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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灭的灯》导读

陈仰芬老师 

文桥传播中心儿童部主任、绘本导读专栏作者

宽广的蓝、神秘的紫、天使的白，这一页页如

真如幻的画面，带给你视觉和心灵的震撼。

小男孩倾慕天上那颗星星，它总是明亮不熄。男孩萌发奇

想：要亲自寻找这颗星，把它装进自制的油灯……从此，

地上的他就会拥有一盏不灭的灯啦！

漆黑的夜里，有一只蝴蝶，挥舞着雪亮的翅膀，悄悄

地陪伴着男孩。

中途，男孩摔了一跤——油灯跌烂了！黑暗向他伸出

利爪……男孩在恐惧中，开始否定自己的寻星之旅。那只

深爱着男孩的蝴蝶，想尽一切办法让男孩一直走下去。

它不但指引着方向，甚至不惜最后的牺牲，像烟花

般飞向高空，凄美地散开来，大发光明。即使零零星星一

片片落下，也都倒倾着仅剩的微光。一股勃勃气息从男孩

的胸腔油然而生，男孩舍弃帽子、背包和破碎的油灯，开

始无惧地向前走……不久，男孩看见一滩发光的水，他挨

近，低头瞧，竟然发现发光的是倒影里的自己！霎那间，

男孩脑海里出现两只大小蝴蝶的倒影：大蝴蝶，之前为自

己舍命——小蝴蝶，不就是自己吗？承传了大蝴蝶发光的

任务。男孩挺起胸，步伐更轻盈了，他踩下的每一步，把

周围照得亮亮的。

男孩终于走出昏暗的森林，满天发光，天亮了！

光一直都在！不管是大蝴蝶，还是小蝴蝶，他们的光

都来自天的那边。

曾祥立

Nelson Lip

来自沙巴斗湖，毕业于 The One Academy 

——目前是一名插画家。

多次参与儿童绘画活动，合作对象包

括马来西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 

Malaysia）、无国界医生（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及哈里波特魔法世界

（The Wizarding World）。

热爱大自然并活跃于社交媒体：

Instagram (@nelsonlip_)

Facebook (NelsonTsen)

Nelson Lip hails from Tawau, Sabah. 

He graduated  from The One Academy 

and is currently working as an illustrator. 

He is actively involved in various children 

illustration projects in collaboration with 

organizations such as Unicef Malaysia, 

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 (MSF), 

and The Wizarding World. 

Nelson loves nature. He is an active social 

media user. Follow him on Instagram 

(@nelsonlip_) / Facebook (NelsonT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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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颗星，

我注视它很久、很久、很久了！

它总是那么明亮！”

"This STAR 

I have been gazing at for such a long, long time, 

it has always been so BRIGHT!"



“我要把这颗星放进油灯里，

这样油灯就永远不熄灭了！”

小男孩暗暗决定。

"I want to keep this STAR in my OIL LAMP, 

so then my lamp will never die out!" 

The little boy made up his mind secretly.



He packed his backpack immediately and began an adventure of star

-

chasing. 

At this moment, a butterfly fluttered around and trailing along the way......

他即刻收拾背包，展开一趟寻星之旅。

这时，有一只蝴蝶悄悄跟了上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