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泥子#28
(p.1 封面)
大題：捕捉影子小偷
（p.2）小泥子話你知
泥土裏的住客
泥土含有大量食物，吸引了很多生物居住，例如體型較小的蚯蚓、螞蟻和甲蟲。
而體型較大的兔子、蛇、鼠和蜥蜴等，也會在泥土裏挖洞生活。牠們會翻鬆泥土，
讓空氣和水份進入，令土壤的營養更豐富。
（p3-6）
（泥說故事）
小泥子、小璃子、王子和蚯蚓神探深入泥土裏，尋找被偷去的幻彩琉璃。他們經
過螞蟻王國，向螞蟻們打聽消息，遇到一隻紅火蟻阿火，原來牠曾見過犯案的小
偷……
●阿火講述遇見小偷的經過，眾人耐心地聽。
火：有一日，我和同伴出發到處尋找食物。
●阿火指著蟻國地圖解釋。
火：蟻國的主要通道有南北兩條，北路食物較多，南路靠近河邊，四通八達。
●見阿火帶領同伴在南路上行。
火：由於已經有很多螞蟻到北路尋找糧食，那次我們便嘗試到南路發掘新的食物
寶藏。當我們進入一個沒有螞蟻到過的洞穴時，果然發現很多食物！
●見洞內有很多食物，螞蟻們開心擁抱。
火：就在這時，山洞另一端忽然出現一道奇異的七彩光線！然後，一個巨大的黑
影向我們衝過來！
●七彩光線令蟻們睜不開眼睛，黑影掠過。
哇～～
●眾蟻大驚，紛紛逃跑。
火：我們很驚慌，頭也不回便逃跑了。
●眾人討論阿火的經歷。
璃：發出七彩光線的一定是幻彩琉璃！
泥：小偷逃避我們的追蹤，躲在隱蔽的洞穴裏！
王：怎知被尋找食物的阿火和同伴誤打誤撞找到……
蚯：立即到現場，可能找到線索！
●眾人神情認真。
眾：阿火快帶路！
●阿火忽然感動流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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璃：阿火你為甚麼哭？
泥：不是怕小偷對你不利吧？
王：我們會保護你的！
火：我……看到你們做事那麼認真和互助互愛，很感動呢！
●眾傻笑。
（p7）
（王子記事簿）
●王子認真樣子
做事要認真
上課留心，做功課專心，溫習時用心，做事認真，人人稱讚。尤其是跟別人合作
時，更不可分心和抱著貪玩的心。待工作完成後，再投入玩耍，便會更開心！
（p8-9）
（泥說故事）
●阿火提著油燈帶路。
●牆壁上投影出眾人的影子，竟然多了一個怪影！
●泥回頭看。
泥（心想）：總是覺得有人跟著我們似的……
●眾來到一處通道。
火：我只來過一次，應該是附近……
●眾人找不到山洞入口。
●王子仔細看牆壁，忽然有發現。
王：看！山洞入口應該在這裏！
●王子在泥土裏拉出一盞熄滅了的油燈。
火：是我們上次遺下的！
●蚯蚓觀察地面。
蚯：王子說得不錯！這裏的泥土像曾倒塌，山洞應該在牆的另一邊！王子，拉著
我用力搖，我要鑽開泥土！
●璃、泥、火在一旁笑看著。
火：他們很合拍呢！
●王子拉著蚯蚓的尾用力搖，蚯蚓的身體變成電鑽般不斷旋轉，在牆上鑽開一個
洞。
（p10-11）
（泥玩玩）
●眾人站在一起，牆上有多個不同的影子。
真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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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察隊尋找幻彩琉璃時，竟發現牆上的影子有古怪！你能根據外形，找出哪個才
是他們真正的影子嗎？
（p12-14）
（泥說故事）
●牆被鑽開一個洞，蚯蚓悄悄伸頭入，到處張望。
●蚯蚓把洞開大一點，其他人陸續經過。
蚯：殊！輕聲一點，不要打草驚蛇。
●眾人背靠著牆壁站立，一聲不響。
●逐漸看清洞內的情況：原來是一個很大的山洞，有很多窄小的路，路兩旁是看
不見底的深淵。
火：上次的光線就是從對面射過來。
泥：通往那邊的小路很窄啊，不小心會掉下去呢。
●大家不察覺身後的黑影有古怪，有對眼睛望著他們的一舉一動。
●璃和阿火很怕。
璃、火：我怕高呢……
蚯：讓我來當大家的「扶手」吧！
●小泥子拉著蚯蚓的尾，王子和蚯蚓到另一端，王子拉著蚯蚓的頭，把蚯蚓變成
扶手。
璃：噢，蚯蚓先生你不痛嗎？
蚯：阿火說過，我們要互助互愛嘛！快過來！
●阿火和小璃子拉著蚯蚓的身體，顫顫驚驚地走過小路。
●眾人到達另一邊，鬆一口氣。
●王子回望對面牆壁，發覺不妥。
王：咦？為甚麼我們的影子還留在那邊？
●眾人大驚，這時影子忽然動起來！
影：呵呵！被你們發現了！
●影子愈變愈大，向眾人撲過來！
哇！
（p15）
（小璃子提醒你）
●小璃子拉著蚯蚓在半空盪來盪去。
生活上很多事情和工作，不能單靠一個人的力量完成，尤其是遇上困難時，更須
集合眾人的智慧和能力，才可順利解決。這種互助互愛的精神，可以助我們渡過
一個又一個的難關。
（p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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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說故事）
●影子撲過來，眾人散開。
●一時間洞內全是影子。
●王子靈機一觸，取過阿火的油燈。
王：小泥子，燈加玻璃！
●小泥子會意，抱起小璃子放在油燈前！
●燈光透過小璃子的身體，射出萬丈光芒！
●影子愈來愈淡，忽然怪叫一聲，令山洞震動。
●阿火站不穩跌下深淵。
眾：阿火！
●油燈跌下深淵。
●只見蚯蚓捲著阿火，王子拉著蚯蚓，小璃子拉著王子，小泥子拉著小璃子，大
家都安全。
火：黑影小偷好像走了……
蚯：最緊要大家安全。
王：下次他一定逃不掉的！
璃：不要說話了，先上來吧！
●小泥子出盡九牛二虎之力，滿頭大汗。
泥：我快沒氣力了！
（p18）
（泥傾傾）
●見卡通版亞洲地圖，王子坐火車行絲綢之路，小泥子坐船行海上絲綢之路。
「一帶一路」是甚麼？
「一帶一路」是中國現時重要的經濟政策。
「一帶」是「絲綢之路經濟帶」
，名字
取自古時的「
「絲綢之路」
，連接中國及亞洲國家如俄羅斯、烏茲別克等，直達歐
洲。「一路」則是「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沿着古時「海上絲綢之路」南下，
發展中國和東南亞、印度、中東、非洲及歐洲各國的經濟合作。
「一帶一路」的目標是加強沿線國家的協調，促成開放、包容和互惠互利的合作
關係，達致「民心相通」。
（p19）
（泥聽聽）
捕捉影子小偷
由小泥子、小璃子、王子和蚯蚓先生組成的「幻彩琉璃」偵察團，在蟻國遇到紅
火蟻阿火，找到追捕竊賊的重要線索。原來阿火有一次和同伴尋找食物時，無意
中闖進一個神秘山洞，親眼看到「幻彩琉璃」發出的七彩光芒。於是，眾人立刻
出發前往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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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動腦筋找到山洞的正確位置，蚯蚓先生更以自己的身體作扶手，讓畏高的小
璃子和阿火安全走過無底深淵，發揮互助互愛的精神。可是，化身黑影的小偷早
已發現他們，並展開攻擊。偵察團奮力抵抗，阿火險些掉進深淵！眾人為營救隊
友，最終被影子小偷逃去。
Catching the thief Shadow
The Sparkling Glass investigation team, formed by Little Plaster, Glassy, Prince Wong
and Mr. Earthworm, meets Fire, a red fire ant, in the Kingdom of Ants and gets
important clues about the thief. They learn that Fire has once entered a secret cave
by accident when he searched for food. He witnessed the colourful shiny beams
from the Sparkling Glass in the cave. The whole team then immediately sets off to
investigate.
Prince Wong is smart and finds out the exact location of the cave. Mr. Earthworm
offers help by stretching his body like a handrail for his timid friends Glassy and Fire
to walk across the abyss safely, all showing the spirit of mutual care and support.
However, the thief, disguising himself as a shadow, has already discovered them and
starts to attack. The investigation team strives hard to resist. Fire nearly falls into
the abyss! When all of them are trying to save their teammate, the thief Shadow
runs away.
（p20）
（泥寫詩）
●小泥子們努力打理盆栽
泥和愛
關於泥：播種、澆水、施肥，種子發芽；
關於愛：真誠、尊重、包容，友誼開花。
──────
品德承諾卡
（正面圖：小泥子和王子開心搭著膊頭）
（背面字：互助又互愛 友情不變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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