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本篇小说是日本动漫《借物小人阿莉埃蒂》的一个延续，

所说的故事是从小人“阿莉埃蒂”一家和“斯皮勒”因为人

类的干扰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后，去寻找新的安身之所引发

的故事，一路上他们碰到了许多不可思议的事，因为人类对

环境的日益破坏，小人族受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生存威胁，

小人们该如何保护自己?未来该何去何从?跟人类做朋友还是

当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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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另一个小人部落 

阿莉埃蒂与翔告别后，与爸爸妈妈和斯皮勒坐着水壶，开始了他们新的漂流。

他们一路顺流而下，饿了就伸手摘几粒野果充饥。渴了就俯身喝一口溪水解渴。

偶尔还会停下来，沐浴着阳光躺在草丛上，打一个小盹儿。 

“沙、沙、沙”，突然从不远的草丛中爆出来了许多动物。有灰色的老鼠，青

色的青蛙和黑色的蟑螂。阿莉埃蒂知道他们一定是循着她们一家的气味赶来的。

不过斯皮勒早已发现了他们。就见斯皮勒一个漂亮的后空翻直接落在了蟑螂的背

上，卯足了劲一脚踹下去，把蟑螂直接踹的趴到地上，蟑螂疼得嗷嗷直叫。可就

在这一眨眼的功夫，老鼠就爬上爬到了水壶上。眼看爸爸就要撑不住了，只见斯

皮勒一个大跨步。就跳到了水壶上，与老鼠厮打在一起。 

就在阿里埃迪一家人与小动物们纠缠时，天空中出现了几个黑影。斯皮勒仔

细一看，发现这也是小人族的人，他们手中都拿着火把，只见他们一边大声的斥

责坏动物们，一边极速晃动手里的火把，用火焰吓退了这些可恶的坏动物们。 

“刚才谢谢你们了，不然我们就会被哪些坏动物们伤害了” 阿里埃迪一家

人激动的对这些帮助她们的小人们说。“没事，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来，我带你

去看看我们的基地吧，你一定会喜欢那里的。”小人队伍中的一个领袖说。 

“好的！我们很荣幸能到你们的家里做

客”  阿莉埃蒂很有礼貌的回答到。 

接着他们来到了小人国基地。小人国基地位

于一个美丽小湖的旁边，周边全是高高的大

树。在这个美丽而又神秘的城市里，有着许

多无忧无虑的快乐生活的小人们，城市里有

许多拔地而起的高楼，形状各异，充满了奇

幻的色彩，城中宽敞的街道上有着许多小巧

可爱的车辆飞速行驰着，街道两边的商铺里

许多小人国的市民来来往往的，热闹异常。

阿里埃迪一家人非常喜欢这个城市，她们决

定在这个城市里好好的居住一段时间。 

突然有一天。有一群狼狈不堪的小人来

到了这个城市。只见他们的头发都乱蓬蓬的，

还沾着许多尘土，衣服破破烂烂的看起来可

乞丐一样。“你们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我好像没有见过你们啊！”城市的卫兵询问

道。 

“我们原来在另外一座城市，但是人类已经扩张到了我们的家园，人类用许

多机器推倒了我们的大树，填平了我们的水源，大家想反抗，但是人类的机器太

过庞大，我们实在不是对手。”新来的小人们颓废的说，“人类把我们的城市都推

平了，大楼、房子等等都塌了，我们好多人都埋在了地底下逃不出来了，只有我

们。。。。。。呜呜”新来的小人们纷纷痛哭着说。 

“居然还有这种事？那么你们先住在这儿，明天我们就去那里救人。”基地



的领袖一边说着一边安慰着新来的小人，然后，他有大声的说“后勤官，后勤官，

快快，你抓紧安排他们去洗漱一下，然后吃点东西，再找些人去安排他们的住宿，

让他们好好休息一下。另外通知卫戍士官和行政长官来议会集合，我们商量一下

明天如何去救人。” 

 

第二章   寻找护圣符 

在会议室里，卫戍士官和行政长官以及其它长官在位子上等候会议的开始。

小人族有两派，一派是以卫戍士官为首的自由派，还有一派是以行政长官为首的

投靠派。这时，会议长来了，他说:"

各位长官，面对人类的不断发展，已

有许许多多的小人族受到灭顶之灾。

今天晚上，我们就来讨论如何救人。

你们可以畅所欲言。"                                                                                                 

    话音刚落，行政长官就说:"我们

要从人类的眼皮子底下是很难救到

人的，只有通过人类的帮助才能成功。

因为人类实在是过于庞大了。他们还

有许多比他们更大更厉害的机器。我

们的军队打得过才怪呢！所以只有一

条出路一一那就是投靠人类，让人们

把我们当宠物养。""人类虽然强大，

可是看不见小的东西，二来他们又马虎，容易半途而废；三来我们可以进入深山

老林，让树木杂草来作掩护，还不用担心水源的问题，我们可以净化海边的水来

喝，我们甚至可以把房子改成行走的房子，就是底下有车轮的房子，所以有以下

几点，进入深山老林就高枕无忧了。希望大家能够听我的意见。"卫戍士官说。                                                                              

两派不想打持久的口水战，于是提出了问部落首领的想法。大家全票通过。 

阿莉埃蒂和会议长敲了敲门。只听一个苍老的声音说:"有了急事你们还客气

啥，进来吧！咳咳。"于是会议长推门进来，阿莉埃蒂紧跟其后。只见一个苍老

的，毫无生气的白发老人端坐在里边，不安的喝着热热得、冒着白烟的红茶，吃

着一小块面包，当做晚饭。 

     "原来部落首领这么节俭、朴素啊"阿莉埃蒂小声地对会议长说。会议长说"

当然了。只不过节俭得过头了点，连医生也不去看。身子弱得很。但还是很长寿，

他已活了二三百岁了"  

    那个白发老人问":这个小女孩是不是阿莉埃蒂啊？咳咳，那个跟人类翔有接

触的小人？" 

    "是的。就是她。"会议长恭敬的说。他觉得不应该听他们的对话，于是悄悄

地关上梨花色的房门，蹑手蹑脚的去了会议室。 

    部落首领贝没人了，就说"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很久很久以前，大概是在上

古时期，那时还没有人类，我们是大地的主人，有一天我们得到了一个发光的璧，



上面嵌入了黄灿灿金子、紫莹莹的紫水晶和精美无比的钻石。反面雕刻着"护圣

符"三个大字。突然有个人摸了下它之后不见了，我们很着急，以为那个小人死

了。正在伤心难过的时候，他回来了。我们都感到很惊讶，我们问他"去哪里啦？

害得我们找不到你。以为你死了。吓死大家了。" 

    他说他摸了之后就到了个不知名的小村庄，那里有金子做的冰箱，银子做的

假山，玉石做的房子，到处都是桃花香、酒香，美而富，馒头吃了都不收你钱，

只管吃就行……人们听了都愣了半天，因为那时所有人人族都很穷，一个馒头可

以吃三天，一天能吃上一个馒头以经非常富了，所以没有这个地方。 

    之后他我们请了专家才知道原来他去的地方是一个平行宇宙。在那里。有无

限的物资。而那一个护圣符是一个守护神。有了他的存在。我们可以到达任意一

个平行宇宙。而现在那个护圣符，也就是守护神。就在一个人类的手里。她的孩

子跟你有过关系，她是……"话还没讲完，部落首领就"咚"一声到在地上死了。

阿莉埃蒂喊"长老！长老！快来人啊！长老死了！″ 

 

第三章   妈妈的幸运星 

说完这些部落首领就死了。

阿里艾迪一时失去了所有的线

索,情急之下阿莉埃蒂将这个事

告诉了会议长。会长立刻召开了

会议。但是两个派别都有不同的

意见,一派还是坚持远离人群迁

徙到遥远茂密么丛林中,放弃寻

找护圣符，他们认为护圣符只是

传说，并没有这样的东西，如果

一直停留在这个部落等待他们

的将是彻底的灭亡，而另一派认

为，如果能找到“翔”取得护圣

符的话那全族人都有希望活下

来，而他们当中唯一见过“翔”

的只有阿里艾迪！他们希望阿里艾迪能帮助，阿里艾迪成了所有人唯一的希望，

最后会议全体成员决定让阿莉埃迪和斯皮勒去寻找护圣符。但是没有任何线索的

爱里艾迪和斯皮勒根本无从下手，他们找了部落里的人一点点询问。可是大家都

不知道翔是不是真有护圣符，最后在妈妈那才理出头绪。原来护圣符就在翔已故

的太外公手里。阿里艾迪终于看到了希望，他们即刻准备出发，得知女儿又要去

人类那儿，妈妈很担心。在阿莉埃蒂出发前把自己爷爷留给她的幸运星给了阿里

艾迪。告诉阿里艾迪如果在寻找的过程中发生了意外，一定要把幸运星拿出来，

它能给你们指名方向，带去好运。望着孩子远去的背影，妈妈默默的祈祷着，希

望孩子凯旋归来，与此同时，部落里所有的小人都到来目送着阿里艾迪和斯皮勒

的离开，他们祷告上帝，希望幸运之神眷顾他们。 

 



第四章  可恶的阿春 

阿丽埃蒂想赶快找到护圣符，就和斯皮勒一起赶往翔的家。欢快歌唱的鸟儿，

茂密青翠的山林，蜿蜒的清澈小河，花香扑鼻、五彩缤纷的花海，还有其他美丽

的风景他们都没有停下来欣赏，而这一路上他们也没有受到野兽和动物们的攻击，

这也许是幸运星给他们带来了好运。 

他们日以继夜地赶路，没过几天就到了翔的家，可是翔不在家，阿丽埃蒂和

斯皮勒决定在家等翔。阿丽埃蒂和斯皮勒赶路的这几天都没好好休息，实在是太

累了，于是倒头就睡着了。到了晚上，阿丽埃蒂和斯皮勒被一阵“咕噜咕噜”声

给叫醒，原来是他们的肚子在“抗议”了。阿丽埃蒂和斯皮勒在家找了一会，发

现没吃的，只能去“借”一些了。阿丽埃蒂和斯皮勒虽然每次只是借了很少的一

点，但是还是被阿春发现了。 

“不会是家里又有老鼠了吧？”阿春疑惑道。这天晚上，阿春把放有奶酪的

老鼠夹，放在了厨房门口，就回房睡觉去了。第二天一早，阿春去厨房一看，老

鼠夹上什么也没有，奶酪也还在，可东西还是少了。阿春皱起眉头，抓了抓头发，

突然，阿春拍了一下头，恍然大悟，原来家里很可能又出现小人了。阿春开始找

工具，做了一个类似捕鸟笼的陷阱，放在了冰箱门的旁边。到了晚上，阿丽埃蒂

又和往常一样出来借东西，在借完东西准备回去的时候，意外发生了，阿丽埃蒂

掉在了阿春设置的陷阱里。阿丽埃蒂着急地在笼子里跑来跑去，想赶紧找到出口

出去，斯皮勒还在家等着她呢。阿丽埃蒂找得没力气了，心想她还没把幸运星给

翔呢，想着想着，伤心地哭了。 

斯皮勒在家迟迟看不到阿丽埃蒂，感觉可能出事了，于是就出去找阿丽埃蒂。

斯皮勒一边找阿丽埃蒂，一边小声的叫着:“阿丽埃蒂，阿丽埃蒂，你在哪？”

在经过厨房时，斯皮勒仿佛听到了阿丽埃蒂的声音，进去一看，惊了，只见阿丽

埃蒂坐在陷阱角落里哭着。阿丽埃蒂这时看到了斯皮勒，立马站起来擦掉眼泪，

让斯皮勒想办法把她救出去。斯皮勒围着陷阱看了几圈，终于被他找到了出去的

方法。斯皮勒救出阿丽埃蒂后，一路飞

奔回到了他们的家。“今天好险啊，差

点就被阿春抓到了。以后我们出去借东

西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决不能被人

类抓到。” 

阿丽埃蒂一边后怕地拍着胸脯，一

边和斯皮勒郑重地说道。到了早上，阿

春一醒就跑去厨房查看，结果发现陷阱

虽然有被触动过，可是就是没抓到小人。阿春这下生气了，瞪着眼睛，握紧拳头，

大声叫道，“我一定要抓到你们。”阿丽埃蒂和斯皮勒吓得躲了起来。阿春暂时也

想不出什么办法，只能气鼓鼓地去镇上买菜了。镇上很热闹，有卖菜的，有卖小

玩意儿的，有卖糕点的，还有很多店铺。她无意中听到人们再说镇上来了支驱虫

队，而且很厉害。 

阿春向他们打听到驱虫队的地址，来到驱虫队，她和驱虫队说明来意后，驱

虫队立刻就拿起设备和武器，就和阿春回家了。这边，阿丽埃蒂和斯皮勒，想着



晚上出去借东西不太安全，就想着要不就白天去借。阿丽埃蒂和斯皮勒等阿春出

门了，他们就出来借东西了。当他们刚借完东西准备回家时，阿春和驱虫队回来

了。阿丽埃蒂和斯皮勒飞一样的跑回家，坐在凳子上直喘气。驱虫队到了翔的家

后，就开始工作了。驱虫队长指着各个队长吩咐到，“一队，你们去厨房。二队，

你们去卧室。三队，你们去客厅。”“收到，队长！”三队队长同时答道。各组队

员穿上防护服，手里各拿一个红外线热感应仪，仪器下方还有很多小孔，只要感

应到地下有活的动物、昆虫就会从小孔中喷射出麻醉气体。而在喷出气体的同时，

仪器会自动发出定位，电脑显示屏就会亮出一个小红点显示出具体位置。 

阿丽埃蒂和斯皮勒看到机器害怕得四处躲藏，可是不管他们藏到哪，仪器总

能找到他们并喷出麻醉气体。阿丽埃蒂和斯皮勒越跑越慢，最终被麻醉倒了。驱

虫队队长在客厅角落的地板下找到了阿丽埃蒂和斯皮勒，当队长看到小人时，惊

呆了。驱虫队长很快反应过来，把阿丽埃蒂和斯皮勒关在了一个透明盒子里，递

给了阿春。阿春看着关在盒子里一动不动的两个小人，自言自语道，“嘿嘿，可

把你们抓住了，我一定要给主人看看，我没有骗人，真的有小人存在！”驱虫队

长听见了阿春的话，又看了看小人，“如果我把小人拿出去展览，肯定会引起轰

动的，驱虫队也会名声大噪，到时我就发财了！” 

驱虫队长开始和阿春商量，能不能把小人卖给他。起初阿春不同意，在驱虫

队长一次次的加价下，阿春最终同意把小人卖给驱虫队长。驱虫队长和阿春做的

所有事情都被外出归来的翔的猫看到了，猫乘驱虫队长和阿春不注意，叼起装有

阿丽埃蒂和斯皮勒的盒子就跑出去了。阿丽埃蒂和斯皮勒被晃醒了，他们被眼前

的景象迷住了，街道上高楼大厦，各式店铺，还有穿着各异的人们，都让阿丽埃

蒂和斯皮勒感到惊奇。外面的景物再惊奇，阿丽埃蒂和斯皮勒也失去了兴趣，因

为他们不知道翔的猫会把他们带到哪去。阿丽埃蒂和斯皮勒只能坐在盒子里尽量

保持身体平稳，翔的猫跑的太快了，还专挑隐蔽狭小的地方跑。阿丽埃蒂和斯皮

勒被风迷了眼睛，只能闭上眼睛，耳边传来呼呼的风声。没过多久，阿丽埃蒂和

斯皮勒感觉听不到风声了，他们睁开眼睛，翔就在他们眼前。原来翔的猫知道阿

丽埃蒂和斯皮勒是翔的朋友，就把他们救了出来，并送到了翔在的医院里。 

第五章   翔的帮助 

这时的翔已经病入膏肓，一个人静静的躺在床上，默默的看着窗外发呆！门

外的尼亚带着阿莉埃蒂“喵”的一声轻轻的推开了门，翔看到阿莉埃蒂突然出现

在自己面前，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此时已经忘记了自己的病痛，翔缓缓的从

床上爬起来走到阿莉埃蒂面前，轻轻的伸出了手把阿莉埃蒂小心翼翼地一把托起，

他对着阿莉埃蒂深情说："能见到你

真的很开心，现在的我的身体情况都

不怎么能去花丛中躺着了，但是那是

我最喜欢去的地方，因为那里是我曾

经可以仔细看你的地方，那天的你真

的很美，你的脸庞似乎有粉红色的光

晕，又如太阳般散发出魅力，感染了

我。我还喜欢那个地方，是因为有大

自然的喧闹，不像此刻的房间那么冷



冷清清，我只想找个人说说话，想起你那天站在我肩膀上，我感觉自己从来没有

那么勇敢过，从来没有那么着急的想帮助一个人，奔跑到厨房的时候，其实我快

要晕倒了，只是简单的奔跑一下，对我来说可能是致命的剧烈运动"。阿莉埃蒂

听到翔对自己说的一番话即是害羞又很感动，她静静地依偎在翔的手心里。待在

一旁的尼亚都不好意思的走开了！ 

阿莉埃蒂把部落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告诉了翔，当翔得知了阿莉埃蒂部落的事

后，翔决定帮助阿莉埃蒂找到护圣符。在翔不断的找寻线索的时候因过度劳累引

发了心脏病的恶化，只见翔的脸色苍白，手捂住胸口，呼吸急促，这下急坏了阿

莉埃蒂，翔跟她说不要害怕，做了手术我就会好起来的，我会活下去的，你是我

活下去的勇气！阿莉埃蒂哭啼的说：“你要答应我，一定要勇敢坚强，好好的活

下来，加油加油！”。 

这时翔还是想着尽快要帮阿莉埃蒂找到护身符，他把这事告诉了姨婆，想让

姨婆帮助他完成这个心愿。姨婆见到了阿莉埃蒂很是惊讶，终于可以见到他们小

小人了，姨婆很乐意答应帮助阿莉埃蒂找护身符，她思来想去记得她爸爸曾经留

下了珍藏的笔记本，她来到书房翻箱倒柜找来了爸爸的笔记本，翻开一看终于找

到了护身符的下落——娃娃屋。 

第六章   娃娃屋的秘密 

此时，阿春正在医院中等待着，她心想：“哼，要不是翔的猫来烦，我早就

成功了”！正当她要决定打消抓小人念头的时候，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又让她有了

一个歪主意——去抢护圣符并占位既有。 

阿春立马出了医院，随便找了一辆出租车就急急忙忙的往翔家赶，不一会儿

阿春就来到了翔的家门口，立马拿出钥匙开门，结果钥匙是插进去了，可怎么也

打不开，定睛一看才发现插错了钥匙，于是赶紧用力往外拔，用力过猛，不想自

己一个踉跄摔在了地上，一个路人看到这一幕也不禁笑出了声，阿春又生气又心

虚的说：“干嘛，看什么看，闪一边去”。门终于打开了，阿春一路小跑，正要打

开娃娃屋时突然传来一个声音“住手”。 

阿春以为是翔的姨婆，心里一紧，往后看了看，却什么也没有看到，心想可

能是自己幻听了，于是转身过

去，这时一颗蚂蚁大的石子飞

了过来，正中阿春头部，虽然

打中了，但并不疼，阿春这才

发张躲在柱子后面的阿莉埃帝，

正要上去一把抓着这个小不点，

却不想阿莉埃蒂一个侧身就躲

开了，说时迟那时快，躲在另

一个角落的斯皮勒一箭射中了

阿春的眉心，可是剪太小了，

丝毫不起作用，阿春怒火中烧，铁了心的想抓住他们，可回头一看发现翔小时候

玩的机器人正在用绳子拉门，阿莉埃蒂就站在门旁，阿春一个箭步去抓她，斯皮

勒叫她快跑，可阿莉埃蒂却纹丝不动，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门开了！里面堆得



物品像泥石流一样倾倒出来，正好将阿春埋在了里面。“你刚刚真是吓死我了，

差一点就被抓到了”。斯皮勒说到。 

“现在不也没有事了嘛，快走啦，赶时间”。阿莉埃蒂说到。安全只是暂时的，

阿莉埃蒂没走几步，阿春又从物品堆里爬了出来要去抓她。 

这一幕幕被翔的猫咪都看在了眼里，于是它向阿春扑了过去，疯狂的抓挠，

阿春的身上留下了许多的毛抓印，此时猫咪指了指一旁散落的杀虫剂，阿莉埃蒂

立马明白了猫咪的用意，阿春不顾一切的扑向阿莉埃蒂，说时迟那是快，阿莉埃

蒂拿起杀虫剂对着阿春的脸就是一通乱喷，阿春直接被喷晕了过去。 

打败了阿春，阿莉埃蒂和斯皮勒进了娃娃屋，他们先从厨房找护圣符，打开

冰箱，打开橱柜，找了个遍都没找到，正要问斯皮勒时，却发现他拿了块饼干在

那吃了起来。阿莉埃蒂说 “你能不能别这么不务正业阿”。 

“跟你走了这么久，我肚子都已经饿扁了，好吧，我不吃了，一起找吧”。斯

皮勒说。厨房翻遍了也没找到，于是他们又来到了客厅，他们翻箱倒柜却一无所

获，斯皮勒累的靠在了墙边，手一不小心推了一下墙上的画框却发现了藏在背后

的一个神秘的柜子，上面的图案跟幸运星一摸一样的凹槽，于是他们用幸运星打

开了柜子，拿到了护圣符。  “你还说我不务正业，你看最后还是我找到的”，

斯皮勒嘴里嘟囔道。 “好了，好了，知道你厉害，我们得赶紧走了”。阿莉埃蒂

说。于是他们俩原地休整了一会儿，又重新上路了。 

第七章   不同寻常的友谊 

    阿莉埃蒂和斯皮勒拿着护身符，来到了一条小河边。 

    斯皮勒对阿莉埃蒂说道：“沿着这条小河一直走，我们就能到姨婆家了。”说

着斯皮勒快步跑到了一棵高大茂密的树木上，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摘下了一片金黄

色的树叶，然后用石头砍了两条不粗不细的树枝做成了船桨。他们跳上了黄金树

叶船。随着船桨在水中缓缓划过，树叶船也慢慢的向着相反的方向缓缓前进，伴

随着两岸树上小鸟们的歌声，没用多少时间便来到了姨婆家。 

    姨婆仿佛知道他们的到来，早

早就给他们准备好了一张回小人

部落的地图，并且还送给他们一只

小鸟。小鸟有着雪白的羽毛和一对

五彩斑斓的翅膀。阿莉埃蒂和斯皮

勒骑着五彩鸟飞回了小人部落。 

    现在的部落已经没有以前那

么美丽了，阿莉埃蒂心中闪过一丝

悲伤。“没时间多想这些了”阿莉

埃蒂心想，她快步跑到了会议长那里，会长眯着眼睛笑着问道：“发生什么事了，

这么急急忙忙的。”阿莉埃蒂将所有的一切都告诉了会议长。会议长砸了咂嘴说

道：“真是一个善良的人啊。。。你们跟我来吧”。会议长带着他们来到了部落东面

的一个小湖泊旁。对着湖泊唱起了歌。那是一种阿莉埃蒂和斯皮勒都听不懂的语

言。刹那间，之间湖泊中缓缓升起了一根石柱，石柱上有一个闪闪发光的小瓶子。



“去拿吧！”会议长说道：“那就是圣水。”斯皮勒一下跳到了石柱上，拿起了圣

水，那光芒立刻往瓶子里收去。“好神奇呀，我们走吧，这下翔有救了”斯皮勒

说道。阿莉埃蒂听着点了点头。两人再次踏上了冒险之旅。 

     “喵”忽然一声猫咪的叫声从草丛中传来。原来是翔的猫，喵咪用嘴撇了

撇自己的身后，斯皮勒立刻明白了猫咪的意思。“阿莉埃蒂，赶紧过来，猫要带

我们走呢”。斯皮勒喊道。阿莉埃蒂轻轻一跃，和斯皮勒一起跳到了猫的背上。

猫跑的飞快，他们死死抓住猫的毛，跟随着猫一起上蹿下跳。不一会儿，他们就

到了医院门口的草丛中，这时，一个耳熟的声音在周围回荡着，原来阿春又来了，

阿春仿佛知道他们的到来，在草丛中到处乱找。渐渐地，阿春已经向阿莉埃蒂他

们走了过来，“快到了，怎么办”斯皮勒紧张的快要停止呼吸了，就在这千钧一

发之际，阿莉埃蒂飞快地捡起地上的石头向阿春身后扔了过去，阿春听到旁边草

丛有动静，就像离弦的箭一般扑向了石头的方向。这时，猫以更快的速度跳进了

医院，真是有惊无险。猫咪带着他们来到了病房门口，但是等待他们的却是阿春。

这时那只猫一把把阿莉埃蒂和斯皮勒推进了房门，全身乍起了毛，弓着身子，对

着阿春发出了可怕的斯斯声，阿春被猫的气势吓得一个踉跄，往后退了一步，就

在这时，猫飞一般地一跃而起，跳到阿春脸上疯狂的挥舞着爪子。。。阿春又一次

昏死了过去。 

阿莉埃蒂拿着圣水给了翔的姨婆，姨婆来到翔的身旁扶着他，让他喝了下去。

一瞬间，翔的脸上重新有了生命的色彩，翔完全康复了。翔看着阿莉埃蒂，缓缓

地从口袋中掏出了一个红色的夹子，递给了她。阿莉埃蒂看着夹子，笑着流下了

泪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