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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妳》 鮮奶球

認識妳已有三個多的年頭了。不算多，因為我們都相信做朋友是一輩子的事。我和妳打算活

到八十歲，八十歲也照樣結伴去逛街、去遊玩。

以前人人都說我和妳的樣子相像，但我們都不覺得哪一個部份相似。不過，那時妳我形影不

離，不管在街上抑或在學校，假使有一天祇得我一個人在走，朋友們便會問：「妳的另一半

呢？」。妳也一樣被人這樣問過吧！不知為什麼，我和妳已成了一種相互反射，看見妳的人

便會想到我，看見我的人卻又會想到妳。投契得不能再投契。

還記得在我最失意的時候，只有妳才會鼓勵我，在我最得不到別人信任的時候也只有妳願意

去信任我。妳和家人吵鬧時，我不懂不得去開解妳，我只是在寂靜中陪伴妳。我能感受到妳

的情緒低落至極點。我那時是個很好的聆聽者，妳當然也是我的傾訴對象。每天發生的趣事，

我們放學後便會一起分享，那怕是一件極普通的小事，也夠我們談上三小時。現在偶然提起，

彼此也會會心微笑。

現在雖然和妳在不同的班上，但沒有影響我們的友誼。一有空，我和妳便會互相細說近來班

中發生的趣聞，天南地北，亂說一通。但中五的課程使我喘不過氣來，辛苦得很；妳看上去

卻比我更忙，近幾個月，我們真的聚少離多。但我和妳都明白大家的苦衷。

今年妳的生日，沒有特別的慶祝或禮物，因為我相信他給妳的快樂不比我少。在此謹向妳說

聲：「生日快樂」。看見妳已找到了自己的幸福，而他又那麼疼妳，真替妳開心。還有半年

我便要走了，餘下妳一個，妳要好好照顧自己。不能再和妳一起吃雞翼、喝菊花茶、參加銀

樂隊的活動、在後花園聊天了。我清楚明白自己不可能升讀預科，只希望妳努力。

有時一個人呆坐家中，不期然便會想起中三時的日子，有妳、有我、家奇、奶蓋、珍妮花、

朱仔、企鵝、大西牛、北極熊、大隻……那年不是我最開心的一年，但卻是我有著最多回憶

的一年。我們將來都像我家那隻出走的花貓，各奔前程，還會想起教育我們多年的母校這個

家嗎？

返回索引目錄

《記一次婚禮》 張劍雄老師

這是一個炎熱的下午，熾熱的陽光充塞著街道上的每一個角落，飛奔的計程車在公路上穿梭，

手表上的指針飛快地移動，我焦急地在默禱：「希望能趕及這次婚禮。」─其實要不是自己

貪睡，現在早已處身教堂中了。

這是一間很大的教堂，大得叫人暗罵自己居所的渺小，其實這所教堂很少開放給人們作為婚

禮之用的，再者，就算你能負擔那驚人的租金，你能邀請到數千賓客嗎？雖然現在有數百賓

客聚首一堂，可是每人都嚴肅地坐著，靜得教我為自己的喘氣聲而慚愧。

這是一首熟悉的婚禮進行曲，我的天！主人家的排場可真厲害，竟然有一隊樂隊在平時唱聖

詩的地方奏樂。我遲了，只好趕快坐在末行的座位上。前面一片烏黑的腦袋，偶爾點綴上一

個白色的或是金色的，甚至是光禿的，很是有趣。極目所視，還可看見神父站在祭壇上默默

地等待。彩色的玻璃窗帶進溫暖的陽光；雪白色的外牆隱藏著純潔；祭壇上的鮮花和燭光帶

來了寧靜；和諧的樂聲表露了喜悅……一切一切也在等待著！



兩個負責拍攝，肥胖的一個專注地控制著那部錄影機，而那個瘦削的便拿著水銀燈負責控制

燈光，看他笨手笨腳的，差點兒給地上的電線絆倒了，當他看到我時，禮貌地打了個招呼，

我才不受他這一套呢！接著雙方家長和一對新人便進場，婚禮正式開始了！

這是一個美麗的新娘，一身雪白的婚紗籠著白皙的肌膚；粉紅的面頰配上深紅的口唇；烏黑

的秀髮襯著明亮的眼睛，好一個美人胚子！可是新郎就是老了點吧！微禿的頭上加上那銀白

的頭髮，而眼角盡是皺紋。不問而知，這又是一件「買賣婚姻」─男的出錢，女的賣身。但

是那個新郎的雪白禮服、真絲領帶、鑽石領針……特別是那個漂亮的新娘子教人羡慕不已。

這是一個沉悶的婚禮，雖然一切的排場也是極盡豪華，但是整體上和傳統的婚禮沒有多大的

分別，還不是一對新人在眾人面前「簽合約」，我想這張「合約」不是因為女的出牆紅杏就

是男的拈花惹草而告吹，總不會維持太久的。不知為什麼，我總是覺得新娘的面上彌漫著一

份憂傷，正是「一朵鮮花插在牛糞上」，我想我才不稀罕這種婚姻─無論是多豪華的婚禮。

突然，我的肩上被人重重的打了一下，當我回頭一望，原來是那個肥胖的攝影師，他一見我

便破口大罵：「幹嗎？雙眼發光似的，這傢伙真夠排場，是嗎？少見多怪，為什麼又遲到？

今日要不是找到明仔幫我打燈，就糟糕了。下次再遲到，便不用幹了！幹嗎？人家都『拜完

堂』還不幫忙收拾東西，找死！」我連忙道歉，又向天發誓永不再遲到，然後收拾器材一同

回公司。

「老何，那新娘真美！」

「幹嗎？小小年紀就壞心腸，不過那位姑娘真不賴！」

「不過那新郎卻老了些，有四十歲罷！」

「幹嗎！多管閒事，現在是新時代，老夫少妻也常見不鮮嗎，我看他們至少差三十！」

「那女的又肯嫁？」

「幹嗎不肯？男的有財有勢，又有頭有面，吃得開；要是我有女兒，我也叫她嫁！」

「但總是老了點吧！」

「幹嗎？想等那男的百年歸老，然後做那女的小白臉不成？人家的私事，囉嗦個啥！」

是的，這不是我的事，我只希望多賺些錢，然後有一個這樣盛大的婚禮─當然有一個可愛但

不憂傷的新娘子。

一場婚禮又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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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一次患病的經過與感受》 書軒

疲倦的眼皮阻礙了我的視線，我只能微微把眼睛張開，便被那耀目的陽光照個正著。在此時，

母親正進來，我一看見她便立刻做了一個不太願意的樣子，母親看見後並沒有太在意，她手

上正拿著了一瓶一瓶的藥水和一粒粒的藥丸，她只說：「快點吃了它。」

我不願意地把那些藥放在早已被藥弄得麻痺的舌頭上，一口吃下去，真是不知味兒。回想起

這也是自己不好，自以為身體強壯，在大雨下踢足球，淋得全身濕透了，終在那夜發起高燒

來。那夜使母親也手忙腳亂，最後還去了急症室，但卻竟然要輪候。因此我心想，現在都已

是深夜了，竟還那麼「熱鬧」。可是我當時已呆呆滯滯，不知輪候了多久，終於到我了。我

在迷濛中只聽見要打針等的說話，取了藥後便回家了。我在計程車上看見母親焦憂的樣子，

頓時自感內疚，全因自己大意，結果要在夜間把母親弄醒。但她並沒有對我有任何的怨言，

反而更呵護備至，使我立下決心，長大後一定要孝順父母。

在吃過藥後，母親慢慢離去，在離去時亦不忘叫我不要外出，要多點休息。雖然我喜歡外出，

但在此情況下，亦只好乖乖地留在房中。可是在房中甚麼也不能做，真的悶得發慌。心想自

己竟像白先勇兒時一般，與外界隔絕，但白先勇仍有老央給他說故事。我終偷偷地溜出去，

準備在街上流連一會才回去，心想只要靜靜地回去便行。但一回家便被母親發現了，她一手

把我關回房間去，真是悶極了。

這次的病，使我明白到身體健康的重要和不應自以為是，因為病對我來說真的是非常痛苦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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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 秦英儀 F.5B

當笑臉不再的時候，

是憂傷，

是哀愁，

是落寞的神情。

當純真不再的時候，

是依戀，

是歎息，

是迷糊的眼睛。

但當滿懷希望的時候，



請珍惜，

請期待，

盡忘掉一切失落。

當滿懷信心的時候，

請努力，

請向前，

盡力達成心中所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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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一次難忘經歷》 鄧郁邢 F.1D

在我童年的時候，最難忘的也總算是這件事了。

在我五歲生日那天，爸爸為了和我慶祝，便帶我和姊姊去海灘玩。我和姊姊一起堆沙、拾貝

殼……正在玩得高興時，忽然聽到海中有人不斷叫著：「救命啊！有鯊魚啊！」我看見有一

個人在海中揮著手，在他的周圍有一個三角形的物體游來游去。我還小，並不知道甚麼是鯊

魚，不過看見那人那麼害怕，我便知道鯊魚一定是十分可怕的。

原本在海中游泳的人，全都上了岸。不久那人自己游回來，不過他一隻腳已被鯊魚咬傷，不

斷流出血來。

救生員連忙替他急救，救護車也來了，把他送進醫院去，隨後的事我便不知道了。

我和爸爸一直玩到晚上，我還在沙中堆了一隻我幻想出來的鯊魚。

從此之後，我再沒有看過鯊魚了，因為我不敢再到海灘游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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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運會後記》 顧佳露 F.1A

看著學生會展示著的陸運會相片，耳邊響起了那天同學們激烈的支持聲及主持的聲音……

「加油、加油！」我和同學們都一起大喊，替正參加女子組 4x100 的我班同學打氣。槍聲一

響，選手們不斷往前衝，雖然隔得很遠，但我仍看見選手們大汗淋漓地在烈日下競跑。

「努力、努力！」我的心和口一致，為好友們打氣！終於到最後一棒了，我不再吶喊，而是

屏息呼吸看著運動員衝線。才不過是幾秒間的事，連我也看不清 ─ 天！是亞軍，是亞軍！

我欣喜若狂─「太好了！」

這種興奮的心情，永遠都會在我的心裏。

相片裏，我又看見老師在跑 3000米……

天啊，要跑三千米，實在不易！跑了運動場一圈又一圈 ─ 共七圈，換了是我，跑完也快死

了。

但是，運動員和老師都堅持不懈，努力向前，永不放棄！有這種精神，輸了也是值得。

又想起跳欄時，一個女孩子跌倒了，好像很痛的樣子，放棄了。我不喜歡這樣，其他運動員

跌倒了，仍是繼續向前的！

想起班冠軍，我不禁黯然。雖然是 1C 班勝利，但是算了！反正都過去了，但我的心裏仍很

遺憾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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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運會後記》 范潔雯 F.1D

每年最令我筋疲力盡的日子，可算是陸運會了。回想起當日的事情，真是有喜有悲。

我參加的項目雖然不多，但我也盡全力做好。剛到場的時候，看見那跑道、座位、工作人員

……真是有點興奮，因為我從沒有到過會場。那天的比賽項目有很多，我參加了其中的一項

── 一百米，差不多起跑的時候，心情十分緊張，台上的啦啦隊更令我充滿力量，可能是

這原因，我進了複賽，只可惜，我對著二年級的對手時，只顯得我是個點綴。雖則是這樣，

但我沒有放棄，因為老師選了我參加接力，這次我一點也沒有放鬆，終於拿了冠軍，剛跑完

的時候，我渾身乏力，真是喘不過氣來。接著另一件令我提心吊膽的事又發生了，因為裁判

員告訴我們有一班的資格將被取消。在播放結果的時候，大家心情也很緊張，幸好，冠軍都

屬於我們。

這兩天的比賽，不知不覺又過去了，雖然我們班拿的分數不多，但已經很高興。在這以後的



日子，我一定要作好準備，挑戰來年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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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題》 嚴子明 F.5A

深宵的我，是全日最精神充沛的，精神充沛得無以復加。甚麼老虎，甚麼獅子等猛獸也可殺

得一敗塗地。

以前的我，是後樓梯、公園的常客、地頭蟲。每當無聊時，我和一班「良朋益友」便會到處

惹事生非、搞破壞。其時，我會全神貫注於「破壞」這個名詞上，生活也可算是多姿多采的

了。也因此，給警察當頭棒喝也成了家常便飯。有時內心會惶恐萬分，懼怕會被捉回差館，

成為罪人；也懼怕家人的感受……。但這樣多姿多采的生活倒也吸引當時的我，使我著迷。

可是，呼聲震天、熱鬧非常於街頭的背後，卻是點點滴滴的孤獨和無助。

現在的我，是書桌和書本的好朋友、好夥伴。所有的深夜，我也都花在課本上，用在吸收知

識上。我的精神只屬於「學習」這兩個字。這樣的生活雖是沉悶非常，但也是值得的。相對

地，我也得到老師的疼愛和同學的支持；所想的，也只是會考、溫習、上課等問題。在深宵

埋首書本時，縱使家中是一片沉寂，家人都熟睡，但內心卻是快樂無比的，比一切玩樂所得

到的更加快樂。那種快樂的感覺，有如熊熊烈火，燃燒我的鬥志，使我努力不懈。

我愛熱鬧，也愛寧靜；愛群居，也愛獨處。縱然彼此是相對的，但對我而言，兩種的生活也

使我難以忘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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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一次難忘經歷》 陳芷蕾 F.1D

當我還未搬往屯門時，我是住元洲村的，那時年紀還很小，我是七歲才搬來屯門的。

記得當天，我的爸爸、媽媽也上班去，只有我的爺爺和我在家裏。爺爺在廚房煲了一些很美

味的湯，而我就在客廳玩耍、看電視。那時家裏的面積很小，爺爺把湯滾好了，盛到一個大

湯碗，就急不及待地上床睡了。那時，我還是一個小孩子，所以對這一大碗香噴噴的湯特別

好奇，更爬到桌子上了。豈料，我一探頭到碗子裏望一望，我的手便把湯弄瀉了，弄得全身

也發滾，我大哭起來，我爺爺便立刻送我往醫院去了，更立刻通知爸爸、媽媽趕來醫院。幸



好，只是一些輕微的皮外傷，醫生只是開了一些藥膏幫我敷好，但也留院觀察了三天。

那天，我真的很害怕，從此以後，我也再不敢這麼頑皮的。從那天開始，我更知道爸爸、媽

媽不是只顧著工作的，我真的很開心。我從小到大，甚至是現在，我也覺得他們只顧工作，

不甚理我，但當我每次想起這件事，我也明白他們的一片苦心，希望我健康，快樂地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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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友》 梁雅茵 F.5B

朋友，

究竟是甚麼？

困難時可有支持，

利用？幫助？

悲傷時可來安慰，

虛偽？真心？

失戀時可來傾訴，

嘲笑？同情？

成功時可來慶賀，

奉承？認同？

開心時可齊分享，

敷衍？投入？

最終也分不出真假，

還是自己的遐想。

一九九八年六月五日 11：2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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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那乞丐……》 顧佳露 F.1A

我看到那乞丐痛苦地轉側著、呻吟著，嘴角還流著血……

一天，母親拜托我到樓下買報紙，我拿著硬幣興高采烈地下去。 畢竟，最近功課很忙，很

少上街嘛！

當我下去後，我看見一個很罕有的人─就是乞丐。在我的家周圍，很少會有乞丐的。但卻不

以為意，就像瞎了一般在他身邊擦過。 

我粗略看到他的身型，他的臉很黃，眼袋比他的眼睛還大，腹部微凹，但最可怕的是他的左

手斷了。

「他是在博同情的。」我這樣想。走不遠，忽地聽見一陣喧鬧，我望去，一個戴著黑眼鏡的

人一邊用粗話來罵那乞丐，一邊用腳踢他。那乞丐不敢響聲，直到那人走後，他才痛苦地叫

喊，眼淚如溪水般不斷落下……

我看著他，再摸摸放著硬幣的袋子，不由得心軟了。我默默地把我的錢放在他身旁，轉身回

家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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