的追自己的尾巴。  

韋韋問﹕「狗先生，狗先生，你為什 麼不停的追自己的尾巴呢？」  

狗先生回答﹕「我不是在追我自己的尾巴，我的 後面丟掉了，我在找我的後面。」  

韋韋問﹕「你的後面不就在你的後面嗎？」  

狗先生說﹕「當我張開眼睛的時候，我看到我的前面，看不到我的後面。我的後

面不見了。我要把它找出來看個仔細。」  

韋韋呆了呆，莫名其妙的又走一陣子，在另一條街上也學起狗先生那樣團團轉起

來。  

這時候，有一隻貓，悄悄的走過來，悄悄的伸出貓爪，把韋韋抓住了。  

韋韋害怕的大叫﹕「貓老大！貓老大！你的後面丟掉了！」  

貓老大呆了呆，問﹕「你說我的什麼丟掉了？」  

韋韋說﹕「當你張開眼睛的時候，你看見的是你的前面，你看不見你的後面。你

的後面丟掉了，你要趕快把它找回來。」  

貓老大又呆了呆，放下韋韋，學起韋韋那樣團團轉起來。  

韋韋一溜煙逃得無影無蹤。     

 
 
2.大小  

韋韋跑到一條通往森林的小路，撞到住在森林裡的大老鼠阿布。  

阿布說﹕「小東西，讓開，我比較大。」  

韋韋回說﹕「為什麼你比較大我就要讓你？」  

阿布回答﹕「因為大的東西可以裝下很多小東西， 而小東西確裝不下大東西。」  



韋韋哈哈大笑﹕「胡說，小東西也可以裝下很多大東西。」  

韋韋從口袋裡拿出許多大塑膠袋，然後拿出一個 小塑膠袋，將所有的大塑膠袋

裝進小塑膠袋裡，拿給阿布，說﹕「送給你。」  

阿布驚奇的收下塑膠袋，問說﹕「你是城市來的小老鼠吧？我是森林裡的阿布。

我們一起走好不好？我帶你到森林各處看看。」  

「好！好！走！走！我好早就想去走走看看。」  

 
 
3.我辯  

韋韋和阿布才走進森林裡便，看到一團東西在樹木間撞來撞去，最後掉在地上。  

韋韋指著那團東西，驚疑的叫﹕「喔！貓頭鷹！」  

阿布跳起來，抓住韋韋的手，將韋韋拖到一株大樹後面躲著。  

阿布豎起食指，放在嘴唇上，向韋韋噓一聲，便由樹幹後面伸出半個頭看那隻貓

頭鷹。  

韋韋爬上阿布的背，也伸出半個頭看。  

貓頭鷹在地上動了兩下，搖搖擺擺的站起來，搖搖擺擺的走兩步，叮咚一聲，又

栽倒在地上，死死的趴在那兒。  

韋韋對阿布說﹕「我們過去看看。」  

阿布急忙說﹕「不行！貓頭鷹會抓老鼠。」  

韋韋從阿布的背上跳下來，說﹕「那隻貓頭鷹那 麼小，而且好像又生病了。走，

走。」  

韋韋說著說著，順手撿起一枝樹枝，悄悄的繞到小貓頭鷹後面。  

小貓頭鷹迷迷糊糊的坐起來，喃喃自語的說﹕「這又是哪兒呢？怎麼還想不起我

是誰呢？」  

韋韋伸出手裡的樹枝，輕拍小貓頭鷹的肩膀，阿布也已出現在韋韋的背後。  



小貓頭鷹抬起頭，站起來，向後轉﹕「喔，你是誰？你知道我是誰嗎？」  

韋韋脫口說﹕「你是貓⋯」  

話才說一半便被阿布捂住嘴巴。  

阿布往前走一步﹕「你是你，不是誰。」  

韋韋跟著說﹕「看看你自己就知道你是你了。」  

小貓頭鷹低下頭，看看自己的身體，遲疑的說﹕ 「那是我的身體，不是我啊？」  

韋韋說﹕「那你摸摸看啊！」  

小貓頭鷹邊摸邊說﹕「我摸到我的身體，可是那不是我呀。」  

韋韋拍拍自己的額頭，呼了一聲﹕「你想一想啊！」  

小貓頭鷹又邊摸邊說﹕「我想，有一個我在摸，有 一個我被摸，哪一個才是我

呢？」  

阿布插嘴說﹕「我們只看見一個你呀。」  

小貓頭鷹想了想，又說﹕「有一個我被你們看，有一個我在看你們。」  

韋韋笑嘻嘻的敲一下小貓頭鷹的頭，說﹕「有一個 你被我敲，有一個你在看我

敲。」  

小貓頭鷹也敲起韋韋的頭，邊敲邊想邊說﹕「有一個我在敲你，有一個我在想敲

你，有一個我在說敲你。」  

阿布說﹕「哪有那麼多我。不跟你說了。」  

小貓頭鷹說﹕「你們不跟我說了，那我們怎麼辦呢？」  

阿布說﹕「什麼我們怎麼辦？」  

小貓頭鷹說﹕「我現在有很多個我呀，我現在已經是我們了。」  

阿布說﹕「怎麼會呢？你還是一隻小貓頭鷹啊。」  

阿布一說完，立刻捂住自己的嘴巴。小貓頭鷹喃喃的說﹕「我們是一隻小貓頭

鷹⋯⋯」  



阿布趕緊拉韋韋走，越走越快，越走越遠。  

韋韋卻一直遠遠的叫﹕「那個敲我的我再見！那個想敲我的我再見！那個說敲我

的我再見！」  

 
 
4.水之味  

阿布和韋韋來到湖邊，趴在湖岸的泥土上，頭伸 向水邊，大口大口的喝水。  

水很涼，他們喝得很舒服，便把頭浸入水裡。  

兩個老鼠頭在水裡搖啊搖，水波在湖 面上一圈又一圈的推向四面八方，交叉成

許多大大小小的半圓。  

阿布將頭抬出水面，溼溼的泥土，貼在肚皮上，他滿足的往水面吹一口氣。  

這口氣好像長了兩隻腳，輕快的在水面上跑，一直跑到很遠的地方才不見。  

韋韋抹去臉上的水，一翻身，四腳朝天在空中打打踢踢。  

韋韋坐起來，靜靜的望著水上的波紋，用鼠尾巴拍阿布的臂膀。  

阿布懶洋洋的也坐起來，撿起湖岸上的小石子往湖面丟去。  

韋韋用手捧起一大堆湖水，水光在掌指間流動，水滴由指縫中又滴回湖裡。  

當手裡的水只剩下幾顆亮晶晶的水珠時，韋韋又用手捧起一大堆湖水，水光又在

掌指間流動，水滴又由指縫中又滴回湖裡。  

韋韋又捧起一大堆湖水，向阿布說﹕「你看，這水好神奇。」  

阿布靠過來，好奇的瞪著韋韋手中的水，看了半天，說﹕「是呀！好像很神奇啊！

你手裡捧著水，我卻看得 到你的手掌心；如果你手裡捧的是泥土，我就看不到

你的手掌心了。」  

阿布停了停，又說﹕「可是⋯⋯不是天下的水都這樣嗎？」  

韋韋咬著自己的嘴唇，說﹕「你看，這水和其他的水是不是不一樣？」  

阿布又看看韋韋手中的水，水已經少很多了。  



阿布 搖搖腦袋，又說﹕「是和剛才那水不太一樣。剛才比較多，現在比較少。」  

韋韋又捧起一大堆湖水，耐住性子的告訴阿布﹕「你再看一次。」  

阿布伸長脖子，又看看韋韋手中的水，再看看湖裡的水，然後把頭伸向韋韋的手

邊，張口將韋韋手中的水喝光。  

韋韋愣了一下，好像不相信自己眼睛所看到的情景一樣。  

阿布伸出舌頭，舔舔嘴巴，連連稱道﹕「對！對！這水是很神奇！它是我的好朋

友韋韋送給我喝的。」  

阿布便也從湖裡捧出一大堆湖水，端到韋韋嘴前，高興的說﹕「來！這個給你。」  

韋韋看著阿布，眼角有點兒溼，一口一口的將阿布手中的水喝光。  

 
 
5.不見了  

天色漸漸暗了，晚風徐徐吹過阿布和韋韋的鬍鬚。  

韋韋喝完阿布手中的水，立刻跑到阿布後面，和阿布背貼著背。  

韋韋說﹕「你不要回頭，我離開一下，馬上回來。」  

韋韋一溜煙，爬上樹，坐在樹枝上，眼淚不由自主的掉下來。  

韋韋摘下一片葉子，擦擦眼角，用手支 著下巴，又坐了一會兒，然後由口袋掏

出一把口琴，閉著眼睛，靜靜的吹起來。  

琴音輕輕的溜出葉縫，滑向阿布站立的地方。  

阿布四下張望，輕聲呼喚﹕「韋韋，你在哪裡？韋韋，你在哪裡？」  

阿布愈找愈急，愈叫愈大聲。  

突然有人在他背後拍一下。  

阿布嚇一跳，立刻轉身大叫﹕「韋韋！你不要嚇我！」  

阿布伸出雙手，一把抓起一個大東西，卻被那個大東西壓倒在地上。  



一隻灰色的野兔從阿布身上跳起來，怒聲罵﹕「你在幹什麼？」  

阿布張眼一看，翻身站起來，說﹕「野兔先生，真 對不起，我正在找⋯⋯」  

不等阿布講完，野兔先生插嘴說﹕「你在找一種聲 音對不對？我也在找那種聲

音。那種聲音很奇怪、很好 聽，我從來沒聽過。」  

野兔先生豎起耳朵，將耳朵在空中轉兩轉；又趴到 地面，將耳朵貼在地上；又

跳起來，在周圍的樹木間繞 兩圈；最後又跑回阿布面前，指著阿布的鼻子，大

聲嚷嚷﹕「不見了！都是你！不見了！」  

阿布眼睛紅紅的，嘴巴歪歪的跟著說﹕「不見了！ 不見了！」  

突然，有一個很低沉、有一點咕嚕咕嚕的聲音響起，彷彿由天上地下、四面八方

圍來﹕「什麼東西不見了？」  

野兔先生嚇一跳，卻裝做不在乎的樣子，口頭上自言自語的說﹕「等我跳完兩下

再告訴你。」  

那個聲音悶吱一聲，又低低沉沉咕嚕咕嚕的問﹕「 什麼東西不見了？」  

野兔先生趾高氣揚的說﹕「一種聲音。」  

那個聲音似乎很驚奇的問﹕「聲音？你看得見聲音？」  

野兔先生臉一紅，說﹕「不是看得見，是聽得見。」  

那個聲音再問﹕「聽得見又怎麼會不見了？」  

野兔先生回答﹕「剛才聽得見，現在聽不見，所以是不見了。」  

那個聲音又問﹕「你現在看得見自己嗎？」  

野兔先生低下頭瞧瞧自己，便抬起頭說﹕「我現在當然看得見自己。」  

那個聲音說﹕「不！不！你現在看不見自己，你是剛剛看見自己。所以現在你不

見了。」  

野兔先生又低下頭看自己，說﹕「現在我不是又看見自己了。」  

那個聲音說﹕「對！對！你現在又看見自己了。不要抬起頭，要不然你又會不見

了。」  



野兔先生就這樣低著頭看自己，小心翼翼的一步一步的走開，嘴裡還嘀嘀咕咕的

說﹕「不要抬起頭，要不然你 又會不見了，不要抬起頭⋯⋯」  

野兔先生走了。阿布又一個人孤獨的站在那兒掉眼淚。  

那個低低沉沉、咕嚕咕嚕的聲音又響起﹕「喂，阿布⋯⋯」  

話才說到一半，那個聲音突然變成韋韋的聲音﹕「我在這兒！」  

阿布高興的擦乾眼淚，看見韋韋從樹上爬下來，跑到他面前。他看到韋韋的眼睛

也是紅紅的⋯⋯  

 
 
6.打影子  

阿布和韋韋沿著湖岸走，影子在身後拖得長長的。  

阿布說﹕「天色暗了，到我家休息，明天我再帶你到森林各處看看，怎麼樣？」  

韋韋好像沒有聽到阿布的話，突然轉過身體，倒退 的走。又走了一會兒，阿布

停下腳步，說﹕「你有沒有在 聽我說話？」  

韋韋還是一直倒退的走。  

阿布跳到韋韋前面，一腳踩向韋韋的影子頭。  

韋韋哎喲的慘叫一聲﹕「你怎麼可以踩我的頭？」  

阿布這次在韋韋的影子屁股踢一下。  

韋韋抱著屁股跳起來，叫﹕「你怎麼可以踢我的屁股？」  

阿布這次高高的跳起來，兩腳重重的踏向韋韋的影子尾巴。  

韋韋吱吱的尖叫起來﹕「你怎麼可以踏我的尾巴？」  

說著說著便撲向阿布的影子頭，兩手猛抓阿布的影子頭。  

阿布一手抓住韋韋的影子後腿，向後猛扯，一手抱頭痛叫﹕「摔死你！摔死你！」  



兩隻老鼠就在那裡打來打去；從湖邊打到小土堆頂，又打到石頭堆上，又打到爛

泥巴裡。  

「你們在幹什麼？」一隻癩蝦蟆從爛泥巴旁邊的草叢裡探頭出來問。  

阿布一面打一面回答﹕「我們在打架。」  

癩蝦蟆又問﹕「打架怎麼不打身體？」  

韋韋一面打一面反問﹕「誰規定打架就一定要打身體？」  

癩蝦蟆從草叢裡跳出來，笑道﹕「不打身體怎麼能算是打架？」  

韋韋一面打又一面反問﹕「不算打架又怎麼樣？」  

癩蝦蟆又問﹕「不是打架那你們又是在做什麼呢？」  

阿布急急忙忙的叫﹕「走開！走開！你擋到韋韋的影子了。」  

癩蝦蟆反而站得挺挺的，又跟著韋韋的影子跳，一面跳一面說﹕「你不告訴我你

們在做什麼，我就要擋你們 的影子。」  

說著便跳過去擋阿布的影子。  

這次換韋韋大叫﹕「 走開！走開！你擋到阿布的影子了。」  

一隻大老鼠、一隻小老鼠和一隻癩蝦蟆就在那兒追來追去、跳來跳去。  

癩蝦蟆一不小心撞到一塊大石頭，掉在地上，四腳朝天，嘴裡卻大叫﹕「停止！

停止！我知道你們在做什麼了。」  

阿布和韋韋同時停下來，一起圍向癩蝦蟆。  

癩蝦蟆 一骨碌的跳起來，說﹕「你們在打扁你們的影子。」  

阿布抹著身上的汗水泥水，問﹕「打扁影子？影子可以打扁嗎？」  

韋韋也抹著身上的汗水泥水，摸摸地上的影子，問﹕「影子只有一面，可以打扁

嗎？」  

癩蝦蟆理直氣壯的說﹕「當然可以。臉只有一面，也可以被打扁。」  

韋韋朝癩蝦蟆扮一個笑臉，又扮一個鬼臉，問﹕「 你看，我有幾面臉？」  



癩蝦蟆大聲說﹕「一面！」  

韋韋拉來阿布的臉，一起擠向癩蝦蟆的臉，問﹕「我們有幾面臉？」  

癩蝦蟆閉住眼睛，大聲說﹕「一面！」  

韋韋撥開癩蝦蟆的眼皮，說﹕「看我的眼睛，你有兩面臉，左邊一面，右邊一面。」  

癩蝦蟆再閉緊眼睛，大聲說﹕「一面！」  

韋韋氣得吱吱叫﹕「我們的影子有兩面，地上一面，地下一面。」  

癩蝦蟆張開眼睛，說﹕「對！你們的影子有兩面，你們要把它打成一面。」  

阿布拍拍韋韋的肩膀，指著地面說﹕「不要爭了，我們的影子消失了，它已經沒

有了。」  

韋韋和癩蝦蟆一齊看向地面，影子果然消失了。  

癩蝦蟆高興得跳起來歡呼﹕「你們看！你們的影子已經被打成一面了！地上那一

面已經被打入地下那一面了！」  

韋韋氣得跳到另一個地方，指著地面說﹕「看！我的影子還在地上。」  

癩蝦蟆卻推著阿布說﹕「他地上的影子又跑出來了，你趕快過去，再把他地上的

影子打到地下去。」  

阿布被推到韋韋前面，便自動走過去，牽起韋韋 的手，說﹕「我們走吧。」  

韋韋向癩蝦蟆吐個舌頭，說﹕「你的肚皮有兩面，裡面外面。」  

癩蝦蟆趕緊抱住肚皮，看著阿布和韋韋牽手離去。  

 
 
7.排石頭  

韋韋將石頭由小排到大排成一列。  

阿布跑過來，說﹕「不對！不對！」  

便將石頭由大排 到小排成一列。  



野兔先生跑過來，先是站在大石頭的一端，說﹕「這樣是由大排到小。」  

又跑到小石頭的一端，說﹕「這樣是 又小排到大。」  

癩蝦蟆跑過來，說﹕「胡說！胡說！」  

便把石頭分成 黑色的一堆、灰色的一堆、棕色的一堆、雜色的一堆。  

小貓頭鷹又叮叮咚咚的從天上掉下來，把石頭統統堆 成一堆，說﹕「這些都是

石頭。」  

阿布、野兔先生、癩蝦蟆和小貓頭鷹一齊走向韋韋， 獻上一個大禮盒，齊聲說﹕

「送給你。」  

韋韋高興的打開大禮盒；大禮盒裡面裝著一個小禮盒。  

韋韋又打開這個小禮盒；小禮盒裡面又裝著一個更小的禮盒。  

韋韋又打開這個更小的禮盒；更小的禮盒裡 面又裝著一個更更小的禮盒⋯⋯  

最後韋韋打開一個拇 指般大的小禮盒，裡面塞著一個氣球。  

韋韋拿起氣球，放在嘴上用力吹。  

氣球越吹越大，越吹越大，大到韋韋、阿布、野兔先生、癩蝦蟆、小貓頭鷹和整

座森林都被裝入氣球裡。  

氣球仍然越來越大，大到把韋韋、阿布、野兔先生、癩蝦蟆、小貓頭鷹和整座森

林都帶著浮上天空。  

韋韋飄飄浮浮的睜開眼睛，又半闔下來，在床上靠著枕頭坐起來。  

風無聲無息的推開木門，一道金光從門縫間灑進來，稀稀疏疏的細灰塵在光中浮

沉蕩漾。  

韋韋沿著床沿爬下，凝視著又緩緩縮回門口的金光。  

輕輕的風使木門又無聲無息的闔上，將金光切成薄薄的細片。  

韋韋 迷迷茫茫的走向木門，伸手一拉，世界彷彿一下子都空闊起來，所有的光

芒彷彿都照在他身上。  



韋韋瞇著眼睛，伸張四肢，大步踏出門口，深深的吐出一口氣，脖子伸的長長的，

鼻子頂的高高的，在空中 聞來聞去。  

一縷香風輕輕的搔弄韋韋的鬍鬚，鑽進韋韋的鼻孔。  

韋韋聞著聞著，隨著這縷香風繞到屋後的草坪上，阿布正在那兒招呼韋韋﹕「喂，

來吃早餐。」  

韋韋的肚子咕嚕咕嚕叫，忍不住嚥了口水，便走過去。  

阿布盛一碗稀飯端到韋韋面前，突然又縮回去﹕「你刷牙洗臉沒？」  

韋韋眼巴巴的搖搖頭。  

阿布指著屋後的大水缸，說﹕「那兒有水，你先去洗一洗。」  

韋韋揉揉眼睛，悶悶的走向大水缸，拿起葫蘆瓢，舀起一大瓢水，呼嚕呼嚕梳洗

一下。  

韋韋朝水缸裡的水面照照自己的臉。  

水面的臉隨著水波扭來扭去。  

韋韋拍一下水面，水面的臉立刻散亂開來。  

韋韋走回草坪，接過稀飯，高興的吃起來。  

他吃著問著﹕「這稀飯怎麼這麼好吃？是怎麼煮的？」  

阿布回答﹕「當然是用米煮的。」  

韋韋又問﹕「用米煮的怎麼會這麼好吃？」  

阿布回答﹕「我們這裡的稀飯都這樣。」  

韋韋吃得飽飽的，拍拍肚皮，躺在草坪上，瞇著眼睛，望向天空。  

樹枝從四方疏疏落落的伸進韋韋的天空，葉子在韋韋的天空裡搖搖擺擺。  

 
 
8.不一樣的感覺  



一隻蝸牛，沿著樹枝，爬進韋韋的天空，一直向樹枝的盡頭前進。  

韋韋閉上眼睛，天空不見了，可是那隻蝸牛仍然悄悄的在他心靈裡向樹枝的盡頭

前進。  

等韋韋再睜開眼睛時，那隻蝸牛已經站在樹枝的盡頭，兩根觸角在高高的天空裡

搖來搖去。  

韋韋閉上眼睛，沿著草坪的斜坡滾下；站起來，仍然閉著眼睛摸黑般走起來。  

韋韋感覺自己的尾巴被某種東西捉住，又聽見某種聲音響起﹕「喂，你在做什

麼？」  

韋韋心想﹕「這只是一種聲音而已。」  

那聲音又響起﹕「你到底在做什麼？」  

韋韋心裡又想﹕「不！這只是一種風在動而已。」  

韋韋撞入一種東西的懷裡，心裡又想﹕「我沒有撞到東西，我只是突然覺得暖暖

的。」  

韋韋的頭被一種東西敲一下，心裡又想﹕「我的頭產生一種痛的感覺。」  

韋韋的身體被一種東西抓住，舉在半空中。  

他睜開眼睛，阿布的臉立刻映入他的眼睛裡。  

韋韋眨眨眼睛，心想﹕「要不要把它當做是阿布的臉呢？一團黑黑尖尖的東西，

上面有兩顆亮晶晶的珠子； 珠子底下有兩個小洞緊靠在一起；小洞底下又有一

個大洞，兩邊有一根又一根細細長長的管子。這些東西拼湊起來會是阿布的臉

嗎？」  

韋韋看見那個大洞一張一合，吐出很多氣；裡面上下各有一排白色的東西，中間

還有一條紅帶子，正上下翻 動。  

韋韋閉緊眼睛，彷彿看到一片黑暗。  

黑暗中有一團 團模模糊糊的光芒，藍、紫、黃般的浮動著。韋韋再睜開眼睛，

黑暗由中央向四方拉開，消失在四方的邊緣後。  

那張怪異的臉又在空空的四方中浮現。  



韋韋把頭向右移一點，又向左移一點，又往後退去，再擠向前去。  

那張怪異的臉忽地變成這樣，又忽地變成那樣。  

韋韋伸出一隻手，拉住一根細管子，用力一扯，便聽到一種尖尖的聲音，然後被

摔在地上。  

韋韋躺在地上，閉住眼睛，四腳張開，尾巴平平放在地上。  

韋韋聽到自己的呼吸聲，聽到風吹草動的聲音，聽到樹枝搖來搖去的聲音，也彷

彿聽到蝸牛爬過樹枝時的聲音。  

韋韋覺得自己的尾巴被抓住，然後被拖到一個地方，又浮到半空中，落在一塊涼

涼的木板上，被蓋上一件厚 厚軟軟的布。  

韋韋聽到一陣腳步聲逐漸遠去，心想﹕「我剛才那 樣子一定很奇怪，阿布不曉

得會不會擔心？」  

想著想著，便跳下床鋪，跑出門口，屋前屋後、屋裡 屋外到處轉來轉去，卻連

阿布的影子都看不到。  

韋韋倚在門口，掏出口琴，一曲一曲的吹奏。  

阿布還是沒出現。  

韋韋便一面吹口琴一面走向森林裡的小路。  

 
 
9.看不見的圈圈  

韋韋走到森林裡一個奇怪的地方。  

這裡有一大片空 空的土地，地上鋪滿乾枯的葉子，在風中發出輕脆的聲音。  

地上的樹木都只剩下矮矮的一截，坐在盤結入地的樹根 上。  

矮矮的樹幹頂被切成平台般的形狀。  

韋韋收起口琴，細步奔上去，東張張西望望，兩手嘩啦嘩啦的抓起一大把枯葉，

拋向天空。  



枯葉在空中四散飛揚。  

韋韋爬上其中一棵樹幹，坐到平台上，驚奇的發現這平台上有一圈又一圈的圓

環，一圈包住另一圈，一圈比 一圈大。  

每個圓環，濃濃淡淡，色調各不相同。  

韋韋用手去撫摸這些大大小小的圓環，又用身體在這些圓環上滾來滾去。  

一聲歡呼，跳落地面，地上的葉子嘰嘰喳喳的響起來。韋韋從葉子堆裡跳起來，

又奔向另一棵樹幹，摸摸滾滾，跳下來，又奔向另一棵樹幹。  

最後，他挺胸站立在 一棵樹幹上，兩手插腰，臨風顧盼，風中起伏的葉子更增 添

他英姿煥發的神采。  

不多時，韋韋跳下平台，在地上轉一小圈，又轉一大圈，又轉更大一圈，又轉更

更大的一圈⋯⋯  

最後停佇在空地邊際。  

韋韋伸出一根小指頭，對空中畫一個圈圈，又畫一個更大的圈圈，又畫一個更更

大的圈圈⋯⋯  

韋韋收回指頭，若有所思的看天空。  

突然他的尾巴被抓到半空中，身體搖搖晃晃的倒掛在尾巴下。  

韋韋仍若有所思的看著天空。  

這時有一個聲音響起﹕「你在看什麼？」  

韋韋說﹕「大大小小的圓圈。」  

那個聲音說﹕「天空裡沒有圓圈啊。」  

韋韋說﹕「那是看不見的圈圈。」  

那個聲音隆隆響起﹕「看不見的圈圈怎麼看？哈哈 哈⋯⋯」  

韋韋閉住眼睛，身體在半空裡搖來搖去的畫圈圈，嘴裡說﹕「看我現在畫的圈圈。」  

那個聲音說﹕「我看到你在畫圈圈，但我沒看到圈 圈。」  



韋韋說﹕「如果你沒看到圈圈，你怎麼知道我在畫 圈圈？」  

那個聲音說﹕「那是我想的圈圈，不是我看到的圈 圈。」  

「可是那明明是我畫的圈圈⋯⋯」  

話還沒說完，突然砰的一聲，韋韋摔在地上。  

他神色乍醒般的爬起來，驚訝的看到小貓頭鷹坐在地上，又看到一隻野貓昏倒在

地，肚子下還壓著阿布。  

韋韋趕緊把阿布拖出來，搖著阿布叫﹕「你醒醒！你醒醒！」  

阿布悠悠的醒過來，看見韋韋便說﹕「我去幫你採 藥，遇見一隻野貓，就一直

逃一直跑，怎麼就在這兒醒過 來了呢？」  

阿布站起來，看看韋韋，說﹕「你好了？」  

韋韋笑著點頭，指著昏倒在地上的野貓。  

阿布先愣 了一下，回頭又看到小貓頭鷹傻傻的看著他，一把抱住韋韋就跑。  

小貓頭鷹搖搖擺擺的跟上去，嘴裡直說﹕「對不起，你們好，我只是想飛過來和

你們玩，沒想到把大家都撞倒了，等我一下，等我一下⋯⋯」  

韋韋趴在阿布身上回過頭不停的向小貓頭鷹招手，好像在說﹕「快點跟上啊，快

點跟上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