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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赠给两匹给我的人生又增添

了 20% 色彩的雄马

—加雷斯和 J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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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最新的和最好的

此时的小马谷正值午夜，但却没有一匹小马上床

睡觉。他们熬夜有一个一致的好理由：离那激动人心

的时刻只有四分钟了。有史以来最具传奇色彩的冒险

传记—《无畏天马和命运火山》即将发售！

“天啊，天啊，天啊！”云宝叹道。她是一匹有

着彩虹色鬃毛的蓝色飞马。她咬着嘴唇，开始在小马

谷书店外面的草地上来回踱步。尽管她很快就能捧着

那本宝书，快到比她的好朋友碧琪召集大家来参加一

场派对还要快（碧琪目前的纪录是四分十七秒），但

她还是满怀期待，以至于她觉得自己就要在不断膨胀

的期待中爆炸了。要是真爆炸的话，看起来会像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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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烟花那样绚烂吧。然而云宝也没有时间爆炸。至少

不是现在，不是在这有史以来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探险

传记发布的夜晚！另外，如果她爆炸了，她就占不到

自己目前在队伍中的位置了。

还有三分钟，她思忖着。没多少时间了！然而，

对这位小马利亚头号的无畏天马仰慕者而言，这短短

的几分钟却恍若永恒般漫长。

“你们这些店员就不能快一些吗？！”云宝一面

透过书店的窗户望进去，一面嘟囔道，“我现在就想

买到那本书！”灯亮了，店里有了一些动静，但是

“关门”的标牌还没有被翻转到“营业”那一面。商

店橱窗上张贴着无畏天马的巨幅海报。海报上展示着

无畏天马的标志性装备—卡其色太阳帽和橄榄绿衬

衫。新书的封面上则印有她站在喷涌着火红熔岩的火

山口上的照片。照片上方赫然写着此书的标题：无畏

天马和命运火山。封面下方的海报上标着这样一行

字：午夜发售会！抢在其他小马之前得到属于你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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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

云宝瞥了一眼她身后的一大群小马，暗自窃笑一

声。排队的小马在过去几个小时里越来越多，看起来

就像是有两百匹小马在那里。感谢宇宙公主，让云宝

排在了队伍中的第一个！没有一匹小马比云宝更热爱

无畏天马。为了证明这一点，她从早晨起就一直在店

门外露营。她还带了所有无畏天马的书，并花了整整

一天的时间重读了一遍，这样她就可以对这些故事保

持最近、最新的印象。等到午夜来临，她就不必再多

花一分一秒去回忆先前的情节，即可弄清无畏天马接

下来发生的事情。

一场阅读盛宴即将来临！

云宝怀疑“无畏天马”系列作品在近期炙手可热

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她。毕竟，她可是小马谷主要的潮

流引领者。其他小马会亦步亦趋地跟随她寻找任何非

常棒或非常酷的东西。所以，书店决定把发售会变成

一个轰动性的事件也是很自然的。书店在下午很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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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就关门了，好为庆祝活动做准备。队伍里有些小

马们穿着自制的无畏天马的服装，有些则嚼着从苹果

嘉儿的零食推车上买来的美味。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

点—他们都急切地期盼着能继续阅读无畏天马惊心

动魄的冒险故事。

“来一份命运之……油炸苹果馅饼吧！”苹果嘉

儿端着一盘待售的美味点心，沿着队伍一边小跑一边

叫卖。“有人要刚出锅的末日之……焦糖苹果吗？”

“嘿，苹果嘉儿？”云宝问她的朋友。在她看

来，那些点心看上去与平常并无二致。“嗯……你在

做什么？”

“我想让产自我们甜苹果园的点心尽可能听起来

有无畏天马的风格。”苹果嘉儿解释道。她拿起一个

迷你苹果派递给云宝。“要命运之苹果派吗？这是最

后一个了！”

“谢谢，但我不要了。”云宝边说边将点心推开，

“时间就要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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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节转转是一匹有着橙色鬃毛的黄色陆马，也是

这家书店的老板。她将头伸出门外，数了数排队的小

马。“这么多读者！”她欣喜地评论道。能看到这么

多喜爱阅读的小马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我们差不多已经准备好了，小马们！”情节转

转朝长长的队伍喊道。她很庆幸请来了碧琪帮助自己

举办派对。她们料到会有一大群小马前来，但没有想

到会这么多。她需要尽可能多的帮助。

“哦，伙计！”云宝扭着身子说道，“就好像永远

也等不到似的！”

“你好啊，云宝！”碧琪愉快地高声叫道，将她

浓密的紫红色鬃毛探出窗外，“马上就要第一个拿

到无畏天马的新书了，你是不是很兴奋，觉得自己

就要爆裂成幸福快活的彩虹色烟花了？！对吧？！

对吧？！”

“没错！”云宝点点头，“我们现在可以开始了

吗？我有一整个故事要读！我只想知道卡巴雷罗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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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发生什么！命运火山是他的秘密巢穴吗？还是只是

一个用来妨碍无畏天马继续寻找克里克豪厄尔的秘密

马厩的圈套？”每说一个词，云宝都向碧琪的脸贴近

一点，就像在审问她一样。

碧琪耸耸肩，咧出一个大大的笑：“我不知道，

不过你很快就会知道了！我们制作的水猴庙复制品

正在收尾。它是完全根据书中的描写制成的！这不

正是让读者们痴狂的东西吗？！”她的眼中闪烁着愉

悦的光芒。

“是啊，是啊。很酷。但还是快一点吧！”云宝

说着，又跑回原先的位置。她已经在外面等了很久，

腿和翅膀早就开始大面积抽筋了。由于一直在等，她

甚至没有机会飞起来休息一会儿。

云宝试过让她的朋友来帮她排队，但没有小马愿

意耗在这里等一整天。柔柔和珍奇来这里看过她，但

柔柔得去照看一些新生的山羊，珍奇还要给他们缝好

帽子。紫悦也喜欢无畏天马（她是最初向云宝推荐这



7 

个系列的小马），但她决定第二天早上等她的那本书

投递到信箱里。她胡乱地说了些理由，像是自己如何

需要睡眠，才能在无畏天马的书到达信箱之前尽早起

床学习之类的话。她说阅读会“使她分心”，所以她

最好先做完功课。

这太傻了！还有什么比拿到新书更重要的

吗？！至少苹果嘉儿和碧琪还在那里，虽然她们都

是为了工作。

“只剩下一分钟了，小马们！”云宝朝着队伍喊

道。她的喊声引来了一阵欢呼。马群发出的声音触发

了她内心的某种冲动。

数以百计的小马在翘首以盼？兴奋的书迷？还剩

一分钟？如果她能以合适的角度飞向大门的话……她

就能有足够的时间第一个跨进书店大门！是的，她可

以做到这一点。她会为无畏天马做到这一点！

云宝转向苹果嘉儿的大哥麦托什，他就排在她身

后。只见他头戴无畏天马的头盔，正嚼着一根干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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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宝想要保住自己的位置就只能相信他。于是她朝麦

托什喊道：“帮我看下位置，大麦！”

“嗯，好。”他说，橘黄色的鬃毛随着点头的动作

晃动着。

“嘿，无畏天马迷们！你们看好了！”云宝大声

喊道。小马们开始议论纷纷。云宝要做什么疯狂的事

情？书店就要开门了！

云宝跃向空中，拼尽全力挥动她蓝色的翅膀。

她向目标地点疾飞而去，留下一个在漆黑的夜色中

仍十分显眼的彩虹色残影。一切仿若发生在电光石

火之间，以至于一旦哪匹小马眨了眨眼睛就会错过

这一切。

“嘿，她去哪儿了？”苹果丽丽指着天空问道，

“我四处都找不到她！”

“她在那里！”甜心宝宝用稚嫩的声音高声叫道，

“她已经径直冲向书店的大门了！”

在空中，云宝能看到门牌从“关门”翻到“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