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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 离 糖 果 世 界 



第一章     摆脱警察局的追捕   

王鑫宇 

“哎呦，哎呦，好疼啊，头好难受”刘勇敢、任自由和王聪之醒

来后手捧着后脑勺，依稀记得自己被一个什么东西打了一下眼前一黑

就什么都不知道了。睁开眼环顾四周发现自己都身处一个奇怪的地

方。 

“这里怎么这么奇怪？”任自由好奇的问,“这里的地板上铺满

了彩虹糖，房子是用棒棒糖堆起来的，家具是各种各样棉花糖做的，

花草树木都是五颜六色的糖果......”大街上的人们卖的商品都是用

各式各样糖果做成的。眨眼间天就黑了，街上人流顿时消失了，任自

由他们在附近找了一家酒店暂时住了下来。刘勇敢打开房门后就倒在

了床上，说道：“这棉花糖做的床软绵绵的真舒服呀！”正当他说得

起劲时，王聪之听到酒店响起了呜呜的警报声，紧接着又听到广播里

说：“本酒店有外星人入侵，请大家躲起来,锁上房门，不要大叫，

警察已经抵达酒店！”“完了，我们被当成外星人入侵了，我们先跑

吧！”任自由对大家说。他们打开房门，发现楼下已经被包围，警察

也已冲了上来。“啪啪”，子弹已经射了出来，任自由冲了过去，用

他的绝技咏春拳打倒了一个人，并拿着他的刀防身，把枪扔给了“枪

之王者”刘勇敢，让他负责枪击，再把手榴弹和防具给王聪之用。紧

接着又上来了几个人，都一一被击倒了，大家拿全武器后，回到房间

锁上门后，用紧急索降装备到地面后，随便找了一辆警车就跑了。他

们本以为逃离了危险，谁知警察也开着警车追了上来，还不停地用枪

打车子。“气死我了，怎么还没跑走?”王聪之生气地说。“嘭”，

因为刘勇敢开车没认真，所以开进了一家屋子里。这下可麻烦了，小

伙伴们拿出武器和警察们打来打去，不分胜负。“再这样耗下去万一

警察把重武器弄过来，我们就有大麻烦了！”任自由着急地说。王聪

之也很着急，他放下武器，看了一下四周，发现了一串字母

“YUDAOKUNNANDUODIDONG!”“这不是拼音吗！翻译过来应该是‘遇

到困难躲地洞’吗？”王聪之动了动脑筋说。刘勇敢像教官似的，严

肃地对大家喊到：“任自由和王聪之你俩去找密道，我在这顶着，快！”



说着他在拼音下面发现了一个火箭筒，拿起来对敌人打了 2 炮。王聪

之和任自由已开始了寻找。刚开始在拼音上面发现了一张照片上画着

几个人指向同一个地方：摆成门一样的照片墙。王聪之上前一推，墙

竟然开了！但也不会这么幸运，还有一道密码门，而且只有两次打开

的机会。这时任自由急了，警察马上就要打进来了，他推了推王聪之

说：“怎么办呀，怎么办！”“对了，你们看那钟，一直停在 9 点

20 分，所以应该是 920。”刘勇敢回过头来告诉他们俩。“但密码是

四位数，所以应该用 24 时计时法来解，是 0920 或 2120。”刘勇敢

想了想补充道。王聪之先试了 0920，结果错了，又试了 2120，门打

开了。三人见状后赶紧跑了进去，关上了门。“终于逃出来了，可我

们怎么出去呢？”刘勇敢问道。当刘勇敢说完这句话后，后面的墙打

开了，露出了一个通道，右边有一个武器库，他们拿了武器后，往通

道的尽头走去，到了尽头后，他们发现了一个传送门，三人看也没有

退路了，就进了这个传送门。到了外面才发现自己身处在这个星球的

隐藏区...... 

 

          



第二章 可怕的事 

程雨博 

当任自由、刘勇敢、王聪之三人通过黑漆漆的传送门后，就被

眼见的景象惊呆了，这里就是绿树成荫、鲜花遍地，彩色泉水，远处

还有一条飞流直下的瀑布，甚是壮观。三人被这奇异的风景所迷住，

王聪之没有注意脚下，被一颗石子绊了一下摔倒了，在两名伙伴的搀

扶下，他悻悻地爬了起来，随手捡起这颗石子，正想扔得远远的，却

发现这颗石子有一股可乐的味道，王聪之细细端详，用舌头小心地舔

了一下，“哇……这颗石头什么鬼？可乐味的。”刘勇敢听闻后一把夺

过石子塞进嘴里，“嗯……是可乐糖，味道不错。”这时，任自由向两

位伙伴招手，“快来……快来……，我发现这里的树是巧克力做的。”

三个小伙伴仔细观察，他们发现这里的“地”是糖铺成的，树木的枝

干是巧克力的，树叶是薄荷糖，泉水黄的是橙子味、绿的是苹果味、

红的是草霉味的，鲜花是彩虹糖做的。三个小伙伴一边走一边随手采

摘着美味的糖果品尝，这里，天空中飘来一片乌云，瞬间下起“雨”

来，三人没有躲藏，而是相视一笑，齐刷刷地张开大嘴，想尝尝雨水

是什么味道的，果然雨水是雪碧。天啊，这个星球太神奇了。 

走出这片森林，前方便是一个村庄。三个小伙伴太喜欢这个星

球，早就把之前不愉快的经历忘掉了，他们嘻嘻哈哈地走进了村庄，

又发现村庄的房屋是果冻做的，王聪之这时觉得又饿了，他走到一户

人家，啊喔一口咬下一块果冻吃了起来。这时，房屋主人走了出来，

看到他们三人，发出一声尖叫：“啊……有入侵者！”这一声叫可不得

了了，家家户户都冲出人来，手里拿着棍棒，对他们又喊又杀，气势

汹汹。三人吓得掉头就跑，快到村口时，有一辆卡车疾驰过来，停在

了他们的面前，三人心想：这下完了，小命要保不住了。正当三人万

念俱灰里，卡车门打开了，驾驶员冲他们喊：“快上来……” 三人跳

上车后，卡车像是安装了火箭似的，一转眼便走远了。 

三名小伙伴跳上车后，气喘嘘嘘，对驾驶员连连道谢，这时他

们才发现，驾驶员是一名穿着得体的矮小老人，这位老人向他们介绍

自己“我是这个村的村长，村民都叫我老酋长。请问你们是从哪里



来？”三人七嘴八舌地你一句我一句，终于讲清了他们是从地球来的。

说话间，他们的车子停了下来，停在了一处破败的老房子前。老酋长

热情地招呼他们来作客，三个人都觉得老酋长是这个星球唯一的好人

了。“咕…咕…”这是什么声音?任自由摸摸自己的肚子,不好意思地说: 

“不好意思,我饿了。” 老酋长哈哈地笑了起来说：“我去给你拿吃

的。”不一会儿，老酋长端出了盘子，盘子里只有一些硬绑绑的面包

和三杯淡的没味的水。刘勇敢疑惑地说：“老酋长，只有这些吃的吗？

外面的哪些糖果花草我们可以吃吗？” 老酋长听了刘勇敢的话，慢慢

地坐下来对他们说：“其实这硬绑绑的面包和水是这个星球最好的食

物了。我们这个星球正在经历一件可怕的事……” 

 

 

 

 

     

 

 

 

 

 

 

 

 

 

 

 

 

 

 

 



第三章   逃离的原由 

潘昊 

 

老酋长含泪的说出了事实：“曾经有很多外星人喜欢吃糖果，他

们想要天天吃糖果什么也不想做，最后他们喜欢吃糖果的人就齐心协

力，创造了这颗糖果星球。星球上面有一座座巧克力做的城堡，一颗

颗棉花糖做的树木种植在马路两旁，马路上跑的汽车也是用糖浆模具

压制出来的。”说完就拿出了投影仪“砰”只见投影仪投出了糖果星

球以前的样子，居民们坐在巧克力做的城堡里一口一口吃着糖果，还

有居民在雪碧湖里欢快的游着泳。 

糖果星球的国王也下出命令，铲除了糖果星球上的水和泥土，不

得有任何人阻止。还叫居民们在星球上种植大量的果树、甜菜，甘蔗

等含糖量很高的作物，河里灌满饮料。从此糖果星球上的人们越来越

爱吃糖果，吃饭要吃就要吃甜食，要喝就要喝甜的饮料。这些喜欢吃

糖果的人起先觉的很幸福，因为这个星球上的所有东西都是用糖果做

成的，就连空气中的灰尘，被风微微一吹，吹进人们的口中都是甜甜

的。星球上的人们每天与糖果为伴。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代又一代的不停的吃着糖果。慢慢的人们

发现了一个问题，由于他们常年累月一直都是吃着甜的东西，从糖果

星球上的第一代人，到现在的几十代后，发现他们的体型一代比一代

胖，视力也是一代比一代差，他们的骨骼同样也是一代比一代的脆弱，

糖果星球上生活的人的血糖越来越高，引起了好多疾病。我的爷爷就

是因为不停的吃糖果，患上了糖尿病，并引起了并发症，我们给他喝

淡水，他却说淡水那能和这些香甜的饮料比，我们告诉他虽然淡水不

甜，但是喝了能让人健康的活着，他还是不听，我们拿他也没办法，

最后他不停的吃甜食去世了。因此星球上的人们想要改变这种状况，

于是他们想到了需要淡水。星球上的科学家们开始各种探寻，最后在

这颗星球的地心中找到了微乎其微的淡水资源。” 

 这时老酋长用颤抖的手端起桌上的水继续说道：“这些水资源

特别的稀少需要在地心才能提取一点水，而且现在地心的水资源也快



没有了。现在要想改变居住在这颗星球上的人们的这样的病症，唯一

的办法就是我们需要淡水，而这颗星球上唯一在地心中的淡水资源也

快枯竭了，所以我们只有逃离这糖果星球，去另外有淡水资源的星球

上去，但是我们要怎么样才能逃离这里呢，还请你们三位客人帮我们

想想办法吧。” 

 



第四章    讨论“逃离·命运”计划 

顾叶 

  在老酋长说完之后，任自由，刘勇敢，王聪之，可不想接这个案

子。要知道，这三个人都是胆小鬼啊！但是拥有同情心的王聪之看到

老酋长那布满皱纹的脸上淌着眼泪，他心软了下来。王聪之用眼睛瞟

了瞟两个伙伴，用手搂着他们的肩，三个人走到一旁商量起来。 

任自由推开王聪之的手，皱着眉头，很不耐烦地说：“你什么意

思？！这事儿太大，我们管不了。”王聪之点了点头：“招道理说，

我们就 3 个人，的确是没办法。可是，我觉得老酋长太可怜了，他那

个样子总让我想起我去世的太爷爷。我实在是不忍心啊。”刘勇敢不

想说话，他看看任自由，再看看王聪之，深深叹了口气：“得，咱既

然撞上了这个事儿，就帮着想想办法，成与不成先不说，咱们老爷们

儿不能一遇着事儿就往后头缩，那怂包样儿，我可不干！聪之，你主

意多，你说，咱们怎么做？”3 个人叽里咕噜说了好一会儿，终于捣

鼓了个计划出来，他们给这次计划取了个名字“ 逃离·命运’计划”。 

老酋长一听，老高兴了，说：“那计划咋运行呢？”三人互相看

了一眼，神秘的说：“别急啊，让我们慢慢地跟你道来。” 

“逃离 命运”计划：就是由 “T-102”这个飞碟以每分钟 10000

光年的速度向地球--那个蔚蓝色的星球进行移民。在这之前我们会发

射 10 个“希望·奋斗”系列的卫星开辟“T-102”的航道，保证这次

移民的安全，与此同时我们可以通过卫星观察宇宙，看看的月球啊！

火星啊！木星啊！上有什么新鲜的东西。“但是在我们进入地球降落

以后随时都会发生……”王聪之说。“会发生升么啊？”老酋长害怕

的问。“会引发一场激烈的战争！”王聪之说，老酋长颤抖地说“那

我们有武器吗？”“我有材料，足够造五百个‘斯尔沃·朱雀’，还

有一些石头做的手榴弹。但那边用的坏人用的是轰炸机，加特林，火

箭筒。我们可压不住场了呀！”看来我们还是要想一个万全之策。 

“唯一一个办法是，让我造一个“幻影列车”。我可以在一年之

内造一个“幻影列车”到地球实地考察，每时每分每秒向我们汇报地

球那里情况，那里的人在干啥，是造飞机，还是造火箭，还是造导弹。



是发地震，发水灾，还是大海啸。实在阻止不了那么，我们可以在

“T-102”上可以增加全方位“TPS”确定位置定位，用“超梦 X”“超

梦 Y”“炫彩 X”“炫彩 Y”这四把超级机枪火力压制，再用“雷电”

“响尾蛇”“北斗”等中型导弹或用“武松”这个专炸飞机的导弹。

实在搞不定，一个“战地·血战”超级追踪弹，那个飞机就“歇菜”

了。还有，可以用最强的武器“VR·梦幻”导弹风暴。 

“我们的飞碟要飞 4.1202 亿光年才能到地球呢！”任自由说，

“我们先要考虑飞碟的事儿,还有飞碟的设计呢！” 

“好了！路上安全的问题我们考虑好了，我们讨论一下飞碟设

计吧！”王聪之说。老酋长提议：“你们可以用我们糖果星球的 TG-

悟空系列的 50 余个核动力发动机提供动力，像飞盘一样飞出去。还

有，我们要带所有想要离开糖果星球的人一起去地球，所以要做一个

两层的飞碟。”刘勇敢说：”我们的主控室里要安装一个可定位地球

的 TPS 导航系统，还要有食物、水…… 

“那么我们开工吧！”王聪之说。”  

  

 

 

 

                       

 

 

                                                            



第五章    造飞碟 

潘天宇 

 刘勇敢、任自由和王思聪分工明确，任自由去找糖果零件，王

思聪设计并安装，刘勇敢掩护他们完成第一次逃生。 

王聪之兴高采烈的拿着他亲手画了三天三夜的飞碟建造图说，这

是我们的飞碟建造图，飞碟分成五层，第一层和第二层是平民的生活

区，第三层是抢救室和门诊，第四层是整个飞碟的主控室只有老酋长。

刘勇敢，王子聪。任自由可以进去，因为只有他们有门卡，第五层是

淡水和汉堡的仓库，每隔两天发一次食物和生活用品。王聪之过了一

会儿说，在飞碟的中心，有一个非常庞大的螺旋桨，控制着飞机起飞

和降落，还有在飞机的尾部河后面装上两个。X-35 号，量子喷射器。

对了这次飞碟的形状是在三角形的基础上向外鼓。是一个接近圆型。 

刘勇敢听完连连拍手说：“好！我们赶快开工吧！’’不要看老

酋长虽然老了，但头脑还很灵活，他偷偷开展了每个村，讨论大家都

想逃离这个星球，就在这时他们兄弟三个发现糖果做的东西不坚固而

这里的铁啊、铜啊、金啊、银啊、基石啊、岩石啊，都被拿走了，他

们个个叫苦连天。 

不过在他们感到灰心丧气的时候，任自由的灵耳朵听见远处一大

群卡车的声音。大概几百辆吧。他连忙拿起望远镜一看。大叫一声：

“啊！我们的援兵来了”，不一会儿工夫，500 多辆车的大卡车齐刷

刷地停在了我们的面前，跟这个车队的领导讲明情况后，他们非常支

持，大家异口同声的说：“拆吧！”此时他们三觉得希望又来了。他

们为了造飞碟，整整用了一年的时间，第一、二两个月造飞碟的骨架

和外壳，第二、三月都是造内部基础设施，第六、七、八、九、十月

是装修主要部分，第十一月是装修装饰房间，第十二月是试飞月！ 

刘勇敢说：“大家先不要上飞碟，让我先试飞一下，好了以后，

大家就拿着包裹上飞碟。”刘勇敢麻利地把飞碟飞了起来，他的助理

任自由说：“你不愧是网络游戏高手，真是名不虚传啊！”“工作。”

刘勇敢说。听“隆！啪！！！”飞碟飞不起来。刘勇敢下了飞碟检查

了飞碟，走到围观的群众中，一手拿着喇叭，一手拿着那块石头，说：



“是谁把石头放在螺旋桨里的？”一个小男孩不好意思的说：“是我，

对不起。”“ 

没事，下次不要放了。”刘勇敢摸着小男孩的头说。 

刘勇敢再次仔仔细细的全部检查了一遍，确定没有问题了，又重

新飞了起来，绕着一座大山绕了几圈，就这样连续试了好多次,然后

飞回了镇上，说：“现在大家可以放心地乘坐这架飞碟了。”群众们

都沸腾着，高呼着。经大家商量，一致决定第二天出发。 

第二天，刘勇敢开着新的飞碟飞向宇宙，飞向了大家向往的快乐

王国…… 

 

      



第六章    采集资源 

梅子翔 

    飞碟造好了,任自由，刘勇敢，王聪之他们三人都在想,从糖果世

界飞向蓝色的星球需要大量的石油和矿产资源.他们为此而烦恼,如何

才可以在糖果世界里找到大量的石油和矿产资源呢? 

正在他们烦恼的时候,老酋长告诉他们有一条路可以找到他们想

要的石油和矿产资源,但是一路困难重重,还积其危险,你们要做好思

想准备,没等老酋长说完,他们三人异口同声的说,不管有多大的危险,

多大的困难,我们都要去.接着老酋长对他们说:”一直向西走,就能到达

一片物产丰富的沙滩,”那么还等什么,赶快出发,任自由说”. 

    首先,要来到这片物产丰富的沙滩必须要穿过一片含有瘴气的树

林,想通过这片含有瘴气的树林必须一直向东走,爬过七座山,跃过四

条河,找到可以抵御瘴气的草药薤叶芸香，你们把它采回来,在树林里

面你们把薤叶芸香含在嘴里.你们就能走过这片树林,老酋长对任自由

说,任自由听了便一直向东走,爬过七座山,跃过四条河果然找到薤叶

芸香的草药,接着任自由小心翼翼把它采下,带回去了。 

接着老酋长又对刘勇敢说:”要来到这片物产丰富的沙滩还必须要

跃过一条有毒气的河流,因为这条河流有毒气你们不能游泳过去,在河

边有一个船夫你们可以让他划船渡你们过去,但是想让他划船渡你们

过去你们必须喝一口毒河里的水,那是糖果世界唯一的船想要过河必

须喝一口毒河里的水.不想被毒死的话就得一直向东走过十座山跃过

八条河你就能看见那里有一条河你用瓶子装满一瓶,船夫让你们喝下

河里的毒水时要立刻喝下瓶子里的水,老酋长又对刘勇敢说,”刘勇敢

听了便一直向东北走爬过十座山,跃过八条河,果然那里有一条美丽的

小河他拿来瓶子装了满满一瓶就回去了. 

最后老酋长又这对王聪之说:”要来到这片物产丰富的沙滩必须在

走过一片荆刺,只要你走进去这些荆刺就会将你团团围住,想要出去的

话就的一直向南边走过十二座山跃过十条河那里就会有一袋花粉你

把他拿回来,在经过这片荆刺时你把花粉扔向这些荆刺这些荆刺就会

给你让路,你们就可来到这片物产丰富的沙滩”王聪之听了便一直向



南边走过十二座山跃过十条河那里果然有一袋花粉他便拿了会来. 

他们拿着这三样东西便向这片物产丰富的沙滩出发了,首先他们

来到一片含有瘴气的树林任自由拿出薤叶芸香把花瓣放在嘴里轻而

易举的过一片含有瘴气的树林,接着他们来到了一条有毒的河,他们请

求船夫划船让他们过去船夫喝一口毒河里的水,他们喝了一口毒河里

的水又拿出瓶子里的水立刻喝了一口他们顺利的过了河,最后他们走

进了荆刺里面刚刚进去荆刺就将他们荆刺团团围住王聪之拿出一袋

花粉把花粉只向这些荆刺上撒果然这些荆刺立刻给他们让路,他们顺

利的来到了沙滩. 

他们采集了足够的石油和矿产资源,第二天任自由，刘勇敢，王聪

之他们三人带着糖果世界的人们座上飞碟准备飞向蓝色的星球,三,二,

一发射只听一声响飞碟便飞向了太空去了...... 

 

 

         



第七章    飞回地球 

程健翔 

太空飞行的第五天，距离地球还有 1000 万光年，需要 16个半小

时左右，大约在明天上午九时到达地球。 

“报告！”一位糖果星人说道，“前方进入星际海盗活动区域，

须加强警戒。”王聪之回答道，“没问题，飞碟有 80 名护卫，分成

四个班。每班站岗六小时。”“好的，收到。”突然，任自由大喊一

声：“完了，完了，我们已经被星际海盗发现了。不好，太阳系的恐

怖分子与星际海盗联合起来，已经全部转移到这片区域了！”“什么？

快，血红导弹准备发射！超梦 X，超梦 Y，炫彩 X，炫彩 Y，4 种机枪，

随时准备发射！”刘勇敢大声下达命令。王聪之提醒道：“还有雷电，

响尾蛇，北斗，武松等导弹。VR 梦幻导弹风暴也很强大。”任自由

接着说：“最新研究成功的幽灵 CEO8 重型激光炮，旋风五号机器人

立即发射，前往敌船，并安装血红无敌核导弹，立即炸毁敌船，另一

种 X1560小型飞船从四面包围，将剩余恐怖份子通通消灭！”糖果星

人立即说道：“明白，所有人各就各位，全体导弹 3、2、1、发射！”

“碰——碰——碰——”随着一声声巨响，敌方救生船被消灭，可谁

知敌船上的海盗居然使用 DP-28 激光轻型机枪进行反击，我方机器人

在短短一分钟内从十个减少成了六个机器人，继续与海盗作殊死决

战！“立即撤退！”任自由发出撤退命令和攻击命令：“所有超声波

武器，立即向敌军救生船发射！”“晃——晃——晃——”声波武器

的力量果然强大，敌军被全部消灭了。 

就在大家正为战斗的胜利欢呼雀跃时，飞船的警报声响起来了。

任自由见了，大声叫道：“大家快去救生船！”话还没有说完，飞碟

就失控了，“砰”的一声，撞停在了一颗小行星上，大家刚松了一口

气，小行星上突然出现了一个虫洞，“呼”的一声，把他们连飞碟全

部都吸了进去。王聪之、任自由、刘勇敢和糖果星人们都被撞得失去

了知觉，顿时昏了过去。当他们醒来时，发现脚下出现了几个金光闪

闪的大字——“西游记”。王聪之恍然大悟：“那是时光穿梭机，把

我们送到西游记里头了！”这时，正在天空中探路的孙悟空，只听到



“哗”的一声巨响，他眯起眼，用火眼金睛一看：哇！一个好大的圆

盘和三个人，还有一大批超大糖果棒棒糖掉了下来，他吓了一跳，连

忙回去报告师傅唐僧，猪八戒听了哈哈大笑，一边直流口水，一边说：

“师傅，让我去走一趟，找一个超大糖果棒棒糖吃吃可以吗？”“想

得美，它们也是生命啊！”唐僧生气地拒绝道。“那我去把他们接过

来，去去就来。”孙悟空还没等师傅回答，一个筋斗云就飞走了。 

刘勇敢刚醒来不到一分钟，就看见孙悟空把飞碟和小伙伴们变

小，收进了孙悟空的“大手掌”里。十秒后，自己又和小伙伴们变成

了原来的样子，唐僧让沙和尚挑来一大筐桃子，请大家吃，大家经过

了一个半小时的激战，已经非常饿了，一顿狼吞虎咽后，任自由问：

“请问各位高人，我们怎样才能飞回地球呢？”沙和尚一蹦而起，说

道：“对了，在天庭时，我听说太白星君有一样法宝，可以穿越时空

隧道，但是，穿越的时候特别危险，你们可要多加小心啊！”“太白

星君是谁呀？你们这里的历史能说给我们听听吗?”一位好奇的糖果

星人问道。“说到历史，我就给大家说一说。上古 5000 年，盘古开

天辟地，女娲造人补天，三皇五帝尧、舜、禹，夏、商、周后春秋战

国，封建第一秦始皇，统一天下汉祖刘邦，三国时期诸葛，司马，周

瑜拼智力，刘，曹，孙拼武力，晋朝司马占天下，隋代皇帝父省子贪，

大唐盛世永保留！”唐僧乐呵呵的娓娓道来。“哇，这是一个多么神

奇的地方啊！”糖果星人无比惊讶地赞叹道。猪八戒抢先说：“你们

猜猜这是什么国家？这是地球中最强大的国家——中国！” 

“时间不早啦，”任自由提醒道，“我们快点出发吧。”孙悟空

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儿，问：“这个大盘子，是什么鬼东东？如来才能

用？”刘勇敢边走边说：“这是飞碟，它可以风驰电掣地冲云破雾、

上天入地，是二十一世纪人类研制的最新高科技宇宙飞船。”“奥，

我明白了。”孙悟空听了直点头。“对了。老孙，帮我修一下飞碟，

这是设计图。”“好的，这算什么，我可是大工程师。”只见孙悟空

拔了一根毫毛，轻轻一吹，只见千万只小猴子蜂拥而至，开始干活，

几秒后，一个金光闪闪、水晶玻璃的飞碟就出现在大家面前。大家赶

忙上了飞碟，孙悟空在外面指路，两分钟后，到了太白星君堂，太白



星君听了他们的遭遇，拿出一个瓶子：“这就是那件法宝了，但里头

有非常高的温度。”然后，他把瓶子放在地上，瓶子里立即放出万丈

金光，任自由他们立即登上了飞碟，向着那片金光飞去。 

………… 

飞碟通过 1000 多度的高温，进入了大气层，来到上海的浦东机

场。王聪之担心地说：“我们没有准落证啊！”这时，机场上的一架

武装直升机起飞，上面的武装警察用扩音器大声喊道：“不明飞行物

体，UFO 不准降落！”王聪之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目前无法降落，

该怎么办？请各位提出自己的意见。”刘勇敢猛地站起来说道：“对

了，我们可以去内蒙古的草原，在锡林浩特附近有一大片平顶山，可

以到那儿去降落。”糖果星球的老酋长拍手称道：“好主意！那我们

立即向西北的锡林浩特方向进发。” 

三分钟后，飞碟慢慢的降落在其中一个超大的山顶上。“砰”的

一声，飞碟的门打开了，晃晃悠悠地飘下一个云梯，糖果星人惊奇地

打量着四周。只见这里一望无际的翠绿大草原，一群群白白的绵羊立

即向这里奔来，好奇地打量着他们，牛、马、骆驼也赶过来凑热闹，

他们闻着糖果星人特有的糖果味，很是享受，甚至有一只胆大的马咬

了一口糖果星人的绿色太空服，淡淡的薄荷味沁人心脾，马儿高兴地

在草原上跑来跑去，糖果星人们好奇地试探着触摸牛马羊和骆驼们，

动物见来者不是坏人，跃跃欲试，也试图靠近糖果星人。“地球比我

们想象的还要美丽！”糖果星人们赞叹道：“蓝蓝的天空飘着白云，

青青的小草，美丽的鲜花，善良、勇敢、热爱自由的人们……” 

“呼——吁——”王聪之、刘勇敢、任自由 3人纷纷长叹了一口

气，“我们终于飞回

了地球，惊险刺激的

糖果星球大冒险成

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