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有些植物點綴。」

「都市裡也會有蝴蝶、瓢蟲和金龜子嗎？」

阿吉也跟著在院子裡轉來轉去，一邊想也一邊

搬走一盆自己種的龍眼。

龍眼盆上正有一隻小蝸牛伸出頭來，悄悄

的在盆邊慢慢的移動著，一點聲音也沒有。

「啊！可愛的小蝸牛。」阿吉忍不住叫著：

「你跟我們一起到都市去吧！」

阿吉找了一個罐子，裡面放些落葉，準備

帶著小蝸牛一起搬家。

媽媽說：「到了都市，你要讓牠住在哪裡

呢？」

爸爸說：「蝸牛喜歡潮濕，都市裡沒有適

合牠的地方。」

阿吉說：「我會給牠準備一個有水的地

方。」

媽媽說：「你得想一想，只有水就行了

嗎？平時你都是在哪兒看到小蝸牛的呢？」

「牠會在樹下，石頭下，院子裡有花有草

有落葉的地方。」阿吉說。

「這就對了，蝸牛喜歡在陰涼濕暗的空間

活動，我們住的公寓哪有這樣的場所呢？」爸

爸說：「你還是把牠留下吧！」

阿吉說：「我多挖些泥土，放些落葉，

佈置一個適合牠的地方。」

「如果你愛牠就不

要帶牠走，這裡才有牠

的同伴，愛牠就要讓他

生活在一個牠真正喜

歡，屬於牠的地方。」

媽媽說。

阿吉沒有帶走

一隻小蝸牛，他心

裡難過極了。

到了都市，

阿吉趴在窗前，發現都市的天空細細的像一條

線，和鄉下很不一樣。

鄉下的家，站在窗前，可以看到院子裡有

來吃木瓜的五色鳥，吸花蜜的綠繡眼，捉毛毛

蟲的白頭翁，還有爬來爬去，安靜的沒有一點

聲音的小蝸牛。

鳥和昆蟲來來去去，只有小蝸牛會留在院

子裡。

阿吉想起在院子裡玩的時候，到處都可以

看到小蝸牛在盆栽間爬來爬去。有的在落葉中

間；有的在花盆邊沿；有的從石頭後面向上爬

行。一隻隻伸著長長的觸角，緩慢移動。那速

度就像站在海邊，看一艘遙遠的輪船航行，船

在移動，可是卻寧靜得沒有一點聲音。小蝸牛

直直伸起的觸角，就像是立在船上的桅桿，因

為這樣，小蝸牛雖然很近，也讓人覺得距離遙

遠，所以，有時候阿吉會把小小的院子想像成

大海一樣，遼闊極了。有時他蹲下來，伸手碰

一下小蝸牛的觸眼，小蝸牛一擠眼，縮回去，

阿吉覺得對小蝸牛來說，自己簡直就是一隻巨

型恐龍了。

都市裡就是這樣子的嗎？高樓、捷運、車

聲、喇叭。

88 自然生活

阿
吉要搬家了，從鄉下搬到城市。那是一棟公寓的三樓，離爸爸上班的地方很

近。

媽媽說都市和鄉下不一樣，新家的四周，前前後後都是高高低低的大樓。

爸爸媽媽忙著整理東西，床要拆卸，大件的家俱要託運，還有好多的東西要裝

箱。

大箱小箱已經裝了七、八十件，可是還沒整理完呢！阿吉也忙著整理自己的故

事書、衣服，還有玩具。

媽媽忙得腰酸背痛，爸爸說：「至少還要二天，院子裡的盆栽都還沒整理呢！」

院子裡的植物可不少，木瓜、山茶、桂花、軟枝黃蟬、佛手柑以及阿吉吃完水

果，埋下種子，已經發芽的一棵小小的芒果。

除了這些，還有自己長出來的月桃、姑婆芋、龍葵、海金沙、紫花酢漿草等，

這些植物的種子，有的是風吹來的，有的是鳥帶來的，院子不大，可是擠滿了各種

植物，熱鬧極了。

這個院子是阿吉的快樂天堂，裡面有各種來來去去的小動物，白頭翁、綠繡

眼、五色鳥。阿吉也常在院子裡發現有舉著大刀的螳螂、飛舞的蝴蝶，還有燈蛾、

毛毛蟲，以及他最喜歡的小蝸牛。

整理院子的時候，媽媽好捨不得那些植物，但是種在地上的植物一棵也帶不

走。爸爸說：「都市裡的新家有個陽台，妳就挑一些盆栽帶走吧！」

媽媽帶走的盆栽，大盆的有茉莉、竹柏、火鶴；小盆的有青楓、櫸木、南天竹

等，好多好多，一時也說不完。

媽媽說：「大盆的可以裝飾陽台，小盆的可以美化室內。住到都市，家裡更需

帶不走的小蝸牛
文／凌拂 攝影／謝伯娟

圖片提供／遠流出版《蝸牛不思議》

小蝸牛爬來爬去，捉迷藏似的，

阿吉每天總是費盡心思，

才能在不同的地方把牠給找出來。

阿吉在客廳裡堆積木、玩樂高、看書、畫畫，

小蝸牛也在牠的島嶼上漫遊、散步、吊單槓。



第50期
2005年1/2月

9190

蝴蝶不會飛來？小蝸牛不能跟著他們一起

搬家？

阿吉看媽媽把鄉下帶來的盆景搬進搬出，

忙著佈置家裡的每一個角落，茶几、餐桌、牆

角，連浴室裡也有盆栽。

媽媽喜歡植物，家裡有了這些植物，確實

生動不少。可是樓下就是街道，阿吉下樓還要

媽媽允許，即使媽媽答應放假就帶他回鄉下，

阿吉還是覺得生活中一下子少了好多同伴。

新家佈置好了。媽媽把盆栽搬進浴室的那

個晚上，阿吉洗完澡，濕濕的牆面上到處噴得

都是水珠，正要從浴缸裡出來，一轉身，他突

然興奮的叫起來。一隻小小的蝸牛，靜靜的，

探觸的在牆面上爬行。阿吉瘋狂的大叫：

「呀！牠一定是從花盆裡爬出來的。」

阿吉高興極了，完全沒有想到小蝸牛竟然

還會成為他都市生活中的第一個同伴。他每天

醒來或是出外回來，一定會先看看小蝸牛這一

天可好。

一開始，小蝸牛住在浴室的花盆裡，一整

天連個影子也見不到。晚上有人洗澡的時候，

小蝸牛被水濺到，就會出來，在花盆邊緣、浴

缸、磁磚牆面到處遊走，這是牠的散步時間，

安靜的一點聲音也沒有。不過，不管牠怎麼爬

行，小蝸牛走過的路，有一道銀亮的涎跡，最

後都會回到花盆裡，那是牠小小的安寧的世

界。

每隔幾天，媽媽會把盆栽換個位置，讓植

物都能接受充分的陽光。有時浴室裡的盆栽被

移到客廳，小蝸牛便在客廳的桌面上安靜的爬

行，奇怪的是盯著牠看的時候，半天牠也沒動

一下，可是，沒注意，一眨眼，就不知道牠躲

到那兒去了。不過，不管牠走到哪兒，都有跡

可尋，循著牠留下的痕跡，一路找下去，就會

發現牠所在的位置。

有時阿吉會在屋裡一會兒走過來，一會兒

走過去，小蝸牛也在桌上慢慢的爬來爬去。

小蝸牛從花盆裡出來，緩慢無聲，安靜的

挪移。牠從容的爬過峭壁，越過斷崖，鑽進隧

道，穿過花叢，翻上陡坡，形過青瓷花面，最

後又回到牠靜靜的，安心的家。

一天晚上，阿吉發現桌上多了一些碎碎的

小紙團，誰也不知道那是怎麼一回事。

「該不會是小蝸牛吧！小蝸牛怎麼會吃紙

呢？」判斷的時候，大家都這麼說。

可是第二天，大家真的發現小蝸牛趴在桌

上，拼命的啃紙，雖然聽不到聲音，可是那姿

勢看起來好像啃得喀茲喀茲，很好吃的樣子。

大概是餓壞了吧！阿吉低下頭，發現牠啃掉的

部分還真不少，桌上的信封、電話單，盡是小

蝸牛啃的痕跡，連字都啃不見了。

爸爸說：「哎呀呀！這一張是我的支票

呢！怎麼也被啃了一塊呢！」

媽媽說：「還好不是一百萬，否則數字被

啃掉，一百萬就到小蝸牛的肚子裡去了。」

這以後，阿吉切各種食物餵小蝸牛。小蝸

牛吃番薯，也愛吃木瓜。小小的一片，放在盤

子裡就可以了。

阿吉最驚訝的是小蝸牛吃木瓜的姿勢，牠

會懸空，或者倒吊而後翻轉。

阿吉也學一學小蝸牛吃東西時的樣子，

「哇！真是累人呀，吃不到呢！」這麼費事，

可是就是想不出原因，為什麼小蝸牛吃起木瓜

來，就和吃紙不一樣，不肯好好的趴在那裡吃

呢？

有一次，小蝸牛不見了，好幾天找不到

牠，誰也不知道一張桌面，小蝸牛到底去了哪

裡。

找啊找啊，找了好久。喔！原來牠綴在桌

布的一角，一動也不動。

怎麼了呢？把牠拿下來，殼口封著薄膜，

放回水盤一角，轉個身回來，牠又不見了。原

來有了水氣，牠又開始移動了。

爬呀爬呀！有一天阿吉醒來，又找不到小

蝸牛了。東找找，西找找，啊，牠又換了位

置，這會兒躲在桌腳放書的地方。

小蝸牛爬來爬去，捉迷藏似的，阿吉每天

總是費盡心思，才能在不同的地方把牠給找出

來。

最久的一次，阿吉花了一個禮拜。每天在

客廳裡，一會兒彎下腰來，一會兒趴在地上，

找來找去，怎麼也找不到。有一天為了撿球，

鑽進桌子底下，才發現，啊！原來小蝸牛躲在

桌面底下，桌面和桌腳接縫的地方。

爬來爬去的小蝸牛，有一回啃斷了蝴蝶蘭

新抽長的花芽，那是媽媽心愛的盆栽。

這怎麼辦呢？

為了避免小蝸牛亂爬亂啃，大家決定讓牠

住到一個固定的場所。

桌上有個水盤，那是媽媽養青苔的地方。

搬家的時候，媽媽從院子裡挑了兩個長滿青苔

和蕨類的石頭，到了都市，就放水養在客廳桌

上，讓小蝸牛住在上面是再好也不過了。水盤

裡注滿了水，那是牠的海洋和島嶼，再也不怕

找不到牠了。

長滿青苔的石頭停泊在水盤裡，阿吉像巨

人一樣，俯下身來，看小蝸牛安靜的挪移。

牠在石頭背後，牠在石頭頂端，牠在石頭

的凹洞裡，有時牠就吊在蕨類植物的背面，一

動也不動。

阿吉在客廳裡堆積木、玩樂高、看書、畫

畫，小蝸牛也在牠的島嶼上漫遊、散步、吊單

槓。

在客廳裡活動的阿吉，對小蝸牛來說，像

個遠航星系的星球。阿吉伸手輕輕碰一下小蝸

牛的觸眼，彷彿又回到了鄉下的小院子，小蝸

牛靜靜的移動，就像一艘在遠方航行的輪船，

一下子客廳也變得非常遼闊起來。

水盤裡的水會慢慢減少，一天，阿吉發現

小蝸牛又不見了，找來找去，水盤裡的島嶼上

也找不到。

彎下腰，頭一歪，嘎！原來小蝸牛涉水而

出，穿過水面，躲到水盤底下的縫隙裡去了。

水盤也圈不住小蝸牛，雖然小蝸牛看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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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緩慢，小小的兩座島嶼，對牠來說活動範

圍也是不夠的呀！一有機會，即使涉水，牠還

是喜歡擁有一個寬敞，不受拘限的地方。

別看牠躲在水盤下面，陰暗的地方，切一

片小小的番薯，或者撕一片小小的高麗菜葉，

放在盤子的一角，當你沒有注意的時候，牠早

就臥在那裡，喀茲喀茲的啃的正香呢！牠軟軟

的嘴裡，可有像銼刀一樣的齒舌，一會兒就啃

掉一個凹洞，像池塘一樣，只要牠啃過的地

方，就會有一條細細的痕跡。

想看小蝸牛的齒舌嗎？那可不容易喲！

阿吉拿了一個透明玻璃杯，讓牠在裡面

爬，然後拿著一個放大鏡，「啊！張開嘴哦！」

好希望可以清楚的看到。

阿吉看著小蝸牛在桌上前行、轉身或回

頭，小蝸牛從牠的島嶼上向外爬，又爬回牠原

來的盆栽。

「牠知道這已經不是原來的那個小院子了

嗎？」阿吉這樣想。

當初媽媽不讓牠帶走小蝸牛，可是不小

心，卻意外帶牠走了很遠的路，誰也不知道小

蝸牛竟然和他們一起坐在車上，搬到都市裡來

了。

過完了一個春天、夏天、秋天到冬天，寒

流來的時候，阿吉才知道，小蝸牛不是只有乾

燥的時候，才會在殼口封著一層薄膜，寒冷的

時候也一樣，牠找了一個不太濕冷的地方，吊

在桌腳的木框邊上，整整二個禮拜一動也不

動。「小蝸牛不會有事吧！」阿吉好擔心，也

只能忍著，不敢去打擾小蝸牛。

當天氣回暖，陽光又出來的那一天，爸爸

媽媽帶阿吉一塊兒上陽明山賞花。山上的茶

花、櫻花、杜鵑正陸續開放，還沒盛開，可是

已經有春天的氣息了。

出來一整天，山上陽光暖和，照得人無比

舒服，真是快樂的一天。

小蝸牛呢？

「小蝸牛也感覺到天氣暖和了嗎？」阿吉

這樣想。

回到家的時候，天已經昏暗了。

打開燈，「嘎哈！太棒了。」小蝸牛探出

頭來，正從花盆裡往邊沿爬。

「已經很久沒見面了哩！」阿吉喜孜孜的

說：「趕快請吃一片木瓜吧！」

就這樣，一日又一日，阿吉陪著他的小蝸

牛。

有一天早晨，阿吉給桌上的小蝸牛切了一

小片番薯，就趴在窗前澆花，看陽台上的植

物，一朵小白花快要開了，看著看著，他發現

葉子底下吊著重重的一團，是什麼呀！

仔細一看，「欸－咦－」阿吉大叫：「媽

媽，還有一隻小蝸牛哩！」

那是一盆可以放在室內的植物，媽媽說：

「就把它搬進浴室裡吧！」

另外一隻小蝸牛也讓牠住到一起，二隻小

蝸牛又會有怎樣的故事呢？

阿吉洗澡的時候，總是在想著。

想著想著，他不寂寞，小蝸牛也不再寂寞

了。

92 打開一本書

十
九世紀，斐聲文壇的法國博物學家法布爾(Jean Henri Fabre)，是

一位田野生物學的先驅，他把對生物的觀察與實驗帶到活生生的現

場；因為他要的不是死的科學，不是實驗室裡生冷的切片；為使真相從中

現身，第一手的觀察、探索是直擊堂奧的重要開端。

今天，享譽國際的英國童書作家茱

蒂．艾倫(Judy Allen)所創作的《花園

小徑》系列繪本，便掌握了這樣的臨場

感，生動地帶領孩子進入自然世界。書

中以特寫方式集中焦點，放大觀察的主

題；近距離的直觀，讓孩子有親臨現場

的視覺震撼、驚訝與好奇。

在選題上，艾倫選擇

了幾種最常

見的，

原來
你們就是這樣
長大的呀！

文／凌拂

圖片提供／遠流出版事業（股）

孩子或許對這些常見的昆蟲都不陌生，

但卻未必了解牠們成長的過程。

生命從小到大，有許多不同的變化，

昆蟲的小時候有其階段性的明顯，

人類的改變則並不在表面。

假如你是瓢蟲，

你的爸媽長得像

這樣，他們吃的

是蚜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