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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蜣螂兄弟出发 

黎明的曙光揭去夜幕的轻纱，吐出灿烂的朝霞，草丛里开始了一

天的喧嚣。 

落叶镇郊外，一棵细嫩青翠的小草上挂着一张几乎透明的网，网

上沾满晶莹的露珠，反射着朝霞的光芒。网中央躺着一位“胖子”，

他身穿大黑袍，小脑袋上有一双小小的眼睛，脑袋下有一个又大又圆

的肚子，有八条又细又长的腿，原来是一只黑蜘蛛正在网上呼呼大睡。

突然他睁开双眼，迅速地向网边爬去，他通过“信号丝”感觉到网边

捕到了猎物，他心想：今天的早饭有着落了！他爬到网边定睛一瞧，

网上破了个大洞，却没有猎物。网边的草叶上站着一位青年，他身穿

碧绿的长袍，身材纤细，三角头上长着一双大眼睛，身后还披着轻薄

的长翼。蜘蛛生气地说：“螳螂！虫虫们都说你是正义的双刀侠，你

为何无缘无故弄坏我的网？”这螳螂笑嘻嘻地说：“大家都说你‘丝

网侠’的网什么虫都能捕，我看也不过如此嘛，被我一刀就砍破了，

嘻嘻。”说完就一溜烟地跑了。 

蜘蛛眼看追不上螳螂，只得气呼呼地补自己的网，一边补一边嚷

嚷：“哼！坏螳螂，下次要你好看！”正在这时，草根边来了两位大甲

虫，只见他们身披黑铠甲，铲状脑袋上顶着一对桨状的触角，两条粗



壮的后腿站立着，四条灵活的前腿正在盘着粪球，蜘蛛热情地喊道：

“喂，亲爱的邻居蜣螂兄弟，你们早啊。”蜣螂兄弟边盘粪球边招呼

道：“蜘蛛兄，你可真勤快，一大早就在补网。”“蜣螂兄弟，快别说

了，今天真是倒霉，一大清早碰到螳螂这个坏家伙，把我的网弄了个

大洞，可惜我不能离开我的网，不然我定要追出去，打败这个号称草

丛第一刀客的坏螳螂！”蜣二螂眼珠子一转悄悄地对哥哥蜣大螂说：

“哥，如果打败了第一刀客，那胜者就是新的第一刀客了吧。”蜣大

螂点点头轻声说：“咱们兄弟可是有名的铁甲将军，打败螳螂还不是

小事一桩，看来第一刀客的美称要归咱们兄弟了。”蜣螂兄弟大声对

蜘蛛喊道：“蜘兄，你安心在家补网，我们兄弟去找那螳螂为你讨个

公道。”蜘蛛大声道谢。蜣螂兄弟推着粪球，高喊“兄弟同心，其利

断金”就冲了出去。蜘蛛大喊：“喂，螳螂朝那边去了，你们跑错方

向啦！”。蜘蛛的喊声飘散在了风里，蜣螂兄弟根本没有听到。蜘蛛苦

笑道：“这俩傻虫，到哪儿去找螳螂啊，不会被虫贩子卖了吧。” 

第二章 

蜣螂兄弟找虫 

蜣螂兄弟闷头向前跑了一大段路，眼看着太阳都露出了半张脸，

蜣二螂拉着蜣大螂停下脚步：“大哥，咱们这漫无目的地找，要什么

时候才能找到螳螂啊？”蜣大螂捋了捋触角道：“对啊，咱们忘记问

蜘蛛螳螂朝哪个方向跑了，这下可怎么办？我可不想再回去问蜘蛛

了！”正在兄弟俩发愁时，突然看到一只黑色的长着扁宽翅膀的虫子

拖着一只小灯笼朝这边飞来，原来是夜间巡逻队的萤火虫。 



蜣螂兄弟立刻迎了上去，蜣大螂热情地打着招呼：“萤火虫你好

呀，巡逻了一晚上，辛苦啦！请问你有没有看到螳螂啊？”萤火虫摇

摇头：“没看到啊，我正要下班回家，你们到镇上去找‘嗡嗡侦探社’

吧，他们寻虫、寻物是一把好手。”蜣螂兄弟对萤火虫感激万分，朝

着镇上走去。 

到了落叶镇，两虫已经满头大汗，蜣大螂爬上一根草叶，站在高

处，四周眺望了一下，跳下草叶，拉起蜣二螂就朝一个方向奔去：“小

弟，我看到了，那个侦探社就在那边。” 

蜣螂兄弟刚跑到门口，一只长着透明翅膀，身穿虎纹裙，浑身毛

绒绒的蜜蜂飞了过来：“你们好，我是 3099 号服务员，很高兴为你们

服务，请问你们是要寻虫还是寻物？”蜣大螂定了定神说：“我们想

寻虫，要找螳螂。” 

3099 上上下下打量了兄弟俩一番，笑咪咪地说：“寻虫需要 30

朵新鲜花朵。”蜣二螂大叫：“你们门口的价目板上，明明写了寻虫

20 朵鲜花，凭什么涨价？”3099 仍然笑咪咪地说：“因为你们是蜣螂

啊，特殊用户要收取特殊服务费。” 

蜣螂兄弟争论了一番，没有结果，只能无奈地接受这个价格。 

第三章 

鲜花换消息 

兄弟俩走出侦探社，你看看我，我望望你：“咱们兄弟寻粪是轻

而易举，找鲜花，这可是从来没干过的呀。”兄弟俩陷入了沉思。 

过了一小会儿，蜣大螂咧开嘴“嘿嘿”一笑，激动地摇着蜣二螂



说：“小弟，我想到办法啦！兔子喜欢吃苜蓿草，他们会边吃边拉屎，

现在苜蓿草开花了，咱们只要找到兔子屎，就能找到苜蓿花，蜜蜂又

没有指定要什么花，哈哈哈！” 

蜣螂兄弟开始摆动他们的触角，收集空气中的气味，朝着兔子屎

的方向跑去，兄弟俩边跑边用触角感受气味，不一会儿就找到了大堆

大堆的兔粪，在兔粪的旁边就是一大片碧绿的苜蓿草，很多已经开花

了，紫色的苜蓿花一丛丛掩映在绿叶中。蜣螂兄弟欢呼一声，冲进苜

蓿草地，手脚麻利地摘了 30 朵苜蓿花。 

兄弟俩小心地捧着苜蓿花跑回“嗡嗡侦探社”，大声喊：“3099，

3099，我们把花摘回来了。”3099 号蜜蜂飞过来，接过花，带着兄弟

俩来到一张桌子前：“3100，有客人来了，寻虫的，费用已经交清。”

桌子底下飞出另一只蜜蜂，热情地对蜣螂兄弟说：“你们好，现在 3100

号为你们服务，你们想要找谁？来签个合同。”说完从桌底拿出一张

印好的合同。蜣大螂说：“我们要找螳螂，合同怎么签？”3100 号指

导蜣大螂把合同签好“放心吧，咱们侦探社寻虫可是很快的，你们到

那边稍等片刻。” 

不一会儿，就听到“嗡嗡嗡”的声音从门外传来，一只蜜蜂飞到

3100 号身边跳了个舞，就飞走了。3100 号飞到蜣螂兄弟面前高兴地

说：“两位，消息已经来了，你们要找的螳螂在青草镇上，离这里不

远，你们快跑过去，能来得及碰到他。” 

第四章 

打败“螳螂” 



蜣螂兄弟边道谢边飞快地跑出门去，朝着青草镇飞奔。刚冲进青

草镇就听到前方的早点摊上传来一阵叫骂声：“我堂堂‘双刀侠’吃

你们点早饭，你居然敢跟我收钱。”蜣螂兄弟心中暗喜，总算找到螳

螂这家伙了，赶紧冲过去，只见眼前的“螳螂”穿着一件绿褐色的袍

子，脑袋上有两根短触须，身后有两对翅膀，手举两把大刀，还有一

对非常有力的后腿。蜣二螂小声地对蜣大螂说：“大哥，这螳螂好像

换了身衣裳，好像还长胖了……” 

这时早点摊老板大声叱责“螳螂”：“你这家伙，天天到我摊子上

白吃白喝，‘双刀侠’怎么啦？就可以吃饭不给钱吗？”这老板身着

黑褐色衣袍，头顶两根长触须，两颗牙钳外露，锋利无比，两条有力

的后腿站在一张凳子上，四条前腿指着“螳螂”，原来老板是一只蟋

蟀。蜣螂兄弟听了，大声附合道：“对，没有白吃饭不给钱的道理！”

这“螳螂”瞪着蜣螂兄弟：“关你们什么事，多管闲事，多吃屁！”蜣

螂兄弟大喝道：“今天我们就要管管你这坏螳螂。”说着蜣二螂就飞快

地盘出一个个小粪球传递给蜣大螂，蜣大螂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就朝

“螳螂”扔出一个粪球弹，“螳螂”不甘示弱，飞起一腿踢向蜣大螂，

蜣大螂一闪身躲过“螳螂”腿，配合默契的蜣二螂立刻冲到蜣大螂身

后继续提供“粪球弹”，“螳螂”见状，眼珠一转，冲上前去飞起一脚

踢向蜣二螂，此时蜣二螂已经盘出一颗超大号“粪球弹”，蜣大螂挡

在弟弟面前，举起这颗“粪球弹”朝着“螳螂”扔去，只听“碰”一

声，“螳螂”被砸倒在地，粪球弹四处飞溅， 围观的虫子们早已四散

逃开。这时“螳螂”的两把“大刀”掉了下来，虫子们惊呆了，原来



那两把“大刀”是两片绿叶假造的！ 

“螳螂”狼狈地从地上爬起来，掉头就跑，边跑边叫：“你们给

我等着，我还会回来的。”围观的虫子们才反应过来，原来这是一只

蝗虫。蜣螂兄弟喜滋滋地对蟋蟀说：“老板，我们兄弟帮你把吃白食

的坏蝗虫赶走了，你是不是要谢谢我们呀。”蟋蟀看着沾满粪球碎屑

的早饭摊，怒火中烧，拿起擀面杖朝着蜣螂兄弟冲去：“我跟你们俩

个拼了！”蜣螂兄弟吓得举着粪球撒腿就跑，蟋蟀怒吼着在后面追赶。 

第五章 

“虎”口脱险 

蜣螂兄弟一阵猛跑，飞快地跑出了镇子。蜣大螂边跑边回头对蜣

二螂喊：“小弟快跑，那个擀面杖比咱们大腿都粗，挨上一下不死也

残。”蜣二螂气喘吁吁地说：“大哥，咱俩好倒霉，明明做了好事，还

要被追杀，这蟋蟀太不讲道理了。”蜣大螂回头对着蜣二螂猛点头，

嘴里喊着：“对对对，咱们运气不好。” 

正说着蜣大螂感到脚下一硌，似乎踩到什么，后面的蜣二螂眼看

着蜣大螂踩到一个长着两根触须的黑脑袋，只见到黑脑袋猛地从土里

窜出，两颗大钳牙咬向蜣大螂的腿，蜣二螂急叫：“大哥，快跑！”蜣

大螂朝前一蹿，躲过一劫，刚停下想回头察看，突然一道黑影从旁边

草丛中冲出，一下子把蜣大螂摁倒在地，蜣二螂定睛一瞧，这道黑影

身披金属铠甲，一对镰刀状的上颚闪着黑光，六条又长又尖锐的脚狠

狠地摁在蜣大螂的背上。土里的黑脑袋也钻了出来，大声喊：“爸爸，

这只虫子刚刚从我头上踩过去，可不能轻饶了他。” 



蜣螂兄弟这下才知道自己碰到了虎甲虫父子，蜣二螂立刻颠颠地

跑到蜣大螂身边，谄媚地对大虎甲虫说道：“虎甲虫大哥，您大人有

大量，就放过我们兄弟吧。”蜣大螂扯着一脸笑容，拱手道：“英明神

武的‘闪电侠’大哥，我们兄弟只是路过，你就高抬贵手放我们一条

生路吧。我们兄弟一点也不好吃，我们的壳硬，肉也没有几两。……”

蜣二螂趁着蜣大螂求饶之际，悄悄地把粪球涂抹在兄弟俩的身上。虎

甲虫大喝一声：“停！你们俩只罗嗦虫，马上给我滚蛋！”说着放开蜣

大螂。蜣螂兄弟喊着“多谢虎甲虫大哥”一溜烟儿地跑没了影，连粪

球都没顾得上拿。小虎甲虫嘟着嘴说：“爸爸，为什么不吃他们俩，

我在陷阱里都待了好长时间了，才逮着这俩虫。”虎甲虫撇撇嘴：“这

俩货，壳硬，肉臭，怎么吃，你没见他俩把粪球抹身上？吃了他俩，

咱们爷俩不得看医生啊。你别急，爸爸可是世界上跑得最快的昆虫，

捉点‘饭’还不容易，你在坑里等着。” 

第六章 

兄弟学艺 

蜣螂兄弟一阵乱跑，定下神来发现已经来到了杂草镇口，兄弟俩

商量了一下，决定到镇子看看，能不能找到真螳螂的下落。 

刚一进镇子，就听到前方传来一阵锣鼓声，好些虫子围在那里，

不知道里面在干什么。兄弟俩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挤进了虫群，只见中

间站着一位大汉，他身披黑铠甲，头顶一把锋利的大刀，还有六条强

壮的大腿。他正讲地口沫横飞，手舞足蹈，原来是独角仙！只听他眉

飞色舞地吆喝：“瞧瞧我这强壮的肌肉，看看我这坚硬的铠甲，我可



是草丛第一大力士，我能举起自身体重几百倍的东西！有谁想变成我

这样的大力士？快来报名啊，学费只要 5 粒麦子，今天大优惠，过了

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啦！”蜣螂兄弟听到这里，心中激动万分，立刻挤

出虫群，跳到独角仙身边，挥舞双手大声喊道：“我们，我们也可以

教大家变大力士……”话音未落，独角仙大声喝道：“你们两虫，别

捣乱，我可是能举自身体重 300——800 倍东西的大力士。”说着向四

周围观虫子们展示了他的肱二头肌。蜣大螂撇了一眼独角仙，大声道：

“有啥了不起，我们兄弟可以举起自身体重 1141 倍的东西，不信咱

们来比比。”蜣二螂在旁边拼命点头：“比比，咱比一比。”独角仙叉

着腰道：“谁要当你们的学生？你们两个玩粪球的不讲卫生的臭虫，

快走开，别打扰我收学生。”蜣大螂怒了：“好你个独角仙，咱们都是

鞘翅目金龟科的，说起来也算是亲戚，你咋就这么不客气呢，今天我

们兄弟就要给点颜色你看看。”说着蜣螂兄弟一拥而上，举起独角仙

用力一抛，把独角仙扔出虫群，围观虫群吓得四散逃开。 

蜣螂兄弟大摇大摆朝前走去，这时两只小虫子从他们身边跑过，

嘴里大喊：“快去看，前面有虫在教‘不死神功’！”兄弟俩马上跟着

跑过去，只见一位小脑袋上长着长触须，披着黑褐色衣袍，身材扁平，

六条长腿上长满毛的虫子举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传授不死神功，

学费 5 粒大麦。”不一会儿就围了一圈虫，这只穿黑褐色衣袍的扁平

虫得意洋洋地喊道：“瞧一瞧，看一看，我‘不死小强’今天开课，

把我祖传的‘不死神功’教给大家，今天大优惠！”有虫高声问：“不

死神功是个什么功？能给咱表演一个吗？”这扁平虫笑眯眯地说：“我



可是号称‘不死小强’的蟑螂，我的脑袋被砍了还能活一星期，我给

你们表演一个，我把脑袋浸水里，随便多久，我都不会淹死。”说着

拿起一个水盆就把脑袋扎了进去，过了好长一段时间，蟑螂还没把脑

袋露出来，手还在不停做各种动作表示他还活着，围观的虫子们议论

纷纷，好些虫子已经准备拿学费学这神功了。蜣螂兄弟也非常动心，

只是手头太紧，拿不出大麦粒，俩虫低声商量怎么能还还价，俩虫一

起学能不能算团购优惠点。 

这时突然传来一阵叫嚷声：“蟑螂你这骗子，你脑袋被砍能活一

星期，那是因为你的中枢神经不在脑袋上，你把脑袋扎水里不会淹死，

那是因为你是用腹部的气孔在呼吸！”围观的虫虫们一楞，原来是刚

才的独角仙来了，大概是因为生意没做成，见到蟑螂这里围了这么多

虫，很是气愤：“你们这些傻虫，咱们昆虫大部分都是用身体上的气

孔呼吸的，脑袋放水里一年都淹不死，你们难道以为自己跟人类一样

用鼻子呼吸吗？一群傻虫。”围观的虫们明白过来了，“切”一声，四

散离去。蜣二螂对蜣大螂说：“真没想到，这独角仙懂的还挺多的。”

气愤的蟑螂扔掉水盆，大喝一声：“好你个独角仙，咱们往日无怨，

近日无仇，为什么来搅我生意？我打你个捣乱虫。”说着扑向独角仙，

独角仙不甘示弱：“你个大骗子，我是代表正义来揭穿你！”两虫扭打

在一起，蜣大螂立刻拉着蜣二螂逃开：“小弟，快走，离打架虫远一

点，不要被误伤。这群骗子，幸亏咱们没来得及报名。” 

第七章 

又见“嗡嗡” 



蜣大螂边走边对蜣二螂说：“咱们今天运气真不好，先被‘嗡嗡’

侦探社骗了，又差点被蟑螂骗。”正说着，突然发现前方居然也有一

个“嗡嗡”侦探社。兄弟俩激动地跑过去，仔细一看，果然是它，门

口正有蜜蜂在接待客人。兄弟俩冲过去对着接待蜜蜂喊：“好你个骗

子，害我们白忙一场。”接待蜜蜂微笑着说：“客人你好，我是 2006

号接待员，请问你们有什么事，我们侦探社是草丛连锁店，在各个镇

上都有分店，有什么可以帮你们？”蜣大螂生气地说：“我们在落叶

镇的‘嗡嗡’侦探社花了代价买螳螂的消息，结果你们居然给了个假

的，害我们兄弟把个蝗虫当成了螳螂，还被蟋蟀老板追打。你们说，

这该怎么办？”2006 号蜜蜂：“对不起两位客人，我马上向头领汇报。

请稍等。”说完就飞进店铺去了。过了一小会儿，2006 号蜜蜂飞出来

对蜣螂兄弟说道：“实在是对不起两位，在落叶镇，我们的消息有误，

给两位造成了麻烦，现在我们免费为你们打探螳螂的消息。只是现在

小镇外我们的采蜜基地被一群蝴蝶占领了，我们的侦探都在现场跟蝴

蝶谈判，抽不出人手去探消息，你们至少要等几天。”蜣螂兄弟一听

立刻异口同声地说：“我们去帮你们把采蜜基地搞定，你们快去帮我

们探消息。”2006 号蜜蜂再去汇报，得到头领同意后，通知镇外的蜜

蜂们马上去寻找螳螂：“两位客人，那么我们采蜜基地的事就拜托你

们了。”蜣螂兄弟信心十足地对 2006 号蜜蜂说：“放心吧，交给我们。”

说着立刻赶往镇外的采蜜基地。 

不一会儿兄弟俩就到了镇外，只见一大片花丛被一群蝴蝶占领了，

他们正在采花粉。蜣大螂高声喊：“喂，蝴蝶们，咱们商量个事吧，



把这花丛还给蜜蜂们吧。”蝴蝶们一个都不搭理他，忙着采花粉，蜣

二螂也喊：“蝴蝶们，请你们花丛还给蜜蜂们吧。”一个紫色蜜蜂嫌烦

了，像老鹰似的俯冲下，一把抓住了蜣二螂，又飞了上去，飞到一片

绿草的上空，突然一松手，把蜣二螂摔了下去。蜣大螂眼疾手快，连

忙跑了过去，托住了蜣二螂。蜣大螂嘴里一边喊着：“可恶的蝴蝶，

居然敢欺负我弟弟，我要给点颜色你瞧瞧！”一边冲了上去，朝着蝴

蝶们扔出了许多小粪球，蝴蝶们一闪身就躲过了。但蜣大螂却越扔越

快，蜣二螂在旁边帮忙搓粪球，两人配合默契，不一会儿就弄地满地

粪球，熏得蝴蝶们掉头飞走了。蜣螂兄弟高呼：“胜利啦，蝴蝶被赶

走啦。”他们兴冲冲地回到镇上的“嗡嗡”侦探社，找到 2006 号蜜蜂：

“我们兄弟已经把蝴蝶赶走了，你们可以去接收那片花丛了。螳螂有

消息了吗？”2006 号蜜蜂热情地回道：“有消息了，我们的侦探员已

经发现了他，并确认了他的行踪。螳螂正要回双刀门，从咱们镇西门

出去，沿着小路一直走就到麦穗镇，穿过麦穗镇就能看到双刀门了，

你们赶紧出发，说不定还能追上螳螂呢。”蜣螂兄弟谢过 2006 号就出

发了。 

2006 号蜜蜂召唤其他蜜蜂去镇外接收花丛，准备采蜜。当他们

飞到花丛边看到一地粪球，又气又急立刻向总部汇报情况。不一会儿，

所有的“嗡嗡”侦探社收到了总部的一条加急通知：请各侦探社注意，

蜣螂的委托一概不接！不许蜣螂兄弟再踏进“嗡嗡”侦探社的大门！ 

第八章 

终遇螳螂 



蜣螂兄弟一路直走，很快就来到了麦穗镇，蜣大螂四周一看，对

蜣二螂说：“弟弟，哪有双刀门啊？我连它的影子都没看见，咱们不

会又上当了吧？！” 蜣二螂拍拍蜣大螂的头：“大哥，你太性急了，

蜜蜂说要穿过麦穗镇才能看到双刀门，咱们赶紧赶路吧。” 

兄弟俩刚跑出镇口，突然发现很多蝗虫正在啃食黄灿灿的麦穗，

兄弟俩大惊失色，蝗虫可是有名的草原杀手，他们经过的地方会变得

寸草不生，虫虫们要么饿死，要么被迫离开家乡。蜣大螂冲上前去大

喝道：“住嘴，你们这群坏蝗虫，赶紧给我住嘴，不准吃我们的麦穗！”

蜣二螂在旁边大声附和。这时从蝗虫群里跑出一只来，叉着腰对着蜣

螂兄弟说：“哼，又是你们俩个管闲事虫，还认得我吗？在青草镇上

你俩挺凶啊，今天我们整个家族都在这里，让我们给你点苦头吃吃！”

说着他回头对着其他蝗虫说：“就是这俩臭虫子，在青草镇欺负我，

说我吃白食，大家一起上，给我报仇。”话音刚落，十几只蝗虫就扑

向蜣螂兄弟，兄弟俩立即进入战斗状态，蜣大螂在前面砸粪球，蜣二

螂在后面搓粪球，一通混战，蝗虫实在太多，不断有蝗虫加入进来，

寡不敌众，蜣螂兄弟急得高喊：“救命啊，来虫啊，有蝗虫来吃麦子

啦！”一边喊，一边拼命用粪球砸蝗虫。这时从前方路上冲来一个绿

色身影，高声道：“那边的虫兄弟，不要怕，我螳螂来助你。”原来是

准备回双刀门的螳螂听到了蜣螂的呼救声赶来救援。 

螳螂挥舞着双刀加入战斗，蜣螂兄弟感激地泪流满面：“多谢你，

螳螂大哥。”“别客气，对付蝗虫是咱们益虫应该尽到的责任。”螳螂

的刀光闪到哪里，哪里就有蝗虫被砍倒，蜣螂兄弟的士气也高涨起来。



蝗虫见状越围越多，三只虫被一群蝗虫围攻，蜣螂兄弟的粪球越来越

少，螳螂的双刀也舞的越来越慢，蝗虫还在不断增加。螳螂从兜里掏

出一枚信号弹对蜣螂兄弟说：“兄弟，你们先顶住，让我腾出手放信

号，呼叫我的师兄弟们来救援。”蜣螂兄弟立刻把螳螂护在身后，兄

弟俩顶着蝗虫的踢咬，使劲用粪球砸，争取时间让螳螂发信号。螳螂

把信号弹升空，空中出现了绿油油亮闪闪的“双刀”烟花。放完信号，

螳螂又加入战团：“兄弟，咱们坚持一下，我的师兄弟很快就会来了。” 

第九章 

战斗胜利 

蝗虫们越聚越多，好像怎么也打不完，蜣螂兄弟与螳螂咬牙坚持

着，蜣二螂手都搓出血来了，蜣大螂的手也开始发抖了，螳螂的刀都

磨钝了，蜣二螂流着泪说：“大哥，咱们不会死在这里吧？我有点害

怕。”蜣大螂安慰道：“二弟别怕，大哥陪着你呢。实在不行，大哥挡

着蝗虫，你跑回镇子里去叫虫来帮忙。螳螂，如果你能活下来，去跟

我们的邻居蜘蛛道个歉吧。”螳螂点点头：“别怕，兄弟，我的师兄弟

很快会来救咱们。原来你们是蜘蛛的邻居啊，我不是故意弄破他的网，

我会去跟他道歉，到时候到你们家做客，欢迎吗？咱们再坚持一下”

就在三虫相互鼓励之时，传来“刷刷刷”的脚步声，听起来应该是有

虫快速向这里奔来。“师弟，螳螂师弟，我们带虫来救你啦，你坚持

住。”前方出现一群螳螂，个个身强体壮，舞着双刀冲着蝗虫就开战

了。这群螳螂身后还跟着许许多多的虫子，有独角仙、虎甲虫、蜜蜂、

蜻蜓、七星螵虫、蚂蚁大军……他们高喊着：“保卫草原，虫虫有责。”



“把蝗虫赶出去！”冲向蝗虫。独角仙一剑就挑死一只蝗虫，虎甲虫

的大牙也不弱，一口就咬死一只蝗虫，蜜蜂们在空中向蝗虫发射飞箭，

蜻蜓们在高空观察，防止蝗虫逃跑，蚂蚁大军组成一个个小军团围攻

蝗虫……蝗虫也不甘示弱，呼叫后援，双方打作一团，一时胜负难分。

受伤的蜣螂兄弟和螳螂已经被蚂蚁军医搬到后方治伤去了。 

昆虫们各使绝招，消灭了不少蝗虫，眼看着蝗虫越来越少，从麦

穗镇赶来救助的昆虫越来越多，蝗虫头领感觉不妙，大喊道：“快撤，

撤退！”蝗虫们立即收兵掉头就跑，昆虫们在后面追击，虎甲虫爸爸

带领小虎甲虫们“嗖嗖”几下就追上了蝗虫，拦住他们的去路，蜜蜂

和蜻蜓们在空中拦截，后面其他昆虫追了上来，把蝗虫们包围了。前

后夹击，把蝗虫逼入了绝境，蝗虫们见势不妙，拼死反抗。麦田里一

团混战，很多昆虫都受了伤，最终还是把蝗虫消灭了。 

“胜利啦，胜利啦！”昆虫们聚集在一起欢呼。蝗虫被消灭了，

麦穗保住了，昆虫们不会饿死，也不用背井离乡了。蜣螂兄弟和螳螂

躺在地上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蜣螂兄弟互相搀扶着带着螳螂回到落叶镇，螳螂向蜘蛛诚肯地道

了歉，蜘蛛热情地招待了蜣螂兄弟和螳螂。蜣螂兄弟和螳螂也成了好

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