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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滙心集》可說是「滙基人」的創作天地。由第一期開

始至今已超過十個年頭。

	 每一期的《滙心集》都收集了老師和同學的作品，有的

是新詩創作，有的是散文抒懷，有的是生活小品，不論是什

麼體裁，什麼內容，這些作品都是滙基師生深情與至誠的表

達。同學的文筆和技巧，雖不能與大師級作家相比，但細閱

每一篇，你定能了解他們的內心世界，亦能感受年青人在成

長中面對生離死別、環境轉變、理想尋覓、真理探索等心路

歷程。我盼望這本《滙心集》（十）不單能成為你書櫃中的

一份子，更能為你的心靈帶來一絲暖意。滙基的同學，更應

好好細閱每一篇文章，盼望下一期的《滙心集》能見到大家

的作品。

																																								校長

校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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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香港人，表面上生活在一個富足的社會，但是近幾

年，香港人經歷了不少困難：沙士疫症、流感風雨、政制爭拗、

金融海嘯，社會上普遍瀰漫著不安的情緒。即使在教會，也會出

現內部分歧。人心動盪不已，作為基督的信徒，是否就要隨波漂

流，找不到自己的方向？

    其實人心之所以不安，是因為問題仍未解決。世人往往單憑

一己之力，以為自己有才智，有權勢，便可以應付眼前所發生的

一切困境。殊不知人的生命有限，我們若沒有其他人的幫助，根

本難以成就大事。在聖公會的崇拜禮儀中，有一個環節是「平安

禮」，當牧師說：「願主的平安，常與你們同在」的時候，這並

不是一個普通的寒暄，而是代表主耶穌所賜的那一種出人意料的

平安。而當我們互相握手，回應一聲「也與你同在」之後，彼此

的關懷溢於言表。一個簡單的互動，便使我們的生命與主有聯

繫，與其他人也有聯繫，人再也不是孤獨的動物。

    眾所周知，香港人生活忙碌，與家人的相處時間尚且不多，

更何來有時間關心鄰舍，甚至是陌生人？對於上主，我們是否

會因為日常工作的忙亂而忽略了祂？我們有時候會把自己的心

楊俊強老師

關起來，與主的關係日漸疏遠。一個活生生的人在眼前，我們不

去關心，就是忘了基督的教訓：「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

們既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           

(馬太福音25:40)我們若要與主親近，就得關懷身邊的人。

    不過與人交往，就難免會產生磨擦。孔子說「和而不同」，

把「和」與「同」區分開來。我們不要求表面上的「同」，而是

要追求「和」。對於弱勢社群，有人為他們爭取「同工同酬」，

這裏的「相同」只是一種手段，背後有更深一層的意思，是要令

社會「和諧」。和諧作為追求的目的，才是價值的所在。而要維

持一個和諧的社會，我們更要共同付出努力。沙士襲港期間，香

港人上下一心，不分彼此，面對危難團結一致，為世人展現出

英雄的模樣。

    然而在艱難過後，我們的日子回復平靜，很容易忘記了當初

共同追求的目標，所以我們要不斷警醒。作為信徒，每日靈修，

便是一種警醒的途徑。靈修不單是要與主溝通，我們也要藉著這

個機會來省察自己與別人的關係。靈修固然可以是個人的禱告和

默想，但參與聖公會的崇拜，也是一種美妙的靈修經歷。在聖公

會一派莊嚴肅穆的崇拜氣氛下，藉著聆聽聖言、俯伏認罪、領受

聖餐，時時提醒我們不要忘記上主的教訓。在公禱中，我們會記

念遭遇各種禍患的人；在認罪時，我們會為自己的罪愆而懺悔。

我們參與崇拜，實在是關心他人，與主復和的舉動。

    在這個充滿變數的世代裏，我們需要倚靠永恆不變的上主，

為我們指引出路。當社會或教會出現紛爭的時候，我們是否可以

放下一己之成見，藉著禱告向神祈求，聆聽上主的呼聲，互相接

納，彼此關懷，共同為解決問題而努力？我深信，只要持守上主

的道，我們就能在這動盪的世局中找到正確的方向。

香港聖公會教省成立十周年

徵文比賽公開組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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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 廈 縱 千 間   寸 土 萬 金 難 庇 蔭

蝸 居 徒 四 壁   寬 懷 無 慮 自 安 閒

劉志榮老師

第三十五屆全港青年

對聯比賽公開組季軍

對  聯

讀 與 毒

第三十五屆全港青年

中文詩創作比賽近體詩學生組冠軍

亂世歪風盛，

沉淪毒禍延。

窮經修正道，

立德賦新篇。

7C鍾世傑

第三十四屆全港青年中文詩

創作比賽新詩學生組亞軍

推土機無情地開動

正如你所知道

天星殞落的那一夜

皇后被擄的那一刻

相機人聲市民竹棚圍板警察

交織著漸漸逝去的往昔

從高倒下的遺撼

心靈塌陷的嘆息

那是屬於舊日的足跡

永和號的門窗靜靜緊閉

正如你所知道

每一個褪色的腳印

徐徐踱步於變黃的膠卷裡

在嘉咸街上燃燒了八十年的光輝

延續在你我的心窩裡

這既被遺忘卻又無法泯滅的記憶

那是屬於舊日的足跡

歷 史 足 跡 7C鍾世傑

牛頭角下邨居民已漸漸遷出

正如你所知道

拆毀是個無法解讀的訊號

空房裡再也找不到昨日的顏色

帶淚的臉頰

別過剝落的灰牆

走到獅子山下緬懷

那是屬於舊日的足跡

躂躂…躂躂…躂躂…

你聽到嗎？

腦海日漸淡去的軌跡

或許已不再幻想

翠山孕育的道路

碧海填出的未來

一切遺失於歷史相迭的腳印

烙印在經歲月洗練的心胸

這是舊日留下的足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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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毒 品 說 不

評判，在座各位：

    多謝剛剛各位參賽者表達他們對拒絕毒品的看法，我個人亦十

分贊同。然而，今日我們要討論「向毒品說不」這個題目，就必須

先要知道為何要拒絕。

    近年來，政府積極地向市民宣揚禁毒訊息，又拍攝了一系列宣

傳片，務求令市民明白毒品的禍害。宣傳片由一些青少年親身講述

吸毒的後遺症，諸如身體長滿毒瘡，又或是每十五分鐘就必須上一

次洗手間，的確令人毛骨悚然，的確叫市民大眾產生恐懼。不過認

真想想，短片所提及的，真是事實的全部？事實上，後果並沒有如

此嚴重，一位正生書院的學生曾告訴我，倘若吸毒者對毒品的依賴

未達到非吸食不可的程度，很難會出現上述的後果。但這樣是否代

表著就算吸食也無問題？是否代表毒品即使禁不禁都無所謂？非

也，我認為禁品不單止要禁，還一定要禁得徹徹底底！

    正是因為人們以為毒品禍害不大，因而掉以輕心，以為容易

戒，即使戒不掉，也對身體沒甚麼大不了，對毒品毫無警惕。我

們必要清楚的是，吸毒所影響的，不單是生理，更重要的是在心

理和精神上。在座各位應該都未吸過毒吧！但就我們所知，大部

分毒品原本均屬於精神科藥物，由於能麻醉人的神經系統，因而

容易讓人產生幻覺，正是這一點，讓人們以為吸毒能使自己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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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無憂。但他們不清楚的是，吸毒所產生的忘我快感，只是暫時

性的幻覺，清醒過後只會令人感到失落和空虛。更嚴重的是，毒品

會使人不能自控，吸毒者往往會無意識地做出傷害自己甚至他人的

行為。相信大家應該都聽過一些青少年在吸毒後自殘、自殺的新

聞；但更駭人聽聞的是，有一名青年因一次濫藥而喪失常性，把女

友殺死並碎屍。看罷這則報道，我感到十分震愕和戰慄，原來吸毒

真的可以抿滅人的理性，做出連自己身邊所愛的人都傷害的事。由

此可見，毒品的禍害的確遠超越我們所想，不單是身體，連心靈也

會被傷害。

    大家都應該明白向毒品說「不」的重要。但是，單單靠我們自

身去拒絕，是無法把毒品的根本問題解決的。那麼我們是不是應該

幫助那些吸毒者？這是當然的，但又不全是，因為我們必須要令整

個社會「向毒品說不」！一般人認為吸毒不外乎是出於好奇心，朋

輩引誘。但我卻認為吸毒的主要原因，是基於社會帶給人的空虛和

挫敗，以至他們想借毒品逃避現實。爾冬升導演的<門徒>有一句叫

人深思的話：「到底是毒品恐怖，抑或是人的空虛恐怖？」的確，

普通的誘惑未必能使人沉淪毒海，若不是人們心靈脆弱，毒品就很

難乘虛而入。所以，我堅信要杜絕毒品，就要先去堅強人的心，透

過溝通，透過愛去拒絕毒品，那些夜青，那些雙失人士，那些徘徊

在毒海邊緣的人，他們需要的不單是

物質的援助，而是活在同一個天空

之下的我們，是你，你，你同我

的關懷和鼓勵啊！我堅信，加強

社會間的連繫比起利用廣告誇

大吸毒的後果，一味去恫嚇能

更有效地減低社會上吸毒者的

人數。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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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許我從未深入了解「教師」這門專業，原來老師的工作是那麼重要

和深具價值的。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我體會到老師背後的喜與悲，還察覺

他們不單視教學為一份工作，更視教學為一種樂趣。

 
  一天晚上，我的心情格外沉重，因為我的數學測驗成績欠佳，所以被

媽媽大罵一頓，我一怒之下跑到尖東海旁。我凝視著四周的行人與維港兩岸

的建築，四周熱鬧的氣氛令孤單的感覺忽然湧上心頭，於是我走到餐廳，希

望吃東西會令我的心情放鬆一點。當我走進餐廳的時候，竟然看見我的數學

老師──李老師──也正在餐廳裏用膳，於是我便與他一同吃飯和聊天。

 
  我把媽媽責罵我的事情告訴李老師，他語重心長地勸勉我們要體諒

媽媽的感受。不知怎的，李老師的話格外有力，使我的心情平伏下來。

接著，他對我說：「今晚，我的家人都有事要辦，使我變成了『孤家寡

人』，幸好也有你這個『家人』陪我一起吃飯。」他的話使我不知如何應

對，接下來他說：「在我心目中，所有學生也是我的家人。」聽完他的解

釋，我不禁展露了笑容。我感受到他對教學充滿熱誠，於是我問他「你為什

麼喜歡當老師呢？」 

 
  李老師笑了一聲之後回答我的問題，原來老師的生活可用「甜」、

「酸」、「苦」、「辣」四個字來形容。

 
    老師為了提高教學的成效，為課堂用心備課，並在課堂中加入各種新奇

的活動，讓學生學得開心，只希望學生把知識靈活地應用出來。不過，備課

的時間可能比實際課堂所用的時間多出兩三倍，還要花上許多心思，使老師

的空閒時間大大減少 。但若果能看見學生學得開心，就馬上會把之前的辛

原 來 老 師 ……  

5D 鄭詩雅

「原來老師」全港中學生續寫

   創作比賽優異獎

勞忘記。此外，老師能夠在旅行或課餘的時間與學生共渡快樂的時光，從而

增進彼此之間的友誼，這一切都是「甜」的。

 
  然而，有時即使老師付出許多時間和心機，但當學生對老師所教授的

知識未能掌握時，這也會令老師感到失望和沮喪。李老師說他剛剛入行的時

候，常常感到力不從心，在教書和管理秩序上也缺乏成效。看到一些經驗豐

富的老師，彷彿如魚得水，學生都很聽話，也會對自己失去信心。經過一段

時間的磨練，李老師才能克服這個難題。不過，在教學路途上難免會經歷不

同的挫折，這就是老師的「酸」。 

 
  不過，學生對老師的否定，才是老師最大的痛苦。有一次，李老師

患了感冒，但他又不想延誤教學進度，堅持抱病回校，上課自然也沒精打

采。再看那天學生的反應，似乎對他的教學表現有點不滿。此時，李老師非

常失落，因為學生沒有體諒老師的苦心。老師何嘗不是一個普通人？他們生

病時也想好好休息。老師的努力得不到學生的認同，反而被學生批評，這些

便是老師的「苦」了。

 
  另外，老師為了配合專業發展的需要，要經常進修，當中要兼顧工作

和學業，實在非常吃力。而且，教育政策一旦改變，老師便要調整教學的方

式來配合新政策，這既要花心機和時間，更加是一項挑戰。的確，教學方法

絕不能墨守成規，老師也要與時俱進，不斷改善自己。然而，這實在是一項

挑戰，也是老師的「辣」。

 
  聽完李老師一番肺腑之言，我才明白原來老師真是平凡中帶不平凡，

老師也是普通人，總會有軟弱和失落的時候，但他們從不會忽視教學的工

作，反而盡心竭力做到最好。雖然老師可能只是學生人生路途上的一個過

客，但老師總會不遺餘力地把學生培育成才，協助學生找出人生的意義和方

向，這全因為老師對學生懷有真摯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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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判、在座各位：

　　二零零八年，相信是全中國人都值得驕傲的一年。

　　我們驕傲，因為我們舉辦了一場成功的奧運會，向全世界證

明，中國，是有能力搞好任何一項國際盛事。

　　我們驕傲，因為自從許海峰取得第一面金牌以後，過了二十四

年，中國，終於登上獎牌榜的第一位。

　　我們在電視機見證著每一個運動員得獎的片段，但大家又有沒

有想過，每一面金牌的背後，運動員付出了什麼，犧牲了什麼呢？

　　在廣州，我們有一班運動員，日以繼夜的接受訓練。為的，是

一個登上世界舞台的榮譽；為的是一個奪得奧運獎牌的機會。當中

只有少數運動員能夠站上奧運的頒獎台，而能夠奪得金牌的更是萬

中無一。我們為奪得冠軍的健兒感到高興，但往往忘記了與金牌擦

身而過的一群。奧運的金牌非常耀眼，但又能不能照耀所有在背後

流過汗、掉過淚、灑過血的運動員呢？

1514

金 牌 的 背 後

7A 楊振東 (2008-09)

第三十四屆全港青年演講比賽

粵語或普通話高中組優異獎

　　在山東，我們有一班小朋友被選拔到體育學校。他們年紀輕輕

就要離開自己溫暖的家，放棄一部份上課學習的機會，來到體育館

接受特訓。他們細小的腦袋裏，就充滿著「為國爭光」的四個字；

他們人生的全部希望，就寄託在機會微乎其微的奧運金牌上。奧運

的聖火非常明亮，但又能不能照亮這班小朋友的人生呢？

　　在上海，我們有一個運動員，在比賽前加緊操練，希望在田徑

場上為國家再創佳績。但很不幸，到了最後一刻，因為腳傷的問

題，他被迫要退出比賽。但有一班網民不能理解，責罵他臨陣退

縮。前一刻，他還在接受眾人的祝福；但下一刻，他就被網民的唾

罵所淹沒。

　　究竟，金牌的背後是什麼呢？

　　隨著許海峰取得第一面金牌，我們都沸騰了，我們開始追求奧

運金牌，希望以體育來實現我們的強國夢。但是，為了每一面金

牌，運動員付出的，不只是四年的光陰，而是自己的人生；運動員

背負的，也不只是比賽的壓力，而是建築「體育強國」的責任。每

一面金牌的背後，不只是自己和家人的期望，而是我們十三億同胞

的期望。

　　原來，我們的驕傲，是運動員花盡一生的時間和心血為我們建

成的。二零零八年，在全中國人都值得驕傲的這一年，我們亦應該

抱著關懷、仁愛的情神，好好了解每個運動員所付出的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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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對眼鏡的第一印象應該源自爺爺鼻樑上架著的金絲眼鏡。兩條

幼幼的金色眼鏡框從爺爺的魚尾紋處繞到耳後，藏在那梳理整齊的白

色短髮裡。四四方方的眼鏡為他慈祥的面容增添幾分書卷味，令人最

難忘記的還是那困在鏡片裡充滿睿智的眼睛，總是專注地埋頭報紙或

書本裡。

    我喜歡在爺爺讀報時躲到他的懷抱裡，看著他那敏銳的眼睛穿

透鏡片不斷掃過一段又一段的文字，口裡喃喃地唸出報上的新聞，

間中還穿插一兩句的叮嚀。「芬，長大後不要像這些人，要貢獻社

會。」曾有一兩次，我任意地把本來安穩在爺爺鼻樑上的眼鏡扯

了下來，爺爺那眉頭瞬間皺了起來，活像一個苦瓜，我看得哈哈

大笑。爺爺依舊用那沉重安穩的聲音輕聲說：「不要拆散這對老朋

友，缺了它，爺爺讀不了報的。」然後把眼鏡拿回掛到眼前，又開

始他那喃喃的安魂曲。

    上高小的時候終於明白爺爺的眼睛缺不了那四四方方的鏡片，

在二百度的近視下被迫當了「四眼妹」。我不喜歡透過眼鏡察看世

界，像多了一層隔膜，眼鏡框沉重地壓在鼻樑上，汗珠又不斷使它

滑下來，所以我經常裝作忘記帶上學而丟在家中。可是，每一次總

筆名：薰衣

2009年5-8月香港教育城

創作獎勵計劃散文組優異獎、深度作品獎

是被爺爺發現，他總會不厭其煩地把它套在我的頭上，吩咐我要跟

眼鏡做好朋友，然後牽著我的小手上學，他還經常嘲弄我說：「一

個『四眼佬』牽著『四眼妹』上學」那一雙戴著眼鏡的影子深深地

刻在腦海裡。

    最後一次看見爺爺和他的「好朋友」是在七年前的醫院中。

他依舊架起眼鏡在閱報，可是許久卻沒有翻過一頁。我忽然明白

地拿起他的報紙，仿照當年他喃喃的語氣朗讀起來，他呵呵地笑

了。「『四眼妹』竟充當起我的眼睛來。」我卻莫名奇妙地傷感

起來，哽咽地閱讀下去，爺爺像是聽出我的悲傷，輕拍我的頭。

「傻孩子，別這樣！人老了當然看不見，我的老朋友也要休息

吧，上了天堂便不用再戴眼鏡。」兩個月後，爺爺歸到那遙遠的

國度去。

    我身邊的朋友不斷勸我把眼鏡換掉，說隱形眼鏡更方便，我卻

從沒有想過把它換掉，在我而言，從這「好朋友」看出去的世界比

較溫暖。

眼 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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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 轉 餐 廳

香港教育城創作獎勵計劃2008年

1-3月散文組優異獎及創意作品獎

餐廳旋轉出我兒時多姿的萬花筒

心田上的膳食輕快地蕩漾  童話色彩的夢幻

忌廉湯替空氣披上雪白的薄紗

寒冰上鮮蝦的跳動  生命的韌力

迴繞並列的水果拼盤

紅橙黃綠青  紅橙黃綠青

在永恆記憶裡寫上美麗的日記……

落地如長畫卷般攤開的大玻璃

拉進了窗外的清新自然

又映照出在柔和陽光下的笑臉

刀叉在透光的桌上互相交替接合

跌宕出童年的輪舞曲

『媽，快看，快看……』

這句遺忘的口頭禪

獨自停留在旋轉餐廳的一角細味

那是360度全視野的窺探

一幕幕影片般播放的風景在

眼簾裡來往穿梭

轉過了幾座青蔥的綠丘 

轉過了幾片蔚藍的海洋

轉過了媽媽牽我同步的歲月　

轉過了中學的學習歷程

也又轉過四季的繁華

一切的遺失的美好

也許時間是餐廳無法承受的負荷

齒輪以身軀的裂痕低語

慢慢的轉動

苟且的殘喘

機器也有疲累的時候

摩達上幾片還在懸掛的風葉

彷彿要辭枝飄落

風   仍在搖動零星的殘葉

葉片的影像殘留在我昨天的心扉

餐廳已失去了轉動權利

跳動的龍蝦　流心的鮑魚

游水的石斑也吃不出昨天的風味

隨年月流放的記憶

是唯一的

唯一的殘留回憶

筆名：張夢揚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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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牌 背 後

楊俊強老師玉 樹 地 震 感 懷

地動山河搖玉樹，

天垂災劫撼京華。

縱圓強國千秋夢，

不及墳前一束花。

2E 鄭秋玉

走在運動場裏

看見一張張陌生的臉孔

聽到一陣陣嘈雜的聲音

當中

卻有一個身影吸引了我

那個在跑道上如飛馬般奔跑的人

他用狂奔，揮霍自己的汗水

用呼吸，渲染自己的生命

用一雙腿，用毅力

為自己的生命一筆一筆地塗上自豪的色彩

一步一步和自己追逐

追逐的是自己，是夢想

多少個白晝黑夜

忍著淚水　流著汗水

去圓自己的夢想

在泰坦路上拖著疲憊的身軀

仍然義無反顧

朝著勝利的方向飛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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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牌 背 後

楊俊強老師玉 樹 地 震 感 懷

地動山河搖玉樹，

天垂災劫撼京華。

縱圓強國千秋夢，

不及墳前一束花。

2E 鄭秋玉

走在運動場裏

看見一張張陌生的臉孔

聽到一陣陣嘈雜的聲音

當中

卻有一個身影吸引了我

那個在跑道上如飛馬般奔跑的人

他用狂奔，揮霍自己的汗水

用呼吸，渲染自己的生命

用一雙腿，用毅力

為自己的生命一筆一筆地塗上自豪的色彩

一步一步和自己追逐

追逐的是自己，是夢想

多少個白晝黑夜

忍著淚水　流著汗水

去圓自己的夢想

在泰坦路上拖著疲憊的身軀

仍然義無反顧

朝著勝利的方向飛翔



2322

2E 郭采螢

三百六十五個日與夜

是為著今天

痛過無數次的身軀

今天要發揮好一點

從練習場的第一步開始

我就明白要不斷向前走

天空遠遠射下來的光線

跟獎牌閃出的金光

是否都相似？

熾熱的紅色跑道

告訴我追逐夢想的道路

總是難行吧！

從運動場的起跑線上

緩緩流下的汗水，閃耀著今天

拔足的一刻，在紀念艱苦的從前

掌聲催我往終點跑去

無論我是否最先的一個

越過終點線的一刻

踏上頒獎台的一刻

觸摸到獎牌的一刻

那光茫仍像當天的陽光

夢想，仍像當天跑道的熾熱

我聽見歡呼聲把我

從夢想帶到現實

「預備，開始！」──槍聲響起

遙望地平線上的光明

在熾熱的太陽下

衝破最後一道防線

贏得雷動的掌聲

從前，有人說過

「既然選擇了這條路，

就算跪著也要走下去」

堅持，執著，邁向夢想的成功

今天實現了！

金牌 背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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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 與 毒    2E 蘇思哲

七色幻光圍繞著我

我看見過去

流淚了

我看見，

　被火烘焙過的錫紙

　彌漫著曾令我興奮無比的粉末

　被棄在角落的針筒

　還凝留著血跡

蹲在暗處的君子

　面容憔悴、枯黃

　手臂潰爛，鮮紅

濃霧蒙蔽雙眼

　慘不目睹

人在茫茫大海中

　隨波逐流

「你願意就這樣過一輩子，

　作一個齷齪的小人？」

被摑了一巴掌

頓時天旋地轉

一番新景象，我

由衷微笑了

我看見，

　夜半無人燈光打在

　書桌上努力的影兒

　筆記本上的字母彩虹

　刻畫著我的用心

光影明月

都見證了我的刻苦

重拾書卷的心情難以形容

過去走錯的路

手臂上的傷痕

時刻提醒我

那份悔恨的心情

也許只能用功來填補

努力啊！

這份恩賜，要好好把握

最新鮮的空氣

原是在學校裏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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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的 聯 想

8 的 聯 想      3E 黃家威

讀 與 毒  2E 黃子晴

向著毒海的階梯走去

令人沉醉、墮落

蠟燭上微弱的一絲光線快要被黑暗吞沒

越陷越深的是肉體

無法自拔的是靈魂

他在迷幻中尋找生命的激情

煩惱幻化成光影

在眼前一一溶化，可是

激情過後，生命中還剩些什麼？

據說生命是一部畫冊

翻開第一頁

是一張張潔白無瑕的書紙

然後　一抹抹色彩撒上去

漸漸地　迷糊地

直到　塗污成黑色的世界

就算撕掉一頁，也會留下污點痕跡

不！──

一聲大叫把他拉開

我要拿起七色彩筆

重新繪畫生命的畫冊

啊！

快拿掉彩筆中的黑色

讓其餘的色彩

都填滿畫冊吧

一位會計師

把發工資的8，寫成了∞

無限的工資──

公司破產了。

3E 林曉明

3為什麼處處也可以看見善變的你？

在父親的唇上  

微微翹起

你不怕沾上食物嗎？

抑或你太饞嘴了，什麼也愛吃一點兒

    
又或者  在轉角方向

你穿起了豔麗的衣裳

花枝招展的掛在當眼處

化名為麥當勞

你又愛自由

像海鷗滑翔在大海之上

乘著海風

滑過神秘的海洋

你真善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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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

已經過去

時光倒流？

不

這是物理的定律

我們不能重新開始

但至少

我把昨天

放進回憶的相框

為的是

警惕今天的我

今天

望著昨天的相框

繪下今生的藍圖

命運在我手中

我為目前而盡心

展 望 明 天      雨 中 的 承 諾5B 周錫豪

不能後悔

因為

這是為明天鋪設的路軌

明天

藍圖展開

上面的每一鈎筆畫

留下我的痕跡

未來充滿幻變

前路恍惚迷濛

但我毫不懼怕

因為

路軌早已被我接通

7C 鍾世傑

那是陰霾糾結的清晨

雲層不知疲地撒下淚水

頃刻間　一道銀色大瀑布

淹沒掉  一切過去的風貌

「黑格比？」

在彌敦道

橫蠻地驅逐遭拋售的報紙

兩旁紛紛關上了大門

路面  剩下

一把打歪的七彩傘

一群漸被雨水吞沒的途人

而我  等待

一個沒有肯定的諾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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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珠流過髮絲之間　

在我胸膛滴下

一滴兩滴...三滴四滴...

幾乎滴穿了  我希望的全部

我在苦笑

一個正在假想的約定

水滴在指縫間流淌

又流走了

沒有凝固的幸福

我放聲哭著

一個沒有限期的承諾

直到

光線刺破了  雲層的外皮

落在我的臉上

又被你的傘影遮蓋

傘下一個久違的笑容  綻放

完結了  我一生

在雨中的等候

30



31

雨珠流過髮絲之間　

在我胸膛滴下

一滴兩滴...三滴四滴...

幾乎滴穿了  我希望的全部

我在苦笑

一個正在假想的約定

水滴在指縫間流淌

又流走了

沒有凝固的幸福

我放聲哭著

一個沒有限期的承諾

直到

光線刺破了  雲層的外皮

落在我的臉上

又被你的傘影遮蓋

傘下一個久違的笑容  綻放

完結了  我一生

在雨中的等候

30



3332

高 鐵 事 件 的 信 仰 反 省    

楊俊強老師

    引起極大爭議的廣深港高速鐵路撥款議案，最終都獲得通過。這次

事件，吸引了媒體的目光，支持和反對方案的議員針鋒相對，民間各自

組織兩派陣型，登報表明立場。對於基督徒，這件事可以給我們什麼信

仰反省？或許我們可以先從主禱文去思考人與上帝、他人和自己的關係

著手。

人與上帝──先求祂的國

    政府提出興建高鐵，主要原因是能夠連接全國的高速鐵路網絡，增

加旅客人數，促進香港旅遊發展。反對者懷疑高鐵的實際效益：花了這

麼多錢興建的鐵路線是否真正高速？是否真的能夠吸引旅客來港？市民

對這些事情滿有疑慮，也是合情合理的。畢竟吸引旅客的是香港本身的

魅力，高鐵只是旅客來港的一種工具。假若香港本來沒有什麼吸引之

處，就算興建了多快的鐵路，也是徒然。

    基督徒可以追問一個更深刻的問題：「即使我們相信如政府所言，

高鐵帶來了實際的經濟效益，但經濟是我們要追求的最高價值嗎？」很

明顯，政府提出的理由，翻來覆去，都是經濟因素。我不是說基督徒不

必理會經濟，不用吃飯，只是我們相信「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

上帝口裏所出的一切話」(馬太福音4:4)。有什麼價值比經濟更高？答案

是上帝。主禱文教導我們「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成就在地，如同

成就在天。」上帝的旨意，就是要求我們在世上「行公義，好憐憫，存

謙卑的心，與你的上帝同行」(彌迦書6:8)。我們見到受高鐵事件影響的

菜園村居民，因面臨迫遷而萬分徬徨。政府的處理手法不外乎是安排他

們「上樓」，以為用錢就可以把問題解決。但村民之所以活著，不是單

靠土地，鄰里之間的情誼，更是他們所珍惜的。金錢不是一切。

人與他人──彼此寬恕

    主禱文的另一個祈求是「饒恕我們的罪，如同我們饒恕得罪我們的

人。」在上帝眼中，我們都是罪人，只不過祂仍願意拯救我們。有人批

評示威人士衝入立法會，又跟警方對峙，甚至擲物傷人；示威人士反指

政府諮詢不足，制度不公，以致官逼民反。傷害他人身體，固然不對；

漠視市民意見，亦是不該。官民相處之道，貴在溝通，特首譴責有人擾

亂社會秩序，破壞和諧氣氛，是一種缺乏包容表現，無助解決問題。鬱

結長期積聚，就算社會表面風平浪靜，但原來暗湧不斷，只會是兩敗俱

傷的局面。

人與自己──時刻警醒

    有一個值得我們深思的寓言故事：一個風和日麗的早上，一個漁翁

悠閒地在岸邊釣魚，一個生意經紀人剛好路過，勸說漁翁應該積極出海

捕魚，這樣會有更多的漁獲；有了更多的漁獲，就可以賺更多的錢建立

船隊，繼而上市集資，建立自己的漁業王國。漁翁一邊釣魚，一邊聽

著，向經紀問道：「建立自己的漁業王國，那又怎麼樣？」經紀得意洋

洋地回答：「那時，你有一盤大生意在手，盡可以交給下屬打理，你就

可以悠閒地在岸邊釣魚了。」漁翁淡淡然說：「我現在不就是過著這種

生活嗎？」

    一個金錢掛帥的社會，「發展才是硬道理」的意識型態，人們或會

因為追逐名利而迷失方向，我們墮進了深淵而不自知。

主禱文教導我們時常要警醒，求上帝「不要讓

我們陷於誘惑，但救我們免於凶惡」。

永恆的上帝是我們堅固的保障，

倚靠著祂，即使面對紛擾

的世界，我們也會站立

得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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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 林浩松

    一個下著微雨的早晨，天色昏暗，令人分外不想起床。靈機一

觸，便想到裝病了。

    六時十五分，媽媽的鬧鐘響起，我也被鈴聲吵醒。媽媽走進來，

著我起床梳洗，我便將先前計劃好的謊話說出來，媽媽聽過後，神色

緊張，憂心道：「定是昨晚著了涼，沒事吧！先睡一會，我去給你請

假，然後煮粥給你吃。」於是我繼續躺在床上，心想：成功了！

    起床吃過粥，媽媽說要我快點康復，於是我在苦苦相逼下，被帶

到私營醫院看醫生。醫生為我徹底檢查，診斷後，還著我到房門外等

候。我心想：難道被識破？心裡感到十分疑懼。不久，媽媽出來了，

還向醫生道謝，接著帶我回家，一路上都很安靜。

    回家後，媽媽認真地責問：「你還有病嗎？」我不可能自我「引

爆」這謊話，只得答「嗯」！媽媽向我說出醫生的診斷，原來醫生早

已在媽媽的面前將我識破，當時我感到十分慚愧。

    第二天回到學校，當然，被老師狠狠地處分了。我被罰一個缺

點，並要在小息時站在課室門外，我感到「早知如此，何必當初！」

    我怪責自己，在媽媽和老師的心目中，我已失去誠信。我發誓，

以後不會重犯，我真的感到十分後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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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 一 次 幫 助 別 人 的 經 歷
一 個 謊 言

 引 發 的 風 波

1C 雷婷婷

    已經有一段時間沒有回過家鄉了，

記得有一次我回鄉過暑假，有一件事令

我十分難忘。那是一趟幫鄰居的經歷。

　　
    當日，我出門尋玩樂去，怎料看見

鄰居門前堆滿了白菜。我好奇地走過去問，

鄰居王伯伯說他準備做菜乾。我一個念頭閃

過，興奮不已，問王伯伯可否讓我幫助他，他答應了。

　　
    我見他將菜搬進一間殘舊的小屋，就連忙跟上去。原來內裏有個

大灶！王伯伯說：「做菜乾是要把白菜煮熟，再風乾，所以需要一個

大灶，這樣可以用較猛的火力，又省時，菜也比較香，且能很快製成

呢。」那大灶不燒煤氣的，而是燒木柴！我怕弄髒衣服，只得一小把

一把地拾柴枝，但王伯伯已經在生火了。

　　
    我一情急，失腳踩在白菜上，把不少白菜踩個稀巴爛。王伯伯一

皺眉，我後悔極了！幹麼心急？壞事了！看見王伯伯不怪我，我反而

更恨自己粗心。

　　
　　後來王伯伯的孫女來幫忙，那嫻熟的功夫令我自愧不如。當把白

菜都煮好，便要放到涼水中洗洗，再晾起來曬。我粗手粗腳，把那

些飽滿漂亮的白菜弄壞不少，不是掉了菜葉，便是失手掉在地上沾沙

了。王伯伯的孫女秀文瞪著我，說：「你怎麼愈幫愈忙啊！我勸你不

要在這兒幫倒忙了，要不然都不能吃！」說完還奪去我手中的菜。

　　
　　我不甘心給她這樣說，顧不得甚麼弄髒衣服，就挽起手袖，把白

菜從涼水中撈起，輕輕的放在箕子上。我得意地笑了，看見王伯伯在

搬柴枝，又立即湊上去，抱起一把柴放進灶裏，木柴在火裏「啪拉啪

啦」地燒，火紅的烈燄正像夏天的熱情。我充滿幹勁，把沉甸甸的竹

竿抬到屋頂，把白菜風乾。因為我愈做愈熟練，不一會兒整個屋頂都

橫著滿滿的白菜。我一望髒髒的衣服，心裏竟是一點也不心痛！

　　
　　過幾天，我便要離開家鄉了。在離開的前一天，王伯伯拿著一大

袋製好的菜乾給我，拍拍我的頭，說感謝我的幫忙。我頓感手上的菜

乾倍加沉重。菜乾的香味令我明白幫助別人需要全心全力，不應顧忌

甚麼，結果才會令自己快樂、別人感謝。那袋菜乾便是我的收穫，是

我人生寶貴的一堂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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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條 熟 悉 的 街 道

    ― 沿 江 西 路  
2D 李志銘

    當我踏進這條街道，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頓時浮現心頭，原來這

就是那條久別重逢的沿江西路。我已經好久沒回來這裏了，沒想過幾

經歲月，你依然保留著應有的特色。 

    獨自一人漫步在沿江西路的海旁，微風輕輕地吹過，一股海水的

味道撲鼻而來，讓人格外舒暢。仔細看看周圍的環境，那一排排柳樹

依舊豎立在海旁，像一群老人家在海邊釣魚，場面十分壯觀。往腳下

一看，那破裂的磚頭依然還在，不同的是它多了許多皺紋，顯得更加

滄桑。繼續向前走，我看見了馬路對面的小賣店，門口還掛著「陽

光士多」這個招牌。昔日小賣店的風光不再，但依然保留著一份人情

味，想必這一定和老闆娘那和藹可親，對小朋友特別的關懷有關吧！

    「噹，噹！」幾下清脆的響聲打破我的沉思，原來是不遠處那鐘

樓發出的聲音。走過去一看，鐘樓也多了幾道裂痕，看上去像一位飽

經風霜的老人，它依然堅守自己的崗位，為大家報時，看著鐘樓上的

傷痕，我霍然明白了歲月不饒人這道理。 

    終於走到了街道的盡頭，天色也開始暗了，慶幸我還能看到日落

的餘暉。站在海邊，只見深燈色的太陽徐徐往下降，把海水染成一片

火紅，最後消失在地平線下。這時候我想起了一句名言：「夕陽無限

好，只是近黃昏」。 

    如今我還能看到沿江西路的面貌，它的一花一草，一事一物，我

都會銘記於心。不知道再過幾個歲月，沿江西路還能否屹立不倒呢？

2D 黃麗敏

    走在繁榮的街道上，聽著嘈雜的聲音，使我不禁掛念起家鄉的一

條清靜的小路──憶母道。 

    憶母道在我家鄉是一條很聞名的小路。記得在年前的假日裏，我

回到家鄉，首件不能忘的事便是在清晨散步，到憶母道走一趟。

    那天清晨天還未光，我便帶著電筒從祖屋出發，走到憶母道，大

概走了十五分鐘，天光透了，我看著那迷人的晨光，心裏不禁地展現

了笑顏，再看仔細些，我終於看見憶母道的影子了，從遠處看過去，

憶母道就如一幅美麗的自然圖畫，她周邊被一層薄薄的霧氣籠罩著，

看似仙境一樣，我加快了腳步，希望能更快感受和呼吸到憶母道的空

氣，那種毫無雜質的新鮮空氣。 

    終於，我到了。我看見憶母道的景物，使我的心更陶醉。憶母道

的左方是一片遼闊無邊的稻田，而右方便是一座小型的石橋，石橋下

是一條清澈的小河。那條河其實就是居民洗衣服的地方，回憶從前，

小時候我亦曾隨外婆到這裏洗衣服，當時總覺得非常有趣，可是常常

不慎弄濕衣服，就被外婆大罵一頓。我再抬起頭，看著那無邊無際的

天空，總覺得這兒的天空格外高遠、清新、迷人，絲毫不曾沾染半點

污穢。 

    看著這憶母橋的一景一物，呼吸著這兒的每一口空氣，恍然覺

悟，這十多年的光陰，此地沒丁點兒改變，變的只是我不會再有機會

牽著外婆的手來到憶母橋。

一 條 熟 悉 的 街 道

          ― 憶 母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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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鄧億欣

    「小姐，請問用八達通還是現金付款呢？」這一句話相信大家都

耳熟能詳。在現今社會，八達通差不多是貨幣的替代品。大至大型連

鎖店如7-11、OK便利店等，小至學校的小食舖均接受用八達通付款。

八達通現在如此「深入民生」，我想主要是因為它多才多藝，既可用

作付款，也可作為裝飾等，所以它才漸漸普及。不過八達通所帶給我

們的是否全是好的影響呢？

    在早前淋腐蝕液體案中，元兇終於落網，這當然是一件大快人心

的事，但是大家是否知道，幕後緝兇的功臣竟是八達通！警方根據疑

犯的八達通個人資料，才找到了他。大家一定感到疑惑，這是一件好

事，對我們沒有壞影響吧！不過，試換一個角度去想，八達通不是成

為了一個另類監視器嗎？而且它是全港市民的監視器，因為現在誰沒

有八達通？無論學生、主婦、在職人士……全部都是「一卡在手」，

所以我們身邊便隱藏了一個另類監視器，可能有一天我們的個人資料

會因八達通而洩露出去呢。

    除了上述的壞處外，八達通還有另一個壞處，便是很容易令人過

度花費。其實八達通和信用卡的原理相似，均是方便快捷，減少了找

贖的時間，但當你不親自接觸到錢幣，而是用螢幕顯示的銀碼付款

時，不知不覺間，你可能已過度花費了！信用卡理財的問題現時已越

來越多人注意到，但八達通的理財問題，人們卻忽略了。所謂積少成

多，八達通所用的金額，可能不夠信用卡大，但日積月累，那也是一

筆可觀的金錢。曾經有一調查顯示，現時的小學生每月用八達通付款

購買的東西，總金額可高達五百元。大家試想一下，連沒有什麼經濟

能力的小學生也能花費五百元，那你呢？

    總結上述兩點，我認為八達通可能方便快捷，但它也為我們帶來

一些隱憂，所以大家不要過份倚賴八達通，更要小心使用它。

3D 古嘉琪

    「啪！」狠狠的關門聲。

    「為什麼他不明白我？這是我爸爸啊！每當我名次有點下降，

他便兇巴巴地罵我。只是進步不夠別人多吧，但平均分還是有上升

啊！為什他不了解我？如果我不作點反抗，爸爸一定會繼續這樣下

去。但如果我離家出走，會否太過分呢？離家一天也應該不過分

吧！」於是我便開始收拾行李。

    我的名字叫李小琪，今年十五歲，我有一個爸爸和姐姐，他們

都十分重視我，正因如此，當我的名次下降了，他們便十分緊張。

今次我要對他們的責難作出反抗，所以我決定離家出走，到我朋友

家去，第二天才回來吧。

    到達了朋友家中，他勸我回家，可是我並沒有把話聽進去。忽

然，他家的電話鈴聲響起。我朋友接聽，那是我爸打來的，我吩咐

朋友不能說我在這裡。掛上電話後，我本是十分高興，因為這證明

我得勝了，但朋友告訴我，我爸的聲音聽起來十分緊張、憂慮。我

便開始心軟了，忐忑不安，我懷疑這樣做好像過火了。結果我便到

街上走走散散心。

    我進了一間便利店，一位中年男子跟隨着進來，他突然抓着我

的手，我一看，原來是爸爸。

叛 逆 少 女

八 達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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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 謝浩賢

    炎夏已過，轉眼已是深秋。「哈啾!」我不禁打了個噴嚏。「現在

也是時侯拿出禦寒的衣服了。」我喃喃自語着走進了房間。打開衣櫥，

顏色各異，琳琅滿目的衣服應有盡有。忽然，一件褐色的羊毛衣從衣櫥

中輕輕滑落。咦？這件衣服不正是外婆織給我的嗎？看到這件毛衣，外

婆的音容笑貌彷彿又浮現眼前‥‥‥

    我是在嚴冬誕生的，那時候天氣特別冷，家裡的經濟狀況又不太

好，帶着哭聲來到這個世界的我，只有四斤六両。出生後，母親看見我

個子那麼小，害怕照顧我的時候會弄傷我，而她又要忙於上班，便把我

托給外婆照顧了。我，是在外婆的悉心照顧下長大的。

    記得我初來香港時，媽媽經常跟我說「你啊！有空便要回去探望外

婆。你出生的時候哇，是她幫你洗澡，是她幫你換尿布，你得要好好孝

順她啊！」「是啦！是啦！有時間我會回去的。」我敷衍地答道，過後

便忘記了承諾，都在忙學業、玩樂，很少回家鄉探望外婆。

    在家鄉被外婆悉心照顧的日子，生活雖然簡樸，吃的是農家菜和白

米飯，住的是簡陋的用紅磚建成的小屋，但是我如今仍十分懷念當時的

生活。

　　外婆經常要下田工作，於是把我也帶了去。她在菜田中捉害蟲時，

我便在菜田旁邊的引水道中「尋寶」。引水道中的水是從菜田附近的

小河中分流下來的。我經常在引水道中撈魚兒，蝌蚪，拾貝……那一

條條晶瑩透白的小魚兒，一群群細小烏黑的蝌蚪，一只只光滑發亮的

    他一看見我便罵道：「小琪，你怎可以這樣做？你知否我和你

姐一直在找你？你……」

    他這樣罵我，使我之前所感到的後悔，統統拋諸腦後，我一股

勁地衝過對面馬路。爸爸也跟上來，正當他橫過馬路時，一輛汽車

正向爸爸的方向駛去。

    「嘭！」的一聲，我立刻回頭，只見爸爸躺在地上，身後有一

個血泊。這時姐姐趕到現場，她問我發生了什麼事，可是我只是目

不轉睛地看着爸爸。姐姐看我呆若木雞，不懂如何反應，便立刻報

警，救護車很快便趕到。

    在手術室門外，我和姐姐心裏七上八下地等待著醫生出來。在

這段期間，姐姐告訴我爸爸之所以這麼緊張我，是因為擔心我會因

從小沒有媽媽的照顧而學壞，而且他為了我的前途着想，才不停地

提醒我成績不能下降。

    此刻我眼淚如泉水一般地湧出，心想爸爸對我這麼好，這麼著

緊我，而我卻忽視了這一切的關心。這剎那，幾個醫生進入手術

室。當時我真的很害怕，害怕爸爸從此不會回來，害怕連爸爸丟下

我和姐姐，再也不理會我們。

    翌日，醫生們才從手術室出來，

我和姐姐立刻撲上去詢問爸爸的

情況。他們說：「手術十分成

功，待會兒病人便會醒來。」

於是我們便跑到病房等候。

看着父親的臉，我立定決

心，要做一個孝順的女兒，

不再令父親擔心。此刻，

父親的眼睛徐徐張開……

懷 念 遠 方

    的 外 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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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 念 遠 方

    的 外 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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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殼，都帶給我美好的回憶。外婆忙完農活後，還會和我一起在引水道

中嬉水。偶爾一兩隻青蛙在引水道中暢泳，眼明手快的外婆「嗖」的一

聲，手指便已捏着一只強壯有力的青蛙腿，笑着說：「今晚有青蛙大餐

吃咯！」而在外婆手中的青蛙則在呱呱地叫，另一只青蛙腿則在用力的

蹬，想掙扎逃跑。但是外婆卻熟練地從田的邊緣摘幾根細長的蒲草，在

青蛙腿上轉幾個圈，青蛙便被綁牢了。我呢，則從外婆手中接過草繩，

提着青蛙。那青蛙還在呱呱地悲鳴，彷彿在為自己的命運而哀嘆……

　　春來秋去，又到冬天。外婆的家裡里沒有暖風機，北風吹來異常地

冷。我的臉蛋被冷得通紅，手指也僵硬了。我只得躲在被窩里取暖。但

是好動的我怎麼可能窩在被子中一整天呢？外婆也知道我的性子，她到

市集上買了毛線，便為我織毛衣。我麻索地把毛線套到兩根長長的鋼針

上，線與線之間互相交織，織出一件柔軟溫暖的毛衣。外婆帶着和藹的

笑容對我說：「來，快點穿上，看看合不合身。」說着便把毛衣套在我

的身上。我穿上毛衣，暖哄哄的。我穿着毛衣到外面盡情地奔跑，享受

着活動身體的樂趣。縱然寒風刺骨，但外婆的毛衣給我帶來的絲絲溫

暖，以及融進了毛衣中的愛，令我不再覺得寒冷。這件毛衣，是外婆親

手織給我的，是我人生中一份最寶貴的禮物。雖然這件毛衣或許不值

錢，但它，包含了外婆對我無微不至的愛。

　　「兒子，放聖誕節假前的星期五請假吧！」「幹啥去？」「回家

鄉。」「為甚麼無緣無故回家鄉呢？」「你外婆病了。」「甚麼！外婆

病了？」媽媽點點頭。這個消息猶如晴天霹靂，我足足呆了一分鐘才反

應過來，回到現實中。

　　我們風塵僕僕地趕往家鄉的醫院探望外婆。坐在外婆旁邊的阿姨告

訴我：「你外婆在兩個月前就經常嚷骨痛，天氣冷時還不時傳來幾聲咳

嗽。但你外婆不想讓你擔心，又認為自己患的只是小病，於是便不去求

醫，只是到附近的小醫院注射止痛針緩解痛楚。直到前一個星期她有點

受不住了，才讓我帶她去醫院診治，結果是患上了骨髓癌。現在只能用

電療和化療，你外婆年紀大了，不能做手術。醫生說，你外婆只剩下半

年的日子，你要好好珍惜和外婆相處的時間。」

  我走近床邊看着外婆，外婆在安祥地睡着，但那兩鬢斑髮早已脫落，

兩隻滿了皺紋的手也呈現水腫的情況，額上的皺紋也多了。外婆一定被

病魔折磨得很痛苦吧？想到這裡，我的眼眶早充滿淚水。媽媽走過來用

兩隻手抱着我，對我說「孩子，別哭，你外婆會好的。」淚水在媽媽的

安慰下更止不住，順着通紅的臉頰流了下來。

　　兩天後，外婆說不想在醫院住了，堅持要出院回家靜養。沒辦法，

阿姨只好把外婆送回家。外婆的病情日漸惡化，全身骨頭都疼痛不堪，

連東西也不想吃。看着外婆日漸消瘦的身軀，我很難受。媽媽對我說：

「去餵外婆吃東西吧!我們怎麼勸，她也不吃。外婆最疼的是你，你去

試試吧。」我點了點頭，走進房中，拿起桌上尚有餘溫的瘦肉湯，對外

婆說：「外婆，吃點東西吧!不吃東西是不行的。」外婆艱難地張開她

那雙細小的眼睛，眯着眼看了我一下，然後慢慢地張開口。我用湯勺了

一勺一勺送到外婆的嘴邊。但是，外婆連吞咽都有困難，湯喝不下去。

我想了想，便從桌子旁邊的抽屜拿了一根棉花棒，用棉花棒蘸了蘸湯，

然後放到外婆的吞頭旁邊，讓外婆嘗嘗湯的味道。就這樣，我餵了外婆

喝小半碗湯。

　　明天我就要回香港，臨別前，我跟躺在床上的外婆說了聲再見，並

說我會再回來探望她。但我沒想到，這是我和外婆的最後一次見面。

　　聖誕節假過後，傳來了外婆的噩耗：「你外婆……已經去世了

……」我驚呆，不能相信這個消息，跑進房間抱着被子埋頭痛哭。我很

後悔自己沒有經常回家鄉探望外婆，更後悔的是，我一次福音也沒跟我

外婆講。外婆這麼愛我，送了一件毛衣給我，而我呢?卻沒把基督的救

恩帶給她。如今，一切都太遲了……

    「兒子，你在幹嘛?怎麼拿着這件毛衣在發

愣？」媽媽的聲音打斷了我的回憶，我憐惜地

愛撫手中的毛衣，句：「沒甚麼。」在毛衣

中，我彷彿又感受到外婆指間的溫度……

    我十分悔疚自己沒能好好探望她，現在只

能藉一首詩來懷念外婆：「忙於學習未忘情，

唯盼再聽你笑聲。到了驀然後悔時，回憶卻

已成泡影。」遠方的外婆，我想念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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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 徐惠盈

    這幾年來，天氣變幻無常。冬天來得特別遲，夏天走得特別慢，

活像個小孩在鬧情緒，跟媽媽反叛作對！可恨人類卻未曾發現天空這

暗暗發出的警告！

  小時候，我們一家總喜歡在假期裡到海灘共聚天倫。炎炎夏日，

整片大地都散滿陽光氣息。海灘上擠滿了人，大家都期待跟陽光玩遊

戲。天上的紅日正為這群人發放迷人的光彩。光線經海面反射，化

成萬道光華，又如成千上萬的美人魚身上的鱗光映照，閃得人有點目

眩。太陽伯伯不斷催促人投入大海的懷抱，他顯然魔力非凡，幾乎無

人能以幸免。天空是這樣明淨和溫暖，怎叫人不喜歡呢？

  但現時的夏天，太陽像一個大火爐，把大地烤灼得乾焦滾燙，空

氣都曬得又熱又悶，劃根火柴也怕能點燃著整個天空！太陽執著地留

在半空，把人類的皮膚都灼得乾巴巴的，可是肉體的痛苦沒有令人類

反省，全球暖化的問題還未得到正視呢！

  我坐在海邊，仰望廣闊無垠的天空。天空的白雲仍然在飄，但已

披上了一層薄霧，情況似乎不太嚴重的，但遠方的大氣早已破損了。

  「哇！很漂亮的藍天白雲啊！」小妹妹向爸爸說道。

  「對啊！不過現在大氣層穿了一個洞，所以你要好好保護環境，

不然，藍天白雲會被黑洞吸走呢。」爸爸說。

  我會心微笑，這久遺了的說話在我腦海徘徊。藍天白雲這完美的

配搭，的確很久沒見了。希望將來的日子，它們有更多機會重聚吧！

  遠遠的向著小妹妹，我暗地裡為大自然作出鼓勵：「未來的主人

翁，保護環境的重大工作靠你們了！」

生 病 的 天 空 A補習天王

A

論 補 習 社 的 宣 傳 手 法

4B 梁立志

    香港近年的補習界不斷膨脹，主要原因是不少香港人都很富

裕，有餘錢供子女補習。補習社為了瓜分那驚人的利潤而各出奇

謀。但這些推銷手法又有多少真正符合學生的需要呢？

    先來談談衣著前衛的「補習天王」吧。相信大家對他們也不會

陌生，因為每當我們打開報紙、雜誌，總能看到他們的身影；更甚者

在公車上休息時，也會仰望到他們屹立在巴士的車身之上，有時候

我甚至懷疑他們是某時尚品牌的代言人！但若作為補習老師，我就

不敢苟同，因為他們的行徑彷彿在對人說他們並不是學識淵博，而

是包裝了得，而且他們在廣告中睥睨眾生的眼神，也令人十分反感。

    其次，廣告也聲稱能猜中試題，或幫助學生在考試中奪「A」，

這顯然是嘩眾取寵。因為試題屬高度機密文件，除非他們賄賂考評

局的人士，否則是不可能知道試題的。至於考試中奪「A」更是無稽

的說法，因為「世事無絕對」，如果一定得到好成績的話，那還需

要去考試嗎？這樣的宣傳手法誇張失實，不能盡信！

    最後，連鎖式補習社恃著自己的財雄勢大，在網絡、雜誌、傳

銷電話和公共地方大肆宣傳。本來適當的宣傳可增加知名度和競爭

力，但過分的宣傳則會產生反效果，補習社雖然也會因此而成名，

但卻不會帶來額外的收益，因為市民大眾在茶餘飯後，只會討論補

習社的宣傳如何擾民，而不會談論他們的人才與素質。

    補習是為了幫助學生鞏固課堂上所學的知識，所以不應老是打

著唯利是圖的旗幟，反要以學生的福祉為依歸，以有教無類為宗

旨。正所謂有麝自然香，只要具有專業的補習服務，他們不需借助

宣傳，也會有人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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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 徐惠盈

    這幾年來，天氣變幻無常。冬天來得特別遲，夏天走得特別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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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片大地都散滿陽光氣息。海灘上擠滿了人，大家都期待跟陽光玩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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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病 的 天 空 A補習天王

A

論 補 習 社 的 宣 傳 手 法

4B 梁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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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 李嘉文

    榴槤源自婆羅洲群島，在東南亞的赤道地帶，凡印度、緬甸、泰

國、印尼、馬來西亞、越南、菲律賓都有種植。其中泰國產量最大，

品質優良，出口最多，多刺及成熟時散發濃郁的香……」想不到原是

飲食節目的介紹，竟成為榴槤愛好者的嫲嫲每次吃榴槤時的旁白，而

且總是隻字不漏，流暢如播放著錄音機。可惜節目只能薰陶嫲嫲的思

想，卻無法改變我對榴槤的厭惡。

    自出母胎，我與榴槤仿如宿敵──兩者不能共存。每次當家人把

榴槤帶回家享用，我就一整晚躲在房間，含怒捂著被子，心中不停咒

罵。直到那天，我第一次接觸它。

    「小美，能不能把這個給我，我真的很喜歡它，反正你家也有這

麼多，就送一個給我吧。」我以羨慕的目光看著小美手中的芭比娃

娃，只見她猶豫不決，遲遲仍把著娃娃不放。「那…那這樣好了！」

小美瞪大眼睛看著我，似乎期待著什麼。我緊張得搔著頭皮，吞吞吐

吐地說：「我…我…我用兩塊你最喜歡吃的榴槤跟你換！」小美馬上

把芭比娃娃送到我的懷中，高興地說：「那就這樣說定囉！」說罷，

她便蹦蹦跳跳的回家了。

    「芭比娃娃，為了你，我什麼也願意做。」

    晚飯後，家人從冰箱取出榴槤，滋味地品嘗著。我逃出被窩，從

門縫間窺探著他們，只見他們視榴槤如珍寶，連留在手指間的一點一

滴也舔得一乾二淨。我看得傻了眼，要怎樣開口跟他們說呢？我敢保

證他們一定會反對我以兩塊榴槤跟小美交換芭比娃娃的，至少嫲嫲會

是第一個。

    然後我想到了一個辦法。

    深夜了，我約了鄰家的小美在門口等我。我悄悄的打開冰箱，小

心翼翼的提著僅僅剩餘的兩塊榴槤，踮起腳緩慢的走向門口。

    突然，我看見面前出現了黑色的身影，我差點按捺不住要尖叫起

來。「是我呀！嫲嫲。」

    「果然是榴槤的忠實擁戴者，剛嗅到它的味道就醒來了。」我心

知不妙，看著嫲嫲，又看了看手上的兩塊榴槤。矛盾之際，我卻聽見

了嫲嫲的笑聲。

    「哈哈！你這傻孩子，原來這麼喜歡吃榴槤！不用鬼鬼祟祟，快

坐下吃吧！」

    「嫲嫲，不是的，其實我…」話還未說完，嫲嫲便搶著說：「抱

歉呢！原來我們一直也不了解你，每次也吃光了沒留給你。嫲嫲明天

再買給你吃吧！好嗎？」我委屈的看著嫲嫲，只好說：「嗯，謝謝你

呢，嫲嫲…」

    我不知道那夜，小美在門外只能嗅到榴槤的味道卻不能吃到時那

滋味，我只知道，那一晚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吃榴槤，那種忍著不能吐

出來的感覺，真的比死更難受…

    那天以後，每次炎夏──榴槤盛產的季節裏，嫲嫲總買榴槤回來

與我分享。好幾次，我以身體不適的藉口婉拒了，但往後的我再不想

辜負嫲嫲的好意，硬著頭皮吃下了一塊一塊的榴槤。

秘  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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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 李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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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 余曉琳

    明淨的窗台上，栽種了一些蒲公英。你一定感到奇怪，為

何有人會種植這種野花？大概是我心中有份思念，想蒲公英為

我傳遞。我坐在藤椅上，揮動著畫筆，捕捉蒲公英纖細的身

影。

    那朝早，一室恬靜閒適，被一通突如其來的長途電話打破

了……「還記得我──櫻木花道嗎？我要回國了。」帶著一點

諧謔意味的話語從電話中傳來。

    我有點來不及反應，那把聽似陌生的嗓音，帶著熟悉的氣

息，喚起我心中那段久遠的回憶，一張熟悉的面孔掠過心弦。

    記得那時，我們還是兩個乳臭未乾的小子。我們同樣喜歡

一部漫畫──《灌籃高手》，亦因這漫畫而起了爭執，但「不

打不相識」，從此我們成為了無話不談的好朋友。中三那年，

他隨家人移民到外國。我為他的離開感到生氣，當然也有不

捨，但自此我們再也沒有聯絡。

    十年後的今天，他從地球的另一端回來了。我該高興嗎？

但心中更多的是不安和緊張，我不知如何面對多年不見的他，

如同面對第一次會面的陌生人，可是情況卻出乎我所料。

    長大了，有一晚，當我再不想忍受榴槤的味道，下意識驅使我要

向嫲嫲坦白，我便跑到嫲嫲的房間，躺在她身旁。

    「嫲嫲，睡了嗎？」

    「嗯。」她帶著睡意的聲音回應說。

    「其實，我並不喜歡吃榴槤！」我終於勇敢的說出口了。

    「榴槤源自婆羅洲群島，在東南亞的赤道地帶，凡印度、緬甸

…」

    「嫲嫲…」我嘗試把她喊停。

    「其中泰國產量最大，品質優良，出口最多…」似乎她連做夢也

想著榴槤，我氣壞了，只好聽著她說下去……

    「其實，嫲嫲最喜歡跟英子一起吃榴槤……」

    聽了嫲嫲的夢話，我告訴自己，不要緊，就讓它成為我和嫲嫲之

間的一個秘密吧！

    「我也是呢，嫲嫲。」我輕聲說。

有 朋 自 遠 方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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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朋 自 遠 方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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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 張小珍(2008-09)

    太陽懶洋洋地露出可愛的笑容，驅走了陰暗的天色。蔚藍的天

空中，不規則地擺放了一粒粒白皚皚的巨型棉花糖，還有頭貪吃的

綿羊。我仰望穹蒼，不時發揮無限的創意。

    一隻橙紅色的風箏在天空自由自在地飛翔，四處告訴太陽、白

雲和風兒它很喜歡這個天地。我的思緒隨著風箏，飛呀飛……

    我是在農村長大的，眼前這一大片翠綠色的草地，是我和最親

的人的回憶。

    父親經常到香港公幹，大約兩個月才回來一次。雖然相處的時

間不多，但我從小就很享受跟父親相聚的時光。

    那一天的清晨，與今日的天氣一樣，藍天白雲，秋高氣爽，父

親帶我到這裡來放風箏。

    不管風箏多輕盈，我卻不懂隨著風的方向，把它放上高空，總

要父親來幫我一把。父親一手拿著線軸，一手拿著風箏，一直向前

跑，他手上的線軸倏地像渦輪發動，快速地滾動著，風箏遂乘風捲

進了湛藍。

    它要感謝線軸給它的自由，可以從高空俯視大地，可以聽風兒

唱歌，那是祝福我倆父女幸福的樂章。風箏在天籟中翩翩起舞，輕

盈地隨節奏擺動身體，一時向左拐、一是往右傾，時而抬頭昂首，

時而翻騰跳躍，舞步千變萬化，精采異常。

    然而，它卻因一次意外，斷線了，徐徐落下，失去方向，不知

跌到人間的哪個角落！失去，其實是另一種擁有。雖然這隻風箏已

經不再在我的手中，但我依然擁有與父親共渡的難忘時光。失去了

物質，擁有的是父女之間愛的體驗，那是更高層次的昇華。

    風箏，感謝你！讓我能夠和父親渡過一段快樂的時光。

    「好久不見。」我們平淡地互相說道。

    沒有久別重逢的激動，沒有客套的對話。我們沉默了數

秒，然後相視而笑，一切來得那麼自然親切實。但畢竟分隔多

年，面對久違的彼此，心中不免有點尷尬和隔閡。幸而我們坐

在悠閒的咖啡室中，談起當年。

    我們形影不離的一起追看漫畫，一起扮演著漫畫人物，常

笑說他是櫻木花道，我則是流川楓。我們亦常常走到學校的後

山，躺在草地上，蹺著腿，訴說大家的夢想，還有老師的壞

話，然後把它寫在一隻隻的紙飛機上，再放向天際……那時的

天真爛漫，讓我們都會心一笑。

    和煦的陽光透進咖啡室，化成溫暖的氛圍，讓我們在談笑

間，化解了尷尬和隔閡，回復了那份熟悉的友誼。

    時間飛逝，在道別之中沒有那份依依不捨，彷如明天便會

再見。有朋自遠方來，我為他送上一株蒲公英，在他離開後，

我會為遠處的他的幸福祝禱。

風  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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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小心，滴下了幾滴眼淚，悲酸的感覺油然而生。我一直把那段回憶

封印在褪色的指南針內，這是我一個小小的天地，只有過往，沒有將

來。

    「媽，我想去南方。」不帶任何感情，我順手關了水龍頭，聽她

的回覆。

    「去幹甚麼？想做拖油瓶嗎？那去了乾脆死在那兒，不要回

來。」我又擰開了水龍頭，一遍一遍地沖洗著白米。

    「我報考了那裡的大學，申請通過了。如果許可，我不會回

來。」

    「砰」的一聲，木椅子不偏倚撞上了我的腰，我忍下了椎心的

痛，一遍又一遍地洗著米。

    您說過的，只要我長大了，就可以帶著指南針去找您。我長大

了，您一定要被我找到。

     騎著自行車，穿過一棵又一棵的梧桐樹，今天的路，被樹影拉長

了許多。南方的天，是藍色的嗎？我呆呆地想著。

     煙抽完了，為了省錢，不好買。從前的我，常望著他抽煙，一圈

圈的煙霧，捲起了無限的情感。他離開那天，交給我一個棕色的指南

針，手指著南方，囑咐我，長大後，帶著它，就可找到他。我呆呆地

5D 李燕芬

    人的心會變，樹的年輪會長。只有它，永遠指著同一方向，偶爾

振動，指針起伏不定，最終，還是靜下來，倔強地回到原點。

    我凝神望著那棕色的，木製的，形狀不顯眼，不名貴，卻沉重得

過分的指南針，心思飄得遠遠的。你說過，只要我長大，就有能力帶

著它來找您。一路向南。那時我沒有問，是否我找您，你就會出現？

    「看了這麼多年還看，你能盯得出甚麼來嗎？這樣看，有意思

嗎？」目光牢牢的放在我的指南針上，口裡吐著一圈圈白煙的一心，

漫不經心地問了一句。我不打算回答，深深吸了一口煙，冷不防被嗆

到了。「讓我看看這破東西有甚麼值得你這麼寶貝！」一心乘我分心

之際，一手搶走了我的指南針。

    我是個冷靜的人，什麼驚心動魄的事都難以掀起內心一絲的情

感。但我並非冷血，有些事，有些情，我只是小心地藏起來了，我認

為我有責任保護那一絲淡薄的回憶。我不容許有人妄想越過我的界

線。

    「很好玩嗎？破損了你賠不起。」我冷冷地說著。我是個冷靜的

人，擅長把強烈的情感透過淡然的文字表達出來。她明白的。

    穿過十多幅漆黑的牆，我看到了我的家。沒錯，是家。我呼了口

氣，冷得像呼出了一口冰渣。門內，一如既往的冰冷。我摸著殘破的

指南針，指尖擦過凹凸不平的表面，小小的疙瘩刺得我心口直痛，一

指 南 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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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 陳志明

    古語有云：「一分耕耘，一分收穫」。這表明了人類自古至今

的成功，是來自一點點的毅力。但可真是付出了毅力就一定得到回

報嗎？我卻不認為。毅力與成功如兩個環緊緊相扣，毅力是成功的

先決條件，卻不是有毅力的人就一定能夠成功。而且毅力也不一定

只給人良好的印象，野心家也有毅力，卻給毅力蒙上一層污點。毅

力是推動的燃料，能使人飛越太空，完成宏大的夢想；可是，若訂

立的目標、方向錯誤，不但無法邁向成功，更會帶來強大的破壞

力。

  當今世界發展一日千里，實有賴前人勞苦貢獻。工業革命的爆

發，是因為瓦特發明了蒸汽機。在當時，瓦特的思想前衛，身邊沒

有人能幫助他，更可能嘲笑他異想天開，但事實證明瓦特不懈的努

力帶來了一個新時代。天才橫溢的貝多芬在中年時失聰，卻沒有放

棄創作樂曲，憑著毅力，寫下感人肺腑，動人心魄的樂章。

  有人說：「毅力只是平庸之輩的好幫手，天生異品的人就不必

要了。」從古至今，每個領域人材輩出，其中不少佼佼者被喻為天

才。「詩聖」杜甫曾說「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即使才華如

論 毅 力
望著兩條指針倔強地各佔一方，來不及問他那條指針代表南，那條指

針代表北，他就消失了，輕得彷佛從未出現過一樣。

    他那席話，我到底也相信了，夢想著要到更遠、更遠的地方。

     家，我又回來了。門內，一如既往的冷清。夢想著要去更遠的地

方，卻在這短短的距離來回著。

    「你真要走嗎？」出乎意料的，略帶有一絲悲傷的感覺。媽對我

說。

    「為甚麼不？」我被輕輕地衝擊了一下，小心地答著。

    「不要找，他。不要找他。」

    「我會回來，我會養你。」

    「那個指南針，是我託他給你的一個夢，不要問為甚麼，我欠你

的。」

    天邊滾動著黑裡透紅的烏雲，落日的光悄悄地消失了。

    我解讀了那天母親的話，離去，讓事情變得簡單，人變得善良，

像個孩子一樣。我們重新開始。

    我朝著海洋，用力扔掉了那個褪色的指南針。寂寞的人總是倔強

地記著某人、某事。正如我總是意猶未盡地想起他。我沒有哭，只是

眼淚流了下來。

    時間沒有等我們，是你忘了帶我走。

    爸爸，我長大了。

    爸爸，我不會來找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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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我長大了。

    爸爸，我不會來找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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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 林嘉誠

    水啊水，我討厭你。

    記得嗎？當初你還是雨點的時候，你是很清澈、可愛的。在最

悶熱的天時，你突然從天而降。當時我仰臥在草地上，佻皮的你在

我身上蹦蹦跳跳，同時也像母親般，柔柔的輕撫我的臉……那晚是

我與你相識的第一夜。我真希望你能永遠保持這個樣子。可惜，現

實往往事與願違。

    日子一天一天過去，你也一日一日地長大，變成了滔滔江水。

你的出現，為大家帶來許多方便，你為大家洗衣服、洗污垢，夏天

的時候給大家消暑，所以大家都很喜歡你，儘管你已不再清澈，甚

至身上的雜質越來越多。然而，你仍舊可愛。

    可是，你逐漸長大，也就逐漸變得不可愛了。

    自從你成為了茫茫大海，你變得喜怒無常。一時像個熟睡的娃

娃，一時像怒吼中的雄獅。因此，大家都怕了你，認為你生人勿

近。

他也需要刻苦讀書，才能寫出感人的

詩句。王安石筆下的方仲永，天生寫

得好詩，名副其實的「天才」，卻因

為缺乏後天的努力培訓，而淪為「凡

人」。發明大王愛迪生說過他的成功

是來自九十九巴仙的努力，一巴仙的

天分。我們能領會若天才沒有毅力的

推動，終究成為平庸凡人。因此，毅

力是所有人成功的先決條件。

  最近，流行著一句說話「沒有事情不可能」(no t h i n g   i s 

impossible)，這與李白「只要有恆心，鐵杵磨成針」的說法不謀

而合。又如西方的一句名言「只要你想做，你就能做到」(If  you 

think you can do it, you can!)。總而言之，就是暗示毅力必定產生

成功，但事實卻不盡然。

試看看人所共識希特勒，在他的自傳《我的奮鬥》內，展現了他為

實現目標而奮鬥不懈的心路歷程，可是希特勒的目標是帶領國家民

族成為世界的霸者，以實現「極端日耳曼主義」的野心，因而不惜

引發第二次世界大戰，造成大量人命傷亡。希特勒雖然有無比的毅

力，可是他的方向、目標卻與真理、道德背道而馳，最終落得慘淡

收場。

  毅力是成功的燃料，但真理、道德卻是成功的軚盤。邁向成功

之道，就必須兩者兼備，否則也是徒然。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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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 梁子卿

   

    無意中，我闖入了你的世界，驚覺你收藏於心底的孤獨與

黑暗。我輕輕地撫摸你的身體，你微微一顫，驚醒了過來。

    你掙扎著想要逃避，我只好緊緊地把你擁入懷抱。淚水沿

著你的臉龐滴到地上，在空洞的隧道裏發出迴響。可憐的孩

子，是什麼令到你這樣傷悲，終日與黑暗為伴？

    也許是太久沒有與人談天了，你哽咽的喉嚨半天裏也嘻不

出一句話。我心痛地為你撥開額頭凌亂的髮絲。「是戴安娜王

妃。」你告訴我。看著你痛苦的眼神，我真後悔要你重新回憶

起十多年前的慘烈車禍。

    水啊，我真討厭你。討厭你的善變。不止如是，我更討厭你的

殘暴。你與地震、龍捲風狼狽為奸。在電視上，我看見你毫不留情

地湧上岸邊。即使岸上的人向你求饒、吶喊，你也視而不見、聽而

不聞，以千軍萬馬之力將他們推倒。

    水啊，你何時變得如此殘暴。不久之前，你才與人類成為了好

朋友，但現在卻動不動就殘殺生命。

    是因為身軀長大了，能力增強了，連理智也被蒙蔽了嗎？還是

被雜質帶壞你呢？

    不過，我知道，海也好、河也好、冰也好、水蒸氣也好，你仍

然是水，你的本性是清澈無比的。

    所以，我真希望你能改過，再次成為雨點，重拾從前的你。我

知道你能做到的，太陽會幫助你，助你捨棄雜質、捨棄那壞極了的

地震和龍捲風。

    真期待下次的下雨天，

可以讓我看見回復清澈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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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他們在瘋狂地開車，可是我早已習以為常，我百無聊

賴地半亮著光。」你頓了一頓，深深地喘了幾口氣，接着說：

「一聲可怕的巨響響徹了整條隧道，王妃在我的世界裏香銷玉殞

了。」你的聲音顫抖了，我輕輕地拍打你的背脊，然而你還是忍

不住地哭了起來。看著你無助地淌著淚水，我真想阻止你繼續說

下去。但是，你似乎猜透了我的想法，你用力地搖了搖頭，執意

要往下說，也許，對你來說是一種渲泄吧。

    「你還記得獅子山隧道的開通儀式嗎？」我點了點頭。

「是肥肥，那天她就坐在第一位，興奮地跟全香港觀眾招

手。」你破涕為笑，「多麼令人懷念的一幕啊，每一位香港人

經過那裏，都會憶起我們的肥肥吧。」我同意地又點了一下

頭。「但是，肥肥走了，她離開了我們，而我的光彩也隨著肥

肥而消逝了。」

    我們彼此都沉默了，一輛汽車靜靜地駛過我們身邊。此刻

的你緊閉著雙唇，眼睛若有所思地望向前方。你悠悠地轉過

頭，繼續你的故事：「大約兩三年前，一列火車在隧道裏發生

爆炸，困在裏面的乘客大部份都被煙燻死或燒死了，當時隧道

結構出現了危險，封閉了好久才得以重開。太恐怖了，那一具

具燒得面目全非的屍體和垂死掙扎的凌厲叫聲，恐怕我這一輩

子都不會忘記了。」

    此刻的你平靜多了，可是我卻思潮起伏。如果這個世界上

有失憶藥，即使要花光我的家財，我也要為你奉上一顆。你的

一生經歷了無數的慘痛事件，你只能默默地承受，卻無力改

變。你的意志被打沉了，從此選擇了與黑暗同伍，長長的廊充

斥着令人窒息的壓迫感。每一位路過的人都匆匆地與你擦身而

過，沒有人了解你的痛苦，於是你沉睡了。直到今天我的闖

進，才把你從睡眠中醒來。

    然而，我已經走到了你的盡頭，你不捨地拉著我不放手，

最終我還是離開了。你放開了緊捉著我的手，因為你心中明

白，我只是你生命中的過客。我跨出你的世界，耀眼的陽光刺

痛了我的雙眼睛，我回過頭，你又一次陷入了黑暗與孤獨之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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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 彭楚妍
   

    「唉！好累，都快喘不過氣了！」—青年紅了臉，憤怒地擦

掉汗珠。

    遠遠的傳來一片刺耳、連綿不斷的童聲，愈靠愈近，那片聲繞

過一位白髮老人後又溜到上面去了。「死小孩，真討厭。有電梯就

好了，免得又被撞倒。」白髮老人喃喃自語，慢慢消失在樓梯間。

    「以上的情節我一天要經歷不下五十遍，雖然被罵的不是我，

是樓梯，但還真替它難過。怎麼說長成一級級的不是它的錯，身高

也不到它控制，如此可悲的人生還要被住戶們日罵夜批，真可憐！

噢！對了！我忘了自我介紹，我是燈泡，在大廈五樓上班。」

    「有人來了，待會再說。」燈泡急忙停住。一個胖子提著跟他

一樣份量的行李箱正要下樓去，汗珠沾滿臉，黝黑的膚色看起來油

油的，活像隻剛烤好的燒豬。他看著腳下的樓梯，十多級之後還是

十多級，再看著他腳邊的行李箱，額頭皺成一團，眉毛都退縮了。

他放棄 — 一手把行李箱推下樓梯，一陣慘叫聲，不知是箱子

的，還是樓梯的。胖子坐在樓梯扶手上，「嗖」一聲滑到下層去，

這一下鐵定是樓梯被壓住而發出的慘叫聲。之後的幾層樓梯都經歷

同樣的苦況，悲鳴聲貫穿全樓。

    「可憐的樓梯呀！每天被人踐踏之外，還得被胖子『凌辱』，

那種重力加速度可不好受。你看那些疤痕就是胖子賞的。」順著燈

泡的光線看去，五樓的每一級台階上有處凹陷，像是長期受硬物撞

出所致的。

    「人啊！都懶精，都想一步登天，不動的就想回到家。不多運

動，才走幾步就怨天怨地，怨自己沒錢買大房，更妙的是怨樓梯。

它是哪得罪人了？」......

    沒等燈泡說完，腳步聲又打斷

了。沉重的步伐愈靠愈近，不止一

人，「老闆，你看，這大廈已經

過時了，先別說電線連接混亂，

電燈泡亮度不足，就這又長又

陡的樓梯就有足夠理由去重建

了。你想想，這年代沒電梯的

大廈怎能住人？加上這燈光

昏暗，容易出意外呀！」油頭

小子苦著臉，在演著苦情戲碼。西裝

筆挺的老頭嘆氣道：「我以前也住過這，有感情呀！

但你說也對，重建也是為了順應社會。」語畢二人繼續上樓去了。

    原以為燈泡會馬上痛罵那個嫌棄它的油頭小子，只見燈泡眨了

眨眼，光線時強時弱，是在哭泣嗎？

    「要拆了！」燈泡哽咽道：「他們現在不止嫌棄樓梯，還說要

重建，那豈不是再無容身之所？」燈泡這番哭訴成了它的遺言，後

來重建之後的新大廈，白光管取代了它的工作。樓梯換了人當，但

只是個後備，逃生用的，電梯風光進駐大廈。

    現在的樓梯光鮮亮麗，沒有疤痕，才過幾天就多一層灰塵作保

護膜。樓梯間一片死寂，胖子不再搞破壞，老婆婆也不再煩惱童聲

擾耳，聽說他們被分到不同的樓去，每天搭電梯上上下下的。

樓  梯



6362

6B 彭楚妍
   

    「唉！好累，都快喘不過氣了！」—青年紅了臉，憤怒地擦

掉汗珠。

    遠遠的傳來一片刺耳、連綿不斷的童聲，愈靠愈近，那片聲繞

過一位白髮老人後又溜到上面去了。「死小孩，真討厭。有電梯就

好了，免得又被撞倒。」白髮老人喃喃自語，慢慢消失在樓梯間。

    「以上的情節我一天要經歷不下五十遍，雖然被罵的不是我，

是樓梯，但還真替它難過。怎麼說長成一級級的不是它的錯，身高

也不到它控制，如此可悲的人生還要被住戶們日罵夜批，真可憐！

噢！對了！我忘了自我介紹，我是燈泡，在大廈五樓上班。」

    「有人來了，待會再說。」燈泡急忙停住。一個胖子提著跟他

一樣份量的行李箱正要下樓去，汗珠沾滿臉，黝黑的膚色看起來油

油的，活像隻剛烤好的燒豬。他看著腳下的樓梯，十多級之後還是

十多級，再看著他腳邊的行李箱，額頭皺成一團，眉毛都退縮了。

他放棄 — 一手把行李箱推下樓梯，一陣慘叫聲，不知是箱子

的，還是樓梯的。胖子坐在樓梯扶手上，「嗖」一聲滑到下層去，

這一下鐵定是樓梯被壓住而發出的慘叫聲。之後的幾層樓梯都經歷

同樣的苦況，悲鳴聲貫穿全樓。

    「可憐的樓梯呀！每天被人踐踏之外，還得被胖子『凌辱』，

那種重力加速度可不好受。你看那些疤痕就是胖子賞的。」順著燈

泡的光線看去，五樓的每一級台階上有處凹陷，像是長期受硬物撞

出所致的。

    「人啊！都懶精，都想一步登天，不動的就想回到家。不多運

動，才走幾步就怨天怨地，怨自己沒錢買大房，更妙的是怨樓梯。

它是哪得罪人了？」......

    沒等燈泡說完，腳步聲又打斷

了。沉重的步伐愈靠愈近，不止一

人，「老闆，你看，這大廈已經

過時了，先別說電線連接混亂，

電燈泡亮度不足，就這又長又

陡的樓梯就有足夠理由去重建

了。你想想，這年代沒電梯的

大廈怎能住人？加上這燈光

昏暗，容易出意外呀！」油頭

小子苦著臉，在演著苦情戲碼。西裝

筆挺的老頭嘆氣道：「我以前也住過這，有感情呀！

但你說也對，重建也是為了順應社會。」語畢二人繼續上樓去了。

    原以為燈泡會馬上痛罵那個嫌棄它的油頭小子，只見燈泡眨了

眨眼，光線時強時弱，是在哭泣嗎？

    「要拆了！」燈泡哽咽道：「他們現在不止嫌棄樓梯，還說要

重建，那豈不是再無容身之所？」燈泡這番哭訴成了它的遺言，後

來重建之後的新大廈，白光管取代了它的工作。樓梯換了人當，但

只是個後備，逃生用的，電梯風光進駐大廈。

    現在的樓梯光鮮亮麗，沒有疤痕，才過幾天就多一層灰塵作保

護膜。樓梯間一片死寂，胖子不再搞破壞，老婆婆也不再煩惱童聲

擾耳，聽說他們被分到不同的樓去，每天搭電梯上上下下的。

樓  梯



6564

6B 陳穎芳
   

    「天才運動員再創奇蹟，破世界紀錄奪冠」十六個大字赫然顯現

在體育版的頭版。「天才」兩字對一個運動員來說，無疑是莫大的褒

獎，但對我來說，只是「得啖笑」，對於我的成就，外界總是不加吝

嗇地給予表揚讚賞，不過，我心中清楚自己並非天才或超人。

    望出機艙，看着窗外藍天白雲，我的思緒不禁又飄回四年前。

    我從八歲開始接受省百米跑運動員的訓練，從小由天剛破曉操練

至太陽落山，每天大量的拉筯、壓身和長跑的訓練，令我十分相信我

的腿，這麼的一雙腿擁有發達的肌肉和靈活敏捷的反應，他們是我最

自豪的武器。

    靠着我雙腿，在贏盡省級大小賽事後，在我十六歲的一年，生日

後的一個月零八天，終於由省隊跨入了國家隊。

    記得，由家人和省隊教練的帶領，第一次看見以後在我未來人生

最重要的人——國家隊教練允行。新教練長得濃眉大眼，有張國字

臉，一臉不苟言笑的兇相。省隊教練以最出色徒弟的身分向他介紹

我，只見他看了我一眼，眉毛皺一皺，卻不發一言。第一日報到後，

緊接迎接我的是巨大的訓練量，不斷進行肌肉訓練，卻不允許我參加

跑步訓練。我每天只是眼睜睜，看全隊的隊員在賽場奔跑。

    不被重視的怒氣在心中不斷積累，當時我認為明顯新教練從第一

天起就看我不順眼，惡意針對。終於有一天，我終會向上級領導打小

報告，還記得，在上級領導室，陳教練受過責罰後，只是看了看我嘆

一口氣。之後我果然接受了與同隊一樣的正常訓練。

跌 倒 的 一 刻     不久，就迎來了奧運白米跑國家選手的選拔了。猶記得，那天場

面十分熱鬧，觀眾出乎意料地多，將運動場五千座位塞滿看台的兩

旁，只見一片黑沉沉的人海。百米跑被安排在最後。目睹一場場的項

目結束，我感覺血液漸漸燃燒。終於聽到甜美的廣播通知聲了，此時

我的血液已燃到沸點了。

    站在七號的賽道上，起跑綫前，向前看，一條條的白綫全都是通

向同一個終點，百米的路程，終點似是觸手可及。

    一聲響亮的聲響起，「準備」我單腳跪下，「跑！」我單腳向後

猛然一蹬，感覺自身像一只待發的箭，一離弦以勢不可擋之姿向前發

射。在紅色的跑道上，暫時不見旁邊任何的身影，我興奮得呼吸急促

起來。

    在感覺腺上素上升的一刻，倏忽，從小腿傳來一陣劇痛，肌肉組

織似是絞成一團，右腳沉重得無法提高，下一刻，我的臉倏地伏在紅

色的地面。重心失平衡的瞬間，我的痛覺似已麻痺，也感受不到血液

在流動，只有那聽覺不斷地放大，聽到也只有那聲槍鳴和從觀眾席傳

來雷鳴般的嘲笑聲。一下子，像由雲端墮落地底，我合上眼讓黑暗竉

罩我。

    我昏倒後發生的事，像一場被人按了快進的電影，畫面和聲音都

全沒記憶，出現在畫面的角色很多，卻獨缺自己。

    運動場內空空如也，觀眾都走光了，頒獎台也搬走了，當時只有

我獨坐在跑道上，呆望被黃昏染成橙色的賽道。

    空蕩的場內，響起一陣沉實的腳步聲。很快，耳朵傳來陳教練的

聲音「起身，站起來」我低下頭「對不起，教練我腳傷了，我站不

起。」

    「站不起嗎？我給你30秒，再站不起那就退隊。」

    我抬起頭看見的是教練嚴肅認真的表情。

我嘗試雙手伏地，支撐起上半身，慢慢抬起下半身。但很快全身又跌

下來。不甘和恥辱感一下湧上心頭，終化作淚水滴落。

    「很好，我就是要你牢記現在的感覺，記住你的淚和不甘。今次

吃了這個蔪，給我好好成一智。」

    一陣電話鈴聲打斷了我的回想，

    「嗯嗯……由我作主的話，請在體校以我跌倒的姿勢為銅像。」



6564

6B 陳穎芳
   

    「天才運動員再創奇蹟，破世界紀錄奪冠」十六個大字赫然顯現

在體育版的頭版。「天才」兩字對一個運動員來說，無疑是莫大的褒

獎，但對我來說，只是「得啖笑」，對於我的成就，外界總是不加吝

嗇地給予表揚讚賞，不過，我心中清楚自己並非天才或超人。

    望出機艙，看着窗外藍天白雲，我的思緒不禁又飄回四年前。

    我從八歲開始接受省百米跑運動員的訓練，從小由天剛破曉操練

至太陽落山，每天大量的拉筯、壓身和長跑的訓練，令我十分相信我

的腿，這麼的一雙腿擁有發達的肌肉和靈活敏捷的反應，他們是我最

自豪的武器。

    靠着我雙腿，在贏盡省級大小賽事後，在我十六歲的一年，生日

後的一個月零八天，終於由省隊跨入了國家隊。

    記得，由家人和省隊教練的帶領，第一次看見以後在我未來人生

最重要的人——國家隊教練允行。新教練長得濃眉大眼，有張國字

臉，一臉不苟言笑的兇相。省隊教練以最出色徒弟的身分向他介紹

我，只見他看了我一眼，眉毛皺一皺，卻不發一言。第一日報到後，

緊接迎接我的是巨大的訓練量，不斷進行肌肉訓練，卻不允許我參加

跑步訓練。我每天只是眼睜睜，看全隊的隊員在賽場奔跑。

    不被重視的怒氣在心中不斷積累，當時我認為明顯新教練從第一

天起就看我不順眼，惡意針對。終於有一天，我終會向上級領導打小

報告，還記得，在上級領導室，陳教練受過責罰後，只是看了看我嘆

一口氣。之後我果然接受了與同隊一樣的正常訓練。

跌 倒 的 一 刻     不久，就迎來了奧運白米跑國家選手的選拔了。猶記得，那天場

面十分熱鬧，觀眾出乎意料地多，將運動場五千座位塞滿看台的兩

旁，只見一片黑沉沉的人海。百米跑被安排在最後。目睹一場場的項

目結束，我感覺血液漸漸燃燒。終於聽到甜美的廣播通知聲了，此時

我的血液已燃到沸點了。

    站在七號的賽道上，起跑綫前，向前看，一條條的白綫全都是通

向同一個終點，百米的路程，終點似是觸手可及。

    一聲響亮的聲響起，「準備」我單腳跪下，「跑！」我單腳向後

猛然一蹬，感覺自身像一只待發的箭，一離弦以勢不可擋之姿向前發

射。在紅色的跑道上，暫時不見旁邊任何的身影，我興奮得呼吸急促

起來。

    在感覺腺上素上升的一刻，倏忽，從小腿傳來一陣劇痛，肌肉組

織似是絞成一團，右腳沉重得無法提高，下一刻，我的臉倏地伏在紅

色的地面。重心失平衡的瞬間，我的痛覺似已麻痺，也感受不到血液

在流動，只有那聽覺不斷地放大，聽到也只有那聲槍鳴和從觀眾席傳

來雷鳴般的嘲笑聲。一下子，像由雲端墮落地底，我合上眼讓黑暗竉

罩我。

    我昏倒後發生的事，像一場被人按了快進的電影，畫面和聲音都

全沒記憶，出現在畫面的角色很多，卻獨缺自己。

    運動場內空空如也，觀眾都走光了，頒獎台也搬走了，當時只有

我獨坐在跑道上，呆望被黃昏染成橙色的賽道。

    空蕩的場內，響起一陣沉實的腳步聲。很快，耳朵傳來陳教練的

聲音「起身，站起來」我低下頭「對不起，教練我腳傷了，我站不

起。」

    「站不起嗎？我給你30秒，再站不起那就退隊。」

    我抬起頭看見的是教練嚴肅認真的表情。

我嘗試雙手伏地，支撐起上半身，慢慢抬起下半身。但很快全身又跌

下來。不甘和恥辱感一下湧上心頭，終化作淚水滴落。

    「很好，我就是要你牢記現在的感覺，記住你的淚和不甘。今次

吃了這個蔪，給我好好成一智。」

    一陣電話鈴聲打斷了我的回想，

    「嗯嗯……由我作主的話，請在體校以我跌倒的姿勢為銅像。」



6766

7C 林少芬
   

    中國人認為堅持是一種美德，像國父孫中山先生革命經歷了很多

次失敗，仍堅持不放棄，才有今天的新中國。然而，我媽媽的成就儘

管不像國父般輝煌，但她一個小女人默默堅持著她的希望、她的所

愛，即使路途滿布驚濤駭浪，她仍是默默的堅持。

 
    也許一開始從產房裡我已是媽媽的負累。我比正常的嬰兒早了四

個月來到世界，沒有哇哇的哭聲作伴，甚至她還沒有看過我一眼，我

便立刻被推進深切治療部，連救人無數的醫生也說：「她存活的機會

不大。」媽媽當時的感覺是怎樣的呢？我想誰也很難想像。看著同病

房的嬰孩白白胖胖，自己的孩子卻在箱裡插滿喉管，天下的母親同樣

心碎，但她仍默默堅持，直至三個月後能帶我看到天空的那一天，只

是她每次提起這趟經歷，眼眶也會紅透的。

 
    接下來的路並不好走，我在母親身體裡失去的那四個月似乎一生

也不能彌補，醫生也不能診斷出我的問題從哪兒來，只是說了一句：

「她以後走路也許會十分困難。」媽媽並沒有放棄，每天堅持帶我從

九龍乘數趟車到偏僻的西環進行那短短的物理治療。小時候的我什麼

也不懂，只知道那兒是個不快樂的地方，要做一大推莫名奇妙又痛苦

的事情，要拉筋又要踏平衡木，每次失敗每次跌倒媽媽總會輕輕擁著

我安撫我，即使我大發脾氣或情況根本沒什麼進展，她仍堅持用力地

牽起我的手又從頭再做一次。

 

    到我升上小學，情況更是難過。不但要兼顧我的學業，弟弟的生

活，但她仍不放棄每天帶我兩姊弟到西環去。可惜事與願違，我的情

況一直沒什麼進展，在學校裡也經常跌倒，連班主任也約見媽媽，詢

問我身體的情況，只是她一直堅持自己的女兒是個正常人，又再默默

陪我捱過那艱苦的物理治療。

 
    這情況一直持續到我小三，主診醫生建議我做一趟小手術，注射

一劑鬆化肌肉的醫藥到我小腿裡，病情才有了大逆轉，我的物理治療

改為兩星期一次，膝蓋上的傷口也可以慢慢癒合，母親向醫生報告時

那鬆一口氣的面容，至今仍歷歷在目。這短短八年的時間對她對我而

言也許仿如一生，也許比王子披荊斬棘到城堡救醒公主更困難，困難

在給人一次又一次的打擊後，她仍可堅持守護著我，領我從那一段跌

倒的日子走過來。

 
    今天，我走路的姿勢仍有點怪

異，有時仍會跌倒，經常失去平

衡，運動我又不在行，仍極其討厭

體育課，但我在這世上已生存了十

八個年頭，在正常的學校裡待了十

五年，順利通過會考，我也可以很

自豪地對人說：「我是一個正常

人！」這個小女人的功勞難道不能

媲美國父？和為窮苦人服侍一生的

德蘭修女嗎？

堅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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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C 林少芬
   

    中國人認為堅持是一種美德，像國父孫中山先生革命經歷了很多

次失敗，仍堅持不放棄，才有今天的新中國。然而，我媽媽的成就儘

管不像國父般輝煌，但她一個小女人默默堅持著她的希望、她的所

愛，即使路途滿布驚濤駭浪，她仍是默默的堅持。

 
    也許一開始從產房裡我已是媽媽的負累。我比正常的嬰兒早了四

個月來到世界，沒有哇哇的哭聲作伴，甚至她還沒有看過我一眼，我

便立刻被推進深切治療部，連救人無數的醫生也說：「她存活的機會

不大。」媽媽當時的感覺是怎樣的呢？我想誰也很難想像。看著同病

房的嬰孩白白胖胖，自己的孩子卻在箱裡插滿喉管，天下的母親同樣

心碎，但她仍默默堅持，直至三個月後能帶我看到天空的那一天，只

是她每次提起這趟經歷，眼眶也會紅透的。

 
    接下來的路並不好走，我在母親身體裡失去的那四個月似乎一生

也不能彌補，醫生也不能診斷出我的問題從哪兒來，只是說了一句：

「她以後走路也許會十分困難。」媽媽並沒有放棄，每天堅持帶我從

九龍乘數趟車到偏僻的西環進行那短短的物理治療。小時候的我什麼

也不懂，只知道那兒是個不快樂的地方，要做一大推莫名奇妙又痛苦

的事情，要拉筋又要踏平衡木，每次失敗每次跌倒媽媽總會輕輕擁著

我安撫我，即使我大發脾氣或情況根本沒什麼進展，她仍堅持用力地

牽起我的手又從頭再做一次。

 

    到我升上小學，情況更是難過。不但要兼顧我的學業，弟弟的生

活，但她仍不放棄每天帶我兩姊弟到西環去。可惜事與願違，我的情

況一直沒什麼進展，在學校裡也經常跌倒，連班主任也約見媽媽，詢

問我身體的情況，只是她一直堅持自己的女兒是個正常人，又再默默

陪我捱過那艱苦的物理治療。

 
    這情況一直持續到我小三，主診醫生建議我做一趟小手術，注射

一劑鬆化肌肉的醫藥到我小腿裡，病情才有了大逆轉，我的物理治療

改為兩星期一次，膝蓋上的傷口也可以慢慢癒合，母親向醫生報告時

那鬆一口氣的面容，至今仍歷歷在目。這短短八年的時間對她對我而

言也許仿如一生，也許比王子披荊斬棘到城堡救醒公主更困難，困難

在給人一次又一次的打擊後，她仍可堅持守護著我，領我從那一段跌

倒的日子走過來。

 
    今天，我走路的姿勢仍有點怪

異，有時仍會跌倒，經常失去平

衡，運動我又不在行，仍極其討厭

體育課，但我在這世上已生存了十

八個年頭，在正常的學校裡待了十

五年，順利通過會考，我也可以很

自豪地對人說：「我是一個正常

人！」這個小女人的功勞難道不能

媲美國父？和為窮苦人服侍一生的

德蘭修女嗎？

堅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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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C 林少芬
   

    我家第一部數碼相機出乎意料地竟是我那不愛追逐潮流的爸爸買

的，而且那還是當下最新的型號。前陣子他才為弟弟那部音樂手機大

動肝火，說電話只要能談天便可，今天卻在菲林相機仍健在的情況

下，花了三千大元，買那數碼相機。他只是笑了兩聲，擋下我們的疑

問，便繼續埋頭在說明書中。

    在我爸終於弄清楚數碼相機的運作後，我家的「拍照惡夢」就悄

悄地開始了。他十分喜愛拿著相機在你不留神時拍照，無論是在飯廳

或是房間，吃東西或是睡覺，一不留神，他便會把你攝進相機裡，然

後對著屏幕哈哈大笑。更重要的是他拍的不是什麼好照片，相中人不

是頭髮凌亂，便是瞇著眼睛，弟弟便給他拍下睡覺時流口水的照片。

我們曾強烈要求把它們給刪除掉，也曾利誘說讓我們擺個最美的姿勢

給他拍照，但他始終不為所動，又靜待下一個時機。

    我們本以為讓爸爸繼續拍，待他生厭了便可。可惜事與願違，他

沒有絲毫要退下來的跡象。結果，一個月後，我忍不下去了。他竟趁

著我和弟弟打架時，拍攝我兇殘的樣子，這與我平日的形象大相逕

庭。我不能讓這批照片留下來的。可是，我不論用什麼方法，也不能

說服他刪除照片。最後，我發脾氣了！「你拿著相機亂拍一通，相片

又不漂亮，根本不顧我們的感受，太過分了。」他只是拋下一句：

「就是隨時能拍，不用顧忌菲林什麼的，才是數碼相機！」然後剩下

莫名其妙的我們。

    理所當然的，不久後相機裡便充斥那些偷拍的照片，我總是逃避

不去看。但有一次。媽媽要求我把那些恐怖的罪證開出來給她欣賞，

她看時竟掛上一副幸福的笑容。「照片雖然不太漂亮，但那卻是真正

的你們！」經媽媽這麼一說，我也認同，這些照片沒有公式化的微

笑，沒有計算準確的角度，沒有整齊的鋪排，卻是一張張不大好看卻

真實的臉容，一幀幀反映我們真正生活的照片，細心一看，的確能使

人會心微笑。當初爸爸買數碼相機，應該是因為這能讓他隨時隨地、

隨心所欲地拍照，他想替我們記錄一張張不會褪色，不會曝光，卻能

永久保存的真正的「家庭照」。

相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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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C 林少芬
   

    我家第一部數碼相機出乎意料地竟是我那不愛追逐潮流的爸爸買

的，而且那還是當下最新的型號。前陣子他才為弟弟那部音樂手機大

動肝火，說電話只要能談天便可，今天卻在菲林相機仍健在的情況

下，花了三千大元，買那數碼相機。他只是笑了兩聲，擋下我們的疑

問，便繼續埋頭在說明書中。

    在我爸終於弄清楚數碼相機的運作後，我家的「拍照惡夢」就悄

悄地開始了。他十分喜愛拿著相機在你不留神時拍照，無論是在飯廳

或是房間，吃東西或是睡覺，一不留神，他便會把你攝進相機裡，然

後對著屏幕哈哈大笑。更重要的是他拍的不是什麼好照片，相中人不

是頭髮凌亂，便是瞇著眼睛，弟弟便給他拍下睡覺時流口水的照片。

我們曾強烈要求把它們給刪除掉，也曾利誘說讓我們擺個最美的姿勢

給他拍照，但他始終不為所動，又靜待下一個時機。

    我們本以為讓爸爸繼續拍，待他生厭了便可。可惜事與願違，他

沒有絲毫要退下來的跡象。結果，一個月後，我忍不下去了。他竟趁

著我和弟弟打架時，拍攝我兇殘的樣子，這與我平日的形象大相逕

庭。我不能讓這批照片留下來的。可是，我不論用什麼方法，也不能

說服他刪除照片。最後，我發脾氣了！「你拿著相機亂拍一通，相片

又不漂亮，根本不顧我們的感受，太過分了。」他只是拋下一句：

「就是隨時能拍，不用顧忌菲林什麼的，才是數碼相機！」然後剩下

莫名其妙的我們。

    理所當然的，不久後相機裡便充斥那些偷拍的照片，我總是逃避

不去看。但有一次。媽媽要求我把那些恐怖的罪證開出來給她欣賞，

她看時竟掛上一副幸福的笑容。「照片雖然不太漂亮，但那卻是真正

的你們！」經媽媽這麼一說，我也認同，這些照片沒有公式化的微

笑，沒有計算準確的角度，沒有整齊的鋪排，卻是一張張不大好看卻

真實的臉容，一幀幀反映我們真正生活的照片，細心一看，的確能使

人會心微笑。當初爸爸買數碼相機，應該是因為這能讓他隨時隨地、

隨心所欲地拍照，他想替我們記錄一張張不會褪色，不會曝光，卻能

永久保存的真正的「家庭照」。

相  機



7170

7C 林家輝
   

    總是有人認為：戴眼鏡真好呢！看起來多斯文啊！未戴眼鏡前，

我也是這樣想的。可是現在我恨不得跟那些羨慕戴眼鏡的人交換眼

睛！不是嗎？當兵的話，不能當狙擊手也不能當戰機駕駛員。除了無

法實現夢想以外，連日常生活也有不少麻煩。

  我第一次戴眼鏡是甚麼時候呢？大概是小五吧！那時我開始沉迷

武俠小說。因為害怕老媽發現我在半夜讀小說，於是我不亮燈靠著

窗，借樓下停車場那比螢火蟲還微弱的燈光漫游在小說世界裏。終

於，某天上課，老師走過來對我說：「眼睛快瞇的看不見了。」於

是，我的餘生就多了眼鏡這副枷鎖。

  老實說，剛拿到眼鏡那刻也曾經愚蠢地興奮過一陣子：原來對面

街招牌上的字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然而不久，這副枷鎖帶來的麻煩

就浮現了。某次吃湯圓，眼前忽然蒙上一層白霧．老媽就挖苦道：

「看你多羞家，連吃東西也比別人麻煩。」我只好無言以對。還有游

泳時，要戴上有度數的泳鏡，跟同學打架，一被撥跌眼鏡，便勝負立

現。當然，最要命的還沒到來，雖然我不再靠窗外的光來看書，但卻

轉為躺在床上看。通常一看，便不知不覺睡著。翌日醒來，眼鏡不在

我枕邊，而是壓在我背下，我好幾副眼鏡因而報銷。老媽的冷言冷語

還沒甚麼，更慘的是眼鏡送去修理，要一週才能拿回來。這一週就得

在一片朦朧中度過。電視要走到一米前看，玩電腦也得貼近螢幕。不

夠好笑嗎？還有更好笑的！

眼  鏡
  話說今年我第一次做暑期工，當保安員。很不幸，保安員八號風

球也得上班。當天清晨一出地鐵站，那颱風真猛烈得嚇死人。響聲就

像火車在我身邊經過，風是一隻無形的手，把我往後推，暴雨子彈般

往我臉上敲。敲得臉都發疼，用手遮臉還是沒作用。因此我只好擰轉

頭。對！這時那該死的風就把我的眼鏡從鼻樑上扯落，不知吹到哪兒

去。眼前頓時一片朦朧，要找也無從下手。當然我更怕不知哪裏吹來

一塊木板，把我砸個身首異處。於是，我只好急急的跑完那二十米的

可怕路程。可恨，五百塊就那樣飛走了。即使該日公司有一點五倍的

薪酬，還是彌補不了重配眼鏡的花費。

  雖然眼鏡那麼討厭，我還是不會捨

棄它的。因為沒了它，我幾乎跟瞎子

沒什麼分別。隱形眼鏡？每天要洗

換更麻煩。激光矯視？把晶體重

新削成合適的弧度，這麼可怕

的事情別來搞我！除非有甚麼

幹細胞晶體再生技術再說吧！

縱使眼鏡如此討厭，而我又不

能沒了它，那我也只有去適應

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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睛！不是嗎？當兵的話，不能當狙擊手也不能當戰機駕駛員。除了無

法實現夢想以外，連日常生活也有不少麻煩。

  我第一次戴眼鏡是甚麼時候呢？大概是小五吧！那時我開始沉迷

武俠小說。因為害怕老媽發現我在半夜讀小說，於是我不亮燈靠著

窗，借樓下停車場那比螢火蟲還微弱的燈光漫游在小說世界裏。終

於，某天上課，老師走過來對我說：「眼睛快瞇的看不見了。」於

是，我的餘生就多了眼鏡這副枷鎖。

  老實說，剛拿到眼鏡那刻也曾經愚蠢地興奮過一陣子：原來對面

街招牌上的字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然而不久，這副枷鎖帶來的麻煩

就浮現了。某次吃湯圓，眼前忽然蒙上一層白霧．老媽就挖苦道：

「看你多羞家，連吃東西也比別人麻煩。」我只好無言以對。還有游

泳時，要戴上有度數的泳鏡，跟同學打架，一被撥跌眼鏡，便勝負立

現。當然，最要命的還沒到來，雖然我不再靠窗外的光來看書，但卻

轉為躺在床上看。通常一看，便不知不覺睡著。翌日醒來，眼鏡不在

我枕邊，而是壓在我背下，我好幾副眼鏡因而報銷。老媽的冷言冷語

還沒甚麼，更慘的是眼鏡送去修理，要一週才能拿回來。這一週就得

在一片朦朧中度過。電視要走到一米前看，玩電腦也得貼近螢幕。不

夠好笑嗎？還有更好笑的！

眼  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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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怕路程。可恨，五百塊就那樣飛走了。即使該日公司有一點五倍的

薪酬，還是彌補不了重配眼鏡的花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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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什麼分別。隱形眼鏡？每天要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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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細胞晶體再生技術再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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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 name is Jerry Sham. UCC is my school. I’m a 1B student and my
class number is 24. There are four members in my family. They are my 
father, mother, brother and me. I live in Pak Tin Estate and I go to 
school by minibus.

 I am 165cm tall and I weigh 52.2 kg. I am short-sighted so I wear 
glasses. I am tall and slim. I have small eyes with double eyelids. My 
eyebrows are thin and dark. Also, my eyelashes are short and curly. 
My nose is straight and flat. I have thin lips and small ears. My 
hair is curly and thin. I have a square face. Also, I have tanned 
skin. I am single-chinned. I also have some pimples. I have a 
lot of moles on my face.

 My hobbies are surfing the Net and reading books. My 
favourite websites are Facebook and Google. Also, my 
favourite books are history books and science books.

1B Jerry Sham

My Personal 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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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 favourite cartoon character is the Beast. He is 212 cm tall 
          and  he weighs 150 kg, so he is tall and overweight. He has big round       
    eyes with single eyelids. He also has long thick eyebrows and short  
     eyelashes. His nose is straight and his lips are thick. His ears are big  
      and his face is long. He has hairy skin and pointed teeth.
                        There are two reasons why I like the Beast. First, he was  
   understanding. When he knew Belle’s father was sick, he released
      her to take care of her father. Also, he knew Belle loves reading,
         so he brought her to his library. He always read with Belle, 
                       too. Second, the Beast was brave. When the wolves attacked 
                         Belle, he fought with the wolves and saved Belle. Belle was 
                 grateful to him.

1D Natalie Yip

         My Favourite

    Cartoon Character

75

1D Fion Zhou

Teenagers Should Undergo  

          Plastic Surgery to Improve 

                       their Appearance

 Nowadays, more and more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stars undergo plastic surgery. Even 
in Hong Kong, many teenagers have become 

interested in doing the surgery. Under this influence, many Korean parents 
will save money for their children, especially to improve the appearance of 
the daughters so that they will have a better future. However, I don’t think 
doing plastic surgery can help teenagers.

 First, there are risks of undergoing plastic surgery. Even good surgeons
may make mistakes. The teenagers may look uglier than before or die on 
the surgery table. It is dangerous. Your family members and your friends 
will feel very sad if accidents really happen.

 Second, our heart is more important than a pretty appearance. If
you have a kind heart, you are already a great person because beauty 
is in our heart.

 For the above reasons, I disagree that doing plastic surgery 
can help teenagers. In conclusion, I will never undergo 
plastic surgery to improve my appea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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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am heavy and fat
You always put me on your back
Sometimes my words make you mad
Do you know I am?
I am your school bag.

I look colourful and great
You bring me to school every day
I will help you to get an A
Do you know who I am?
I am your pencil case.

2B Kelly Lam & Pearl Lam

 Many people raise pets in Hong Kong. Some people raise small 
pets such as dogs, cats and hamsters. Some people raise special pets 
like spiders, snakes and crocodiles.

Who Am I ?

 My favorite street food, which tastes yummy and crispy, is egg 
waffle. I usually get it at the International Supermarket, which is in the 
shopping mall of The Pacifica. Every Sunday afternoon, I go shopping 
with my mom and we like to buy it and share. For me, I find nothing 
special about this place because every International Supermarket looks 
the same.

 My mother cooks at home for us. Her best dish, which tastes very 
delicious, is long green beans fried with barbecued pork and egg. She 
always cooks a bowl of vegetable for me, which I don’t enjoy. She reads 
a lot of cookbooks to learn how to cook. The cooking methods she likes 
are steaming, frying and baking.

 I like home cooking because it is more 
healthy and delicious. I also want to learn 
how to cook because I want to be a good 
wife. When I grow up, I want to cook 
yummy dishes for my family to show my 
love for them.

Street Food and 
             Home Cooking

 There are many reasons to raise pets. Dogs can help to guard our 
flats while cats can help us catch mice.  The pets’ voice is cute and 
lovable such as the dog ‘ruffs’, the cat ‘meows’ and the parrot ‘squawks’. 
Their masters love to hear their pets’ voice. Pet food is also easy to buy. 
We can buy pet food at the pet shops in Sai Kung or Mongkok.

 I hope to buy a pet in the future. I think we should be patient when 
raising our pets and we should show our love to them.

2C Candice Ip

2A Ivan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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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 Gary Lai

 Good morning principal, teachers and students. Today I’m going to 
introduce one of my family members.
 
 The name of my family member is Sylina Li. She is my mom. She 
has short hair, round eyes, a small nose and a little mouth. She is forty-
seven years old. She is about one point six meters tall and weighs fifty 
kilograms. She is talkative. She always calls her friends and chats with 
them. She loves reading magazines and newspapers.
 
 She loves doing housework because she wants our home to be clean. 
So, housework is never our businesses. I like it. Actually I want to help 
her but she doesn’t need my help. Therefore, I can do homework or my 
own things freely. She isn’t only a housewife. She has to work from nine 
a.m. to five p.m., too and she often has to work more than twelve hours a 
day. She has to cook, and do housework after work. It is impossible to ask 
me to do that much in one day. Although she is tired, she still keeps doing 
it. 
 
 I can learn how much she loves my 
brother, father and me. However, we never 
feel she loves us at that moment. We can 
only realize her love until when she gets 
sick or hurt. 
 
 Hope you would love your mother 
more as a hero after my presentation. That’s 
the end of my presentation. Thank you very 
much.

Tracy is my sister
She is a monster
She always steals my money,
But she thinks it’s funny.

 Kwan is my father
 We watch football together
 He is always cheered up
 When he watches the World Cup.

  Wong is my mother
  She is a killer
  She always turns off the power
  So I can’t play the computer.

   Basketball is my baby
   It is my buddy
   I love my family forever
   The poem is now over.

2E Kidd KwanMy Family

My H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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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ay is my birthday
No cake, no gift, no surprise to celebrate.
Even my best friend also forgets to say
‘Happy Birthday’.
I am afraid that
No one remembers this day,
But it’s okay.

I burn a birthday candle and start to pray
Hope God can listen to my wish which seems far away.
I yell out, ‘Be happy and be brave!’
Before seeing the last glimpse of the sun’s face,
At last, I get a big present!
That is, I realize that
Lonely birthdays can turn out to be very great!

2E Amber Kwok

 Many festivals have their special meaning like Easter is commemorating 
Jesus’ resurrection. My dream festival is called ‘Laughing Day’ as I hope my 
dream festival can make people relaxed and cheerful. It is a day-long festival 
that takes place outdoors in Hong Kong Victoria Park. It falls on the first 
Saturday  of August.

 The purpose of this festival is to let all the adults and teenagers 
who have  work or study pressure to be more relaxed and happier. The 
main event will be a joke-telling competition. Moreover, the participants 
will have to prepare at least 10 jokes to enter the competition and the 
audience need to give comments on their jokes. If the audience like the 
performer’s jokes, e.g. eight or more, he/she will win. The winner will
receive a big trophy and a HK$500 cash coupon.  

 I think this festival will be very popular as there are many 
people who are under a lot of pressure in Hong Kong. And it is 
a good way to relax.

2E Ada LauMy Dream Festival
Lonely Birthday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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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Anne, 

 How are you? We haven’t seen each other for a long time. Have 
you ever missed me when you are in America? I miss you so much. 
When will you come to Hong Kong? I hope you can come this 
summer holiday. In this letter, I want to tell you that I feel unhappy 
recently because I have two problems. 

 The first problem is the relationship with my parents. I think they 
don’t care about me but they always care about my brother. I often feel 
isolated and lonely. Because of this, I don’t like to talk to them and our 
relationship becomes worse. The second problem that bothers me is 
my appearance. I always feel self-conscious about my oily skin. I got 
too many pimples so I always feel inferior and disheartened. I don’t 
know how to make my skin better. 

 I think I have problem with my parents because we are lack of 
talking. I have met the social worker. He said I should tell my parents 
my feeling and talk to them more. I think I often eat oily food so I 
have oily skin. The social worker told me that I should change my 
eating habits. I should eat more healthy food.

 I decided to talk to my parents more. When I feel happy, unhappy, 
lonely or afraid, I should also talk to them. As for my skin problem, 
I will eat vegetables and fruit every day and cut down on the 
amount of junk food and oily food I eat. I will also see a
doctor if my skin doesn’t get better. 

 I hope to receive your letter soon.

Love, 
Mandy

3B Mandy Yeung

 Quasimodo was a kind and caring person.  He had a hunchback and 
although he was ugly, he had a good heart.  Quasimodo was helpful and 
showed concern towards others.  He had brown hair and his eyes were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Frollo kept Quasimodo in the bell tower of Notre 
Dame Cathedral and he just wanted to go to the outside world. He wanted to 
meet friends but he was afraid to do so. People might be afraid of him because 
he looked so strange.

 Quasimodo was just a poor bell ringer who wore very old clothes.  He 
didn’t have any money or family. Quasimodo’s mother was killed by the cruel 
Frollo.  Frollo was Quasimodo’s mean master who kept him isolated from the 
rest of Paris.

 Quasimodo showed that he was brave when Frollo caught Esmeralda, the
gypsy.  He loved Esmeralda because she was kind to him at the Festival 
of Fools.  Quasimodo left the bell tower and rescued her from Frollo and 
his soldiers.  When Frollo ordered his soldiers to kill Phoebus, 
Quasimodo once again helped and saved Phoebus even 
though he was taking a big risk.  Frollo could have 
killed him too.

 I think Quasimodo seems like me because he 
is a kind person.  He helped people to enable them 
to regain a stable life, so they liked him.  He became 
the people’s hero because he had a good heart and did 
what was right.  I think a good heart is very important 
since it can make our friends happy.  All in all, we 
have learned a lot from Quasimodo.

3D Maggie Ho

A Letter to Anne
Hunchback of Notre Dame

Character Analysis 
– Quasimo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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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 Heidi Cham 

A Letter of Advice

Dear Jenny,

 I’m sorry to hear that you are bothered by cell phone addiction. Your 
problem is common to teenagers and you don’t need to worry. Here is my 
advice for you.
      Firstly, you need to raise your self-awareness. Learn to “catch yourself” 
and identify what is “healthy” cell phone use for you and what is not. Then 
you need to analyze your phone use. Increase your awareness and start 
watching yourself as an observer.
      Secondly, you need to curtail your use. Be honest with yourself and
 evaluate how much time you spend on the phone versus how much of
your life you really want to waste. Be a commitment to personal 
change, and probably communicate this resolution to others.
      Last but not least, try to complain less and be more positive, 
e.g. spend less time text messaging, playing games, etc. Become 
hyper-aware of the problem as you are doing it.
     Remember, all problems have solutions and struggles make us 
stronger. Know that in the end, everything will be fine! Pray 
for you.

Best Wishes,
Hayley 

3D Sharon Fung
Dear Anne,

 How are you? Long time no see! I want to share some of my 
problems with you. I am quite fat now, so my classmates pick on me.  I 
feel miserable about this. Also, I didn’t get good results on my exams. 
My mum asked me why but I couldn’t give her an answer.  She always 
compares me with my classmates and shares this with her friends. It 
makes me quite annoyed. I am sad about these problems, so I started 
to talk with the school social worker.

 The social worker asked me some questions about my diet. She 
thinks I eat too much and I don’t eat enough vegetables. I guess I have 
an unhealthy diet. The social worker and I made a healthy eating plan. 
In the plan, I must only eat 3 meals a day and no dining out.  Eating 
less snacks and avoiding fast food is important because they usually 
consist of a lot of oil.

 She also told me that I should be more active and I should tell my 
mum what I think and feel. She said that my mum might realize how I 
feel when she compares me with my classmates.

 By listening to these suggestions, I feel a bit worried because I 
don’t think I can follow the eating plan or have good relationships 
with my friends and mum.  Although it will be difficult, I will try my 
best by eating less snacks. I will take it step by step and talk with my 
mum about how I feel.  I hope all the problems will be solved.

Waiting to hear from you,
Sharon

Sharing with a Fri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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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Locey,

 I am sorry to hear that you are bothered by some troubles. I know 
you must be feeling perplexed and dissatisfied. Things are not as bad 
as you think. Let me explain to you.

 First of all, you said that you never have a boyfriend. I think 
everyone at your age wants to be loved, but you really need to think 
about one question. ‘Do you really need a lover?”. Many boys of this 
age think love is a game. They don’t take it seriously, so you may be 
hurt by them. Also when you become more mature, you will meet Mr 
Right. So, don’t be worried. 

 Secondly, you should focus on your study. In high school, you will 
study many new subjects and learn a lot of new things, so you should 
put effort on study. Besides, it is the golden time for you to equip 
yourself with different skills for the future.

 Thirdly, you said that no one likes you. I think this is not true! You 
just need to be more confident, talk to other people earnestly and be 
nice. I am sure you that you will have many friends and you will be 
more popular among your friends.

 Finally, I wish your problems will be solved in the near future and 
you will share with me your encouraging experiences.

Best wishes,
Hayley

87

3E Saralyn Chung

Dear Blair,

 What you are facing now is a quite common parental problem. I am glad 
to hear that you know your mother loves you so much. However, your mother 
loves you so much that she always hangs out with you and your friends. It is a 
problem to you but you must face it bravely.

 To tackle the problem, I have three suggestions for you. Firstly, you 
should have an honest chat with your mother at an appropriate time, such as 
after dinner or before bedtime. Don’t be shy and embarrassed to talk to her. 
Your mother loves you since you are the apple of her eyes and no one can 
replace you. Let her know how you feel when she hangs out with you and 
your friends. Tell her what you think and you can ask about her feeling too.

 Secondly, you can have a character-acting game with her. She can try 
to be in your shoes. You will act like your mom and both of you hang out 
with her friends. After that, both of you share your feelings and see what 
things can be improved.

 Last but not least, you can work out a schedule for you and your 
mother, for example, go on a picnic with your mother alone on 
holiday. Let her know that you respect her and love her as a mom. 
I am sure that she will understand you.

Yours,
Hayley

3E Peter Guan 

A Letter of Advice

A Letter of                 Ad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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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wadays most people prefer eating fast food to 
traditional food. The reason for the above phenomenon is 
related to their lifestyle. They are always busy and do not 
know how to cook! Although fast food benefits people by 
saving time, there are lots of disadvantages as well.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it endangers traditional food culture!

 To begin with, traditional food cultures represent a country’s culture; 
the occurrence of fast food is damaging this treasure. For example, 
the traditional cooking method may be replaced by deep-frying; some 
traditional dishes may also be replaced by French fries and fried chicken. 
Moreover, as specialization takes place in fast food chains; the demand for 
trained cooks may decrease. As a result, the importance of a cook would 
decrease and no one would waste time learning cooking skills. Gradually, 
traditional food culture would fail to be handed down from the older 
generations!

 On the other hand, we all know that eating fast food more than once 
a week is not good for the body, yet many people still eat fast food out of 
convenience. This is sad and it truly doesn’t have to be this way. Those oily 
fries, fatty burgers, and sugary soft dinks will lead to major health diseases 
such as digestive problems, and even colon cancer. What is good food? 
From my point of view, food should basically provide the nutrition we need. 
What traditional food can do is to help balance nutritional intake while fast 
food cannot! I am sorry but this is why fast food is called junk food!

 Last but not least, fast food makers use modified materials instead 
of real food. This modified food stuff is still quite unknown to us and we 
do not know whether it’s good or bad for humans. The social aspect of 
enjoying real food together is disappearing and we can do nothing.

 Therefore, if everyone here wants to save our 
traditional food culture, stop eating and stay far away 
from fast food. Do not eat silly things anymore! 
We should stop the globalization of fast food 
immediately.

4A Adrian Law

    Fast Food – A Danger 
                   to Traditional Food Cultures

4A Kelvin Lo

A film review: 
The Day After Tomorrow

 The Day After Tomorrow, directed by Roland Emmerich, stars Dennis 
Quaid, Jake Gyllenhaal, Emmy Rossum and Arjay Smith. It is a science-
fiction film. The length of the film is 124 minutes. It is rated IIA.

 This film is produced by 20th Century Fox. It gives a message that global
warming is getting more serious. The movie came second in the US box-
office and grossed $542,771,772, which is the second highest in history.

 The Day After Tomorrow tells a story about global warming, turning 
the world into a new age. It happens in America. One day, Jack Hall, 
a paleoclimatologist receives some  appalling news - man is going 
to face a devastating disaster, because of global warming, which 
would kill all the creatures on Earth. He then immediately notifies 
the government. Simultaneously, New York has been cooled 
down quickly within one day from a normally hot weather. It 
becomes a world of snow - the disaster has begun. But his 
son, Sam, is trapped in New York because he is attending 
an academic competition. Jack takes risks to rescue him 
and fight this human-threatening dis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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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the positive side, I think the visual effects are 
absolutely cool and awesome. It utilizes state-of-the-art 
technical computer visual effects to create a realistic scene. 
For instance, when the super windstorm arrives, it freezes 
everything in a twinkle. The ice effect is really lifelike and 
good.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breath-taking soundtrack and 
the exciting background music, it can successfully create an 
exciting atmosphere when the characters are running for their 
lives. Besides, the casting is quite good.  The main characters, 
Sam and Laura, are very handsome and beautiful; I like the 
scene in which they are kissing. It is so romantic.

 However, I feel disappointed with this movie because some parts are 
illogical. While Jack is trapped and jeopardised by the approaching super 
windstorm, he is trying to save himself by just lighting the gas stove. I 
think it is impossible to do so because the temperature is -110°C, which 
is extremely cold. The stove will surely break down. But, he manages to 
stay alive. This escape method is too bad. But it is good that the film is 
unpredictable because nobody can anticipate that this bad tactic can keep 
someone alive. Moreover, some parts 
are very boring as the characters just 
keep talking for a long time.

 In short, unless you love watching 
special computer effects or handsome 
men and beautiful women, you would 
not like to watch this movie.

 Have you ever thought ahead if you were bor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United Kingdom? Supposing you worked in a factory when you were eight 
years old, could you still be alive optimistically? A touching and thrilling 
movie, “Oliver Twist” presents the above situations before your eyes.

 This prevalent 130-minute film, directed by Roman Polanski and 
released in 2005, is about an poor little boy named Oliver Twist who, born 
as an orphan, had to face up to mountains of challenges in his melancholic 
life. He didn’t have any kin to help. To sustain his life, he was sent to work 
in a hellish workhouse despite his little age. This workhouse was operated 
by Mr. Bumble, an awful miser who kept cheating the boys their meager 
rations. Nevertheless, Oliver was constantly bullied by the black sheep of the 
factory, so he decided to run away. Being penniless and alone, he managed 
to walk a long distance to London by himself but was finally lured into a 
world of crime by the sinister Fagin and became a member of a gang of pint-
sized pickpockets. Luckily, Oliver was rescued by Mr. Brownlow, a well-off, 
benevolent gentleman and later adopted him. Towards the end of the story, 
Oliver Twist grew up blissfully. What a joyful ending!

 In our society, masses of Hongkongers are still living under miserable 
and pitiable conditions below the poverty line. On the other hand, some 
people always blame and grumble no matter how wealthy and abundant 
life they may enjoy. This marvelous film, however, lets us exploit and 
re-examine the meaning of life. Though Oliver Twist’s life was blue 
and hard, he never gives himself up. From my point of view, it’s a 
bit sillyand incredible. Life to everyone is precious. 
How come we can give it up easily owing to 
challenges and hardships?

 All in all, I would be pleased to recommend 
“Oliver Twist” to all of you. It’s like a gift to our 
mind as it helps us learn to be more positive and 
optimistic.

S.4C Joe Mok 

                           A film review: 

     Oliver Twist Based on 
            the Novel by Charles Dick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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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Hurt Locker, directed by Kathryn Bigelow, stars Jeremy 
Renner, Anthony Mackie, Brian Geraghty, Christian Camargo and 
Guy Pearce. From its start, it involves a lot of violence, explosion and 
destruction. It is rated IIB.

 It is taken in Iraq. It is about the Civil Warfare between the 
terrorists and the American Army. It was screened in 2001. The director 
has promoted it as a perfect movie and he’s right because it has won 
more than 70 awards since it was shown. In my view, it also proves to 
be a film that worth seeing. It is surely a good movie you would like to 
watch.

 ‘The Hurt Locker’ tells a story of a group of Elite Army bomb 
squad who goes there and starts their mission. The leader dies a few 
days after their arrival and there is a replacement for them. The team 
are not used to his leadership. But days after days, they know this 
leader is a nice guy and he does things well but in his own style.

 One the positive side, this movie has a lot of touching parts. This 
film has a very good visual effect. It uses 16 cameras and shoots at an 
eye-popping 100:1 shooting ratio.  It can surely present a better picture 
and a better visual effect. Imagine a movie that really uses short motion 
to picture the explosion part. It is really stunning. The touching part 
is almost everywhere in this movie. After I have watched it, I go and 
watch it again. Actually the film is very inspiring. You will think a lot 
of things that you never think about before. The film makes me think 
of my life, my past and my surroundings.

 Although it seems like perfect, it is rated IIB as it has a lot of 
violence and disgusting parts, like the human bomb that is planted in 
a person’s body. But on the whole for five stars, I will rate it four stars 
as it is a good story that reflects a true world in Iraq and the act of the 
American Army.  

 If you are a person that focuses on the world’s well-being and you 
are going after for some amazing realistic movies, this is the film that 
you must watch.

4E Kelvin Louie

     A film review: 

The Hurt Locker

6B Anna Lo

Pros and Cons of Instant 

        Messaging Language

Dear Editor,

 I am writing to explain and discuss the pros and cons of the use of instant 
messaging language. In this day and age, people all want to communicate 
with others in the fastest and quickest way. Thus, instant messaging language 
is suitable for people nowadays. However, is this phenomenon a blessing or a 
curse to people? This issue will be discussed as follows.

 First of all, instant messaging language is convenient and easy to use. In
modern society, people are required to do their work efficiently. Thus, instant
messaging language is useful in this case. It is easy for people to take notes 
by using those abbreviations and special words during their lessons. As it 
is easy to spell, people could express their ideas easily and efficiently. 
So, the instant messaging language is a benefit for modern people.

 Furthermore, for teenagers, instant messaging language provides 
a way for them to connect. As instant messaging language is quite
interesting and fashionable, most of the teenagers use it as a 
common way to communicate. Instant messaging language is 
just like some codes among teenagers, so they could talk in 
their own way, while their parents may not know what they 
are talking about. Thus, this becomes a common interest 
and a common communication method for most of the 
teena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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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ever, the negative influences to the society that instant 
               messaging language renders should not be neglected.

            Instant messaging language would lead to the decline of English 
           levels. If people continue to use those abbreviations and special 
         language in their daily life, their English writing standard will be 
      largely affected. Especially for students, their grammar and punctuation
  knowledge would deteriorate. They may also forget the correct spelling 
of some words and eventually lead to the decline of their English level.

 Moreover, instant messaging language would affect the future career 
of the adolescents. As teenagers are using moe and more abbreviations and 
special terms, they may not know how to write formal letters eventually. 
For example, they may not know how to write their CV or job application 
letters, therefore hindering their employment prospects.

 In conclusion, although the use of instant messaging language is a 
trend for modern society, people should not be addicted to using it as 
instant messaging language could be detrimental for the future.

Yours faithfully,
Chris Wong

6B Vicky Ho

Is Cosmetic Surgery

        Good for Us?

 Nowadays, cosmetic surgery is all the rage among young people in Japan 
and Korea. People who are not satisfied with their appearance would want to 
try the cosmetic surgery to have some changes. However, there are some pros 
and cons after the surgery. 

 To begin with the benefits, the cosmetic surgery can improve those 
areas that the individual finds unattractive or undesirable. It can enhance 
the individual’s natural beauty and create a youthful appearance. In another 
way, it can also repair and fix the damage caused by illness, infection or 
developmental abnormalities. Thus, the main function of the cosmetic surgery 
is to attract people and let them become popular.

 After the successful surgery, it can have a strong positive effect on 
an individual’s psychological health. Enhanced beauty can elevate 
self-esteem. You will have higher self-confidence and can combat 
the depression. These advantages come from the successful surgery as 
it can fix or change the way you look.

 Although there are lots of benefits after the surgery, there are 
some drawbacks that many people will have.

 Having the cosmetic surgery is very expensive. Each 
single procedure costs thousands of dollars. You may need to 
use all your savings to pay for it. After you have the surgery, 
you are restricted by it. You may not do exercise or 
even cannot work so you do not have a salary after 
the surgery. On one hand, you do not have a 
salary; on the other hand, you have to pay 
thousands of dollars. Is it worthwh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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