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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題 （一） 羅其昌 6A

一張又一張的床，整齊

排列在深夜的宿舍內，地上

散落幾張棉被與一個枕頭

五對拖鞋，站在床下

等候腳掌的溫暖與腳趾的愛撫

https://www.blcwc.edu.hk/chinese/product/pap1.html


無聊地散發著剛才

浴室裏的水蒸氣，和著

洗頭水與沐浴露之芳香

為我們編織了好幾個美夢

水蒸氣似的薄霧，加上

沐浴露似的花香

就在心扉內公開了如花似霧的綺夢

返回索引目錄

無題 （二） 羅其昌 6A

一首首流行曲，在

一對喇叭的大耳朵內，藉著

空氣中的粒子與空隙

溜進我的耳窩，令我

聽到耳膜抖震之呻吟點點

為這個死寂蕭瑟之深宵

帶來絲絲喜愉與放鬆

嬝嬝歌聲、浪漫而朦朧

而耳膜的震抖，亦隨著

漸漸關上的眼瞼

緩緩消失在虛空中

從五官與皮膚上

滲入我們的夢境

返回索引目錄

耍盲雞 羅其昌 6A

剪刀、石頭、布﹗

怎會是我？﹗

戴上眼罩，頓時

與光亮的房間隔絕

看不到同學們的笑容

只聽到似是而非的笑聲

轉了幾個圈，已經

迷失在無邊黑暗中

一舉手一投足

都像快要跌下懸崖

或是踫到不明物體

別人的笑語和腳步聲，不斷



在耳邊經過

伸出手亂抓，抓不著

放大膽子踏一步

踏空、跌倒、喊痛

原來，

孤獨與徬惶無助的遊戲

是這般捉弄自己的童心

那麼弱小的童心

返回索引目錄

舊地重遊-遙寄靄琳 羅其昌 6A

今晚，再臨那小丘上的鞦韆

便見到去年你的笑影

去年，我們在鞦韆上前搖後盪

當晚，與你一起令我心如鹿撞

加上，你極甜的笑容、碧眸閃爍

我凝望你時心花怒放

我的心神已被你征服，並放在

鞦韆架上前搖後盪

一直盪到今夜……

為什麼不早些告訴我

你要到外國留學﹖

而且沒有告訴我

你何日回來會我

你知否我為你寫了

一封滿滿十頁的信

還未填上你英國的地址

你要我寄往何處？送到何方？

幸好英國不算太大

雖然飛機票頗貴了一點

但我仍盼望能以我那些

貯了一年的淚水，以及

藏了四季的心事，向航空公司

討一張往英國的單程機票

現在的我，在鞦韆架上

尋尋覓覓、上求下索

找的不是往英國的機票

也不是一年的淚水與心事

而是

當晚與你共渡良宵的片段點滴，

在繁星下

前搖後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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貓──記宿營遇貓一事 羅其昌 6A

一聲不響地，你悄悄走進

為整個宿舍房帶來女孩們的尖叫

對不起，是我攆你出房外的

但隔著玻璃門，我看到你的眼神

告訴我你的苦況︰

「餓、餓、餓﹗」

若你不介意，便隨便吃那些

拋在地上的餅碎吧！

你放下平日高貴的儀態

粉紅的舌頭舔著冰冷的地板

還會有什麼滋味可言？

這幾天，你的身影

就在我身邊徘徊掠過，依依不捨

你的高貴與機靈，令我著迷

但你的不識趣與搗蛋，亦令我感到吃力

你知否當晚在燒烤場內，

就有幾個人要趕你、要打你、什至殺……

你就是在這裏東西跳樑

不知好歹

我惟有無情地抱你下去

以免花容失色的女孩們繼續不安

今天我就要回家了﹗貓兒，

希望日後其他營友會善待你吧

也希望那個在你肚皮上

塗了藍汞的傷口早日癒合

好待將來誕下幾個可愛的小生命

請不要掛念我這個過客

以及聚也匆匆，離也匆匆的幾個夜晚

返回索引目錄

我愛校園 孔嘉莉 3B

『校園』一個陪 我們成長的地方 ,在一天裏,我們除了在家中的時間最長外,其次可能是學校

了,有時更可能在學校的時間還要比在家中的時間長,所以學校可算是我的第二個家,怪不得老

師常常說:『學校是我家,我們應愛它』.
還記得我在小學畢業時那一天,我和全班的女同學也哭了,就連平時『流血不流淚』的男同學也



紅 眼睛 ,那時的情景還歷歷在目,沒想到我現在已是一個中三年級的學生了.雖然中學和小學

的學習環境不一樣,但同學的笑聲是一樣的,我一輩子也不會忘記.可能其他人的想法和我的不

一樣,他們會覺得學校只是一個用來考試,測驗的地方,但我並沒有這樣想,雖然考試,測驗是一件

令人痛苦的事情,但我不怕,因為我知道其他同學會陪 我一起完成這件艱辛的事務 .而且校園

褢充滿了我的回憶,有時走過中一時的課室,會看到因為那時頑皮而留下的痕跡,那時會有一種

懷念的感覺,真的很想回到從前呢!這都是校園留給我的回憶.
所以我要多謝校園,因為有它,我才有那麼美好的回憶,一段段的友誼也是在校園裏培養出來的.
雖然那些回憶有些是悲傷的,但現在回想起來又不是那麼悲慘,還有些可笑呢!所以『校園,我愛

你』,希望到我長 大後,這一絲絲的記憶還會留在我的心理裏.

返回索引目錄

禮 李韻盈 4C

近日,有一則社評談到香港的服務行業已今非昔比,其中一個 因是服務者的態度 佳,未能做到

『以 待人』,那是多可悲的呢?所謂『禮義廉恥,之四維』,這是我們從小便已經學到的,而
『禮』字更在首位,可見其重要性.然而,要使『禮』成為習慣,成為風氣,就必須從小時侯的校園

生活開始培養……

在校園裡,我們學到要禮待人.簡單地表示有禮可以是一個微笑,可以是點點頭;較為隆重的,可以
是一個敬禮;至於一些典禮上,禮的意義就更大了.可是,現時不少同學都忘卻了禮字背後的深遠

意義,不僅每天上學 見了朋友或老師並沒有點頭或微笑,就連上課及下課時要站立,向老師行禮,
說向『早安』或『再見』, 恨不得都省 下來,認為那只是機械化的儀式.但就是這簡簡單單的儀

式正正代表了對老師的尊敬,對師長的禮貌.
記得學期初有一次在週會上, 要合什,問訊-這是佛教敬禮的儀式.但因為某些同學不尊重這種禮

儀而嬉皮笑臉,最終遭到副校長訓話.我對這番訓話記憶猶新,明白到對人應該有禮,對一個宗教

都應該有禮.可惜的是,現在的人對人的禮儀都妄然不顧,更莫說宗教了!真叫人感慨萬分.
難道『禮儀』真有一天會變成一些機械化嗎?還是有一天連表示禮 的儀式都不重要呢?這是不

可能的,只要有群體生活存在,人與人之間的相處都需要有禮.所以我們應該及早從小做起,清楚
了解『禮』的重要和關儀式的真正意義.只要從小便習慣了對人有禮貌,不用說對我們將來的服

務行業有更好的幫助,最重要的是我們待人的態度都會更良好,造成更和諧有禮的社會風氣.

返回索引目錄

記一次受委屈的經過 梁淳然 1C

那一次因為我的表哥弄傷了我的弟弟,以致我受到很大的只有委屈。

當時我只有九,十歲,而我的弟弟只有四,五歲。那天,爸爸、媽媽、姑母、姑丈都出外上班,只得
我、姊姊、弟弟和表哥在家裏。當時我和弟弟正在做功課,而表哥正在刨鉛筆,表哥無端拿出一

枝「雞毛掃」,當鉛筆般刨到極之銳利,用來刺我的弟弟,使弟弟不斷地哭。過了一會兒,爸爸回

來了,他看見弟弟不斷地哭,所以立刻問是誰弄傷了弟弟,這時候,爸爸以為是我, 所以他用衣架不
斷地打我,我也哭起來了。姑丈一回來,表哥便立即承認是他做的,爸爸把我拉回房裏替我療傷,
我初時覺得爸爸是一個十分卑劣的人,最後他竟對我說「對不起」,使我十分感動。

我覺得那時自己十分委屈,因為錯事不是失做的。



返回索引目錄

這事發生在嚴冬 朱廷欣 2B

今年的冬天有幾天特別寒泠，每天翻開報紙都看到有人因嚴冬而凍死的新聞。

記得有一天的特別寒冷，新界地區的會溫甚至於攝氏十度，我們一家出外逛逛街前，都從衣

櫃拿出厚厚的大衣。哇！一離開大廈的大堂，寒風凜洌，泠得要命。

直到晚上，爸爸提議到糖水店食甜品暖暖身子，天氣越夜越泠，所以我們也不反對。當我們

往糖水店方向走到一條行人天橋下，見到一個露宿者瑟縮在一角落中，爸爸就從口袋裏拿出

幾個零錢叫他去買熱飲品來暖暖身子，這時我即時聯想到那個飲品的廣告：『熱維他奶！』

我笑了出來，但一看見面前那可憐的露宿者就立郎收住了笑容。我們到了糖水店時，我說出

剛才想起『熱維他奶』的事，爸爸說那些些露宿者真是很可憐的，受泠的感覺是很難受的，

我想了想，也覺得受冷真的很辛苦，回想起小時候貪玩，把手放進會結霜的冰格裏玩霜，雙

手拿出來時，也凍得發麻了。當我們離開糖水店，走到剛才經過的行人天橋時，看到有很多

救護員，我們不以為然，就離開了。

第二天，又是一份份頭版寫著有人泠死的新聞報紙，我選平日慣看的報紙，回家一看頭版的

內文，原來死者是昨天那個露宿者，因為天冷，引致哮喘病發而死了，這時我的心裏不禁難

受，可能是因見過面的緣故，也算是認識死者吧。

為何當時開放了臨時庇護中心，他也不去呢？可能他到了室內避寒不用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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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愛校園 鄧郁邢 3D

當我剛剛升上中學時，我遇上了『它』。它帶給我無盡的歡樂，也帶給我無盡的哀愁。與我

一起渡過二年多的時間，帶給我如親兄弟姊妹的朋友，給予我一段段難忘的回憶，就是

它-----我的中學校園。

這一個小小的校園，有著值得我敬愛的老師、和藹可親的同學，更有著不少高大的樹木、細

小的花朵，他們使孤寂的校園活潑起來。 

這個校園，送給我一個學習的好地方，好讓我能吸收各種各樣的知識，也好讓我盡展我的所

長。它同時給了我與別人交流的機會，讓我能夠不斷進步。

這個校園平日雖然很活潑，但每逢到了假日，它便會沈默起來，不再那麼活了。這時我看見

它，不禁產生了一點點的同情，每當在這時候，微風總會把校園裏的樹木吹動，發出了沙沙

的聲響，就像對我說：『不要哀傷吧！假日過了，我便會再次活潑起來呢！』它這樣說完，

我便會回復開朗的心情，渴望著假日的完結。

雖然這是一個普普通通的校園，但它卻是一個對我十分重要的地方，帶給我很多的老師、同

學和回憶，又把我的知識領域一再擴闊。即使某一天我會離開這個可愛的校園，我亦會無時

無刻想起它，回憶著在這裏的往事，因為我愛這個校園。

返回索引目錄



生活隨筆 李子樂 校友

在中學時代我不知道讀書為了甚麼，更沒想過為甚麼一定要讀書。那時我做事渾渾噩噩，迷

迷糊糊，總不知自己的方向。我想同學們大抵也曾遇過(或大多都是遇著卻懵然不知的)這傻
兮兮的階段。

嘗試找出因由的話，好應發現那些傻兮兮的人全都未自覺人生處世之意義。又談人生的意義，

不怕老套嗎？那些遙不可及的人生意義不都是漫無指標、無可跟從的嗎？其實過著沒有意義

的人生的人，他們活著才叫老土，才叫無可適從。老師經常提醒咱們人生意義的重要，漸漸

地都成了老掉牙的話，但決不會是"生草藥"，可惜許多同學都敬而遠之，還摸不著頭腦地

問-----為什麼要思考這麼高深的命題。

又是為甚麼的問題。同學總愛問為什麼，本應是一個好現象，但你們在問為什麼的時候，往

往帶著許多的煩惱。比方說，有些同學為了在考試上取得好成績而拼命溫習，但他們又每每

埋怨問自己為什麼要夜以日計埋首苦讀。最考試成績公報了，知道自己成績不好，又傷心地

問為什麼是如此的結果。拿取好成績的同學，亦不見比其他同學好，也許他們為之興奮了大

半天後，又迷惘地問自己："拿取好成績，又如何？"，於是煩惱又生了。在提出問題之前，

你們有否想過為什麼總要問為什麼？

其實，人生的意義不應 更不必被看成高不可攀的裝飾品。簡單而言，追求人生的意義帶有兩

大前題：(一)是誰的？ (二)"自足價值" 為何？

咱們追求人生意義之前，首先必須問問自己："是誰的人生意義"。有些傻兮兮的人，一輩子

滿腔熱誠說要尋找人的意義追求甚麼真、善、美，甚麼仁義禮智，但最後卻甚麼都不是。你

是你，我是我，各人的人生道路各不相同，絕不該把一些聖人或智者的思想，都視作每個人

唯一可跟從的對象。(當然，追求真善美與仁義禮智並沒有問題，只要咱們自覺它們正是自己

所渴望追求的便行了。)
其次，咱們需要想想"我"的自足價值為何。同學們只需想想：在這一刻，我究竟有甚麼目標。

這問題大概引起同學們的三個疑問：第一，甚麼範疇的目標？想為什麼的目標也行嗎？重六

合彩算是嗎？不，咱們想的都應是﹕「自足價值」的目標。很抽象嗎？舉一個咱們很熟悉的

例子：大家都看過〈鐵達尼號〉吧？記得沉船後那可歌可泣的一幕嗎？積奇為了救露絲，奮

不顧身地讓露絲躺臥在破碎了的舺板上，自己卻停留於冰冷的海水中，依偎著露絲直至死去。

我並非在說甚麼捨生取義的大道理，而是說明人生在世，不可能幹什麼都盤算著其利益多寡，

更不應把所有事物都看成工具而利用之。再以情侶為例，男方或女方在被問及為什麼愛對方

時，多答道："因為你是你(妳是妳)！"。如果這番話是真的，那麼這個原因便真的不含任何功

利因素，可說是一種自足價值的表現。相對而言，男或女在分手時常說："你(妳)利用我！"所
言的便不屬於自足價值，而是一個相對價值------
"工具價值"。若同學們還是覺得「自足價值」與「工具價值」等詞彙抽象難明，就不妨再思

考中刪掉它們，以免擾亂思路。同學們只要掌握上述的例子，明白我在說的是何種範疇的目

標，抓著大概的方向與界線便可自足價值與工具價值之間很難找出一條明確的分界線)。第二，

目標的大小。會考獲取十優？ 籃球比賽中贏取冠軍？不，我所說的是指「最終」的目標。既

說「最終」的目標，就沒有再問為什麼的餘地。比方說，「活得開心」是我人生中最終的目

標，那我就用不著再問自己為什麼要活得開心。但如上文所言，世上並沒有一式一樣的最終

目標，最終目標的演繹因人而異。也許有人認為一生中以賺取金錢為目標，有人卻能推己及

人，除了希望自己活得開心，也希望令所有自己鐘愛的人也活得開心。但有一點是必須注意

的，最終目標不一定單單包括一兩種項目，而是可有若干項的。咱們就是追尋著自己的最終

目標有意識(有意義)地活下去，所以咱們決定自己的最終目標時，應盡量考慮其可行性(自己
究竟能否實現真、善美或仁義禮智等目標？)，但又須兼顧其他因素(我的人生是否實現了賺

取一千萬的目標後便足夠呢？。第三，最終目標由現在的我決定，但倘若往後的我想法改變

了又如何是好？同學們產生這種疑問是可以理解的。但我想告訴同學們，世事難料，咱們都

不必理會那些未知之數------因為理會也於事無補。既然如此，則好應先釐清與解決眼前的煩

擾。

諸位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意義了嗎？若你真的找到人生意義，恭喜你！因為你不會為昨天買雪



糕時收銀員找續不足而不開心，不會為今天被老師罰留堂而心灰意冷，不會為明天的考試而

懊惱……，你再不是一個心靈脆弱的人。但若你仍未找到人生意義的話，便委實需要認真地

思考此一重大的命題。需知道握著人生的方向才能活得精彩，人生才能過得有意思。同學們

明白這個道理的話，則不難推想到愈早認清自己的人生意義就愈是"經濟"。再說明白一點(為
免同學們日後噬 莫及，縱使是畫蛇添足的也累贅地多說一點！)，假若你一生享有八十年壽，

那末二十歲抓著了自己的方向，你便能擁有充滿意義的六十年人生；四十歲才抓著的，就只

賸下四十年有意義的人生，如此類推。

我這番冗長的話，無非希望同學們能夠把握光陰，趕快為自己的人生添上無限的光彩。

------生活隨筆

4/4/01 零時一點二十六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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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喜愛的廣告 羅珮琪 2B

現時的廣告五花八門，廣告商投資也很大，還有很多明星參與演出。廣告也分為幾個類別的，

如天氣、商品、食品或飲品等。而我最喜愛的廣告是……

這個廣告的吸引我之處是有我最喜愛的明星--------容祖兒的演出。這個廣告的內容主要是為

一間化妝品公司宣傳的。內容大概是這間化妝品公司所銷售的化妝品，不但可以令自己的皮

膚不受損，而且有美作用，還有綠茶的香味呢！而這個廣告的背景都以綠色為主，有山有水，

花、草、樹木也有啊！一切都以大自然為主，真美麗啊！

其實這個廣告的吸引之處不但是明星的效應，最主要的是廣告的背景，由於它是以大自然為

主，所以這個廣告給我的第一個印象頗為好，既優美又舒適。

其實有很多廣告我也很喜歡，例如「天氣報告」、「一零一斑點狗」、一些食品或飲品等，

我也很喜歡﹐但是我始終較為喜歡我的偶像所拍攝的廣告，因為其他的廣告不是過於恐怖，

就是過暴力，所以，我最喜愛這個廣告，因為它不但沒有的成份，背景還很美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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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舊玩具 湯偉立 2C

舊的事物常勾起人的往事，可以令人開心或悲傷。但你有沒有見過或聽過一件舊玩具有兩個

人的往事呢﹖如果沒有聽過或見過，我現在就告訴給你。它是一個搖搖，它擁有我和爸爸共

同的往事，為何我這樣說﹖下段告訴你。

在九年前，我還是一個幼稚園的學生。某一天，天氣非常炎熱，當時我在做什麼已經忘了，

最深刻的是爸爸在收拾舊東西。當時爸爸的手緊握著一個圓形的物件，眼睛紅了起來，好像

想哭似的。我向他走近，發覺他看著的是一個殘舊的搖搖，它的結構好簡單，而且顏色單調，

還有很多殘缺的地方，但看父親的神情，這普普通通的的搖搖好像有好多父親難忘的回憶。

我不知不覺已到父親身邊，但父親實在太注意那搖搖，不覺有我的存在。我想也想不通，便

告訴給我，在幾十年前，當他還是個小孩子，時常有戰亂發生，父親和他的家人常要逃亡走

難。當時的人很窮，而父親唯一的玩具就只有這搖搖。當爸爸空閒時常拿它出來玩，由於時

間的流逝，這搖搖已變得極之殘舊了。

爸爸說完後便立刻用膠水把殘缺部分修補﹔它雖然不太美觀，但仍可再玩的。突然父親轉向

著我便說﹕「這搖搖已經是你的了。」父親把這搖搖轉送給我後，我也有嘗試玩，但玩得不



太好，還有數次被它擊中，弄得我哭了起來。父親除了把搖搖送給我，還把他畢生的技術教

給我。經過多次的練習和嘗試，終能把搖搖玩起來。雖然玩得不太好，但當中的樂趣卻帶給

我許多開心和快樂。

現你知道我真的沒騙你，這搖搖不但有我父親的悲傷和開心的往事，更有我的傷心和開心的

往事。雖然它現在己是殘缺不全，但它所帶給我的珍貴往事我是不會忘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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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巳年對聯比賽成績

初、中、高組別上聯 ﹕蟬蛻蛇解除舊歲

(一)初級組 冠軍﹕ 龍騰虎躍迎新年 (1C 謝玉琳)

 優異﹕ 喜上眉梢賀新春 (1C 林子健)

  錦衣繡鞋迎新春 (2A

  蝶舞龍飛迎新年 (2B 劉仲恩)

(二)中級組 冠軍﹕ 龍騰虎邁展新姿 (3B 洪靜雯)

 亞軍﹕ 龍飛鳳舞賀新年 (3B鍾紫瓊)

 優異﹕ 蝶舞龍飛迎新禧 (3C 楊世邦)

  生氣盎然添新姿 (3C 陳淑華) 

  蝶飛龍舞迎新春 (3D 曾慶江)

(三)高級組 冠軍﹕ 鶯囀雞鳴接新年 (7A 邵智賓)

   

公開組別上聯﹕告別二千，莘莘學子齊發奮 

 冠軍﹕ 寒窗十載，個個秀才同登科 (6A 羅其昌)

 亞軍﹕ 力爭上游，名落孫山無一人 (7A 許樂暉)

   

藍明華老師﹕
(一) 蟬蛻蛇解除舊歲，



乘風破浪慶新年。

 
(二) 告別二千，莘莘學子齊發奮，

迎來萬象，豈獨儒生有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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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事發生在嚴冬 陳文偉 2C

冬天是一年的結束，亦是新一年的開始。農曆新年假期，小孩不用上學，又可得到成人給他

們的紅封包。我在這嚴冬的新年裡發生了一件事……

這事件發生於上年度的農曆新年。我們一家與姨母一家到了廣州某大型屋苑裡渡過農曆新年。

該屋苑為了慶祝新年，特別在年初一晚上進行煙花匯演。當晚的氣溫不足攝氏十度，加上寒

風刺骨，我們真的考慮過不要看，但最終也有去看。

那些煙花就在我們的頭上爆發，發出很強勁的聲響。該匯演還沒有結束，我們就抵擋不住呼

呼狂風的吹襲，決定回去住所。但當我們到了屋村巴士車站時，看到排隊的人多如屯門公路

塞車時車輛的數目，大家都嘆氣了。我們只好步行回住所幸好放煙花的地點與我們的住所距

離不遠，步行約十五分鐘。但面對著寒風，我們簡直是寸步難行。回到住所時，我的手已被

凍僵了，換好了衣服後即躲入被窩裡。

這難忘的新年我是不會忘記的，這些經歷不是每一個人都會遇到的！但這件事背後要付出代

價。這代價便是收少了很多紅封包。對我來說，這是一個很大的代價，所以今年我留在香港

過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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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受委屈的經驗 周曉君 1B

今日，當我收拾房間的時候，忽然看見一本相簿。當我打開它的時候，看見一幅我和媽媽合

照的照片。記得，當天是媽媽的生日，這掀起了我無限的回憶。

記得當天是我媽媽生辰前兩個星期，當時我不知道媽媽的生日日期，但我又很想送媽媽一份

生日禮物，於是我便趁 媽媽不在家，偷看她的身分證。誰知媽媽剛巧回家，她看我拿 她 
的銀包，她以為我偷了她的錢，於是便狼狼地教訓了我一頓。但我沒有把真相說出來，因為

我想給媽媽一個驚喜。

當天，我大清早便靜悄悄的溜到街上去。我買了一個黑森林草莓蛋糕給媽媽。媽媽起 後，

我便唱生日歌和她慶祝，她很驚奇地看 我，問我怎樣知道她的生日曰期，於是我便把整件
事的始末說出。媽媽一邊聽一邊流眼淚。我安慰媽媽，說今天是你的生辰，應該開心才對。

她感動得痛哭流涕，她說這是她有生以來最開心的生日，於是我們便一起拍照。雖然我受了

委屈，但我受了這麼小的委屈，換來媽媽的開心，我也覺得是值得的，因為她是我最愛的媽

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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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舊玩具 陳文偉 2C

玩具是大部分小朋友的最愛。記得在小學六年級的聖誕聯歡會中，我抽中了一個猩猩毛公仔。

它是由一位我最敬愛的老師給我的。

這個毛公仔是白色和淺啡色的，它全身也是短短的毛，眼睛細小，最可愛的是雙手持著一隻

已去皮的香蕉。這香蕉雖然不是真的，但它的形狀與真的香蕉相似。這毛公仔是由一個透明

膠袋包圍著的，最可笑的是我在今年三月才把膠袋拆開，這可能是我太喜歡它，所以它還是

非常乾淨。

我把它放在床邊，每次我睡不著時，也會抱著它，然後回想一下小學的時候或小學的同學。

這樣就會不知不覺地進入夢鄉，安然地睡著。在未拆開膠袋之前，它雖然放在我房裏的一個

很明顯的位置。但我從不仔細地看它，甚至連看一會也覺得浪費時間。但現在我就非常珍惜

它，不會把它亂放。我從中學習到，珍惜朋友是非常重要的。

這個毛公仔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這是代表我對朋友的真誠，我會對它如朋友一樣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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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舊玩具 伍嘉敏 2C

在?下的一個小小的角落，放著一對很舊很舊的娃娃。其中一個娃娃的主人雖然不是我，但是

我卻永遠不會把它棄掉，也不會忘記這個娃娃的主人……

這天，當我正在收拾我的房間時，我看見這對小娃娃。她是一個很可愛的中國小女娃，它的

一頭黑髮，和一雙大大的黑眼睛，讓一看見它便想起這小娃娃的主人，因為她和小娃娃的樣

子一樣-非常可愛。小娃娃的主人和我是一對很好的朋友，在我們很小的時候便認識 ，那個

小娃娃是她三歲時買的。那時，我們買了一對，每人拿一個，我們每天也一起拿來玩，一邊

玩一邊談心。記得有一次，我和她吵起來了，大家也不肯屈服。當時我們的媽媽便對我們

說﹕「你們不是說好要像那對娃娃一樣要永遠一起，做一對好朋友嗎﹖」我們聽到後也不出

聲，因為我們都知道自己錯了。

這件事發生不久，她的家人突然說要帶她移民。這時，我們都很傷心，當她臨走時，她把那

個小娃娃留下來給我，說要我記著她。可惜她走了之後，我們也失去了聯絡。

說真的，到現在每當我看見這個小娃娃，我也沒有忘記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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