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返回創作集主頁

第十八期

【創作集】

索引目錄

序

最後的一次 陳淑慧   3D
對不起  !  我傷害了你 霍永泰   3B
一個噩夢 陳超俊   3C
一個影響我最深的人 李燕恒   2B
我錯了   !   吳小美   2C
謝謝你  !  班主任 梁麗婷   1A
一個噩夢 周康怡   3D
金秋話菊 魯梓欣   6A
金秋話菊 譚卓彥   6A
金秋話菊 梁淑英   6A
幸運的貓 羅其昌   7A
倒霉的一天 張迪生   1B
最後的一次 黃皓媚   3D
一件令人興奮的事 陳偉霖   2C
菜市場 柯智豪   1A
幸福的貓 羅其昌   7A
林翠珊同學畢業了 陳永康老師

樂不思鄉 陳永康老師

第      18      期創作集編輯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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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如果十八歲的人生意義，做母親的最明白的話；那麼第十八期《創作集》的『書生』意義，

做文集編輯工作的師生們，就最明白箇中的撫養辛酸。一本《創作集》的誕生，由收集文稿、

批改文稿、打字、校對、編輯排版、射印、釘裝出版、網絡版編輯工作，到後期的發行、宣

傳工作。涉及人員包括同學、老師、工友、教學助理等等。不計算繁瑣的聯絡工作在內，就

要花去不少編輯仝人的心血。我們有過一年出書九期的輝煌成績；也有過苦苦經營，一年才

出那麼兩、三集的慘淡境況。今期我更破天荒粉墨登場，做起我一直以來從不涉足的排版編

輯工作來。雖然如此，今年至少出版四期的計畫還是落空了……

　　

上星期五偶遇一舊生，言談之間說起他的一篇大作，至今還在《創作集》網絡版上展出，不

無自豪神色。我說《創作集》不會消失，網絡版更會永遠保留下去！我不知道，這本文集到

底有多少讀者；只知道，我們的小作者在不斷上升。事實上，多年來我就常自資給畢業了的

同學郵寄《創作集》。這大抵就是編輯出版《創作集》的點滴滿足感。絕對不是我們得甚麼

人的讚美說話（事實上不多）；或自怨自艾，呼天搶地『清高』一番，然後再自己多謝自己

一番之後所得的慰藉可以相比的。今期就有不少讓人驚喜的好文章，也是我們滿足感的泉源。

比如陳淑慧同學的〈最後一次〉就寫來感人肺腑，文筆出眾。作者頗擅於營造氣氛，照這樣

寫下去，前途無限。霍永泰同學的〈對不起!我傷害了你〉父子情深，躍然紙上。作者擅於

刻畫內心感受，文末一段自省之文，把文章推向高潮，使人讀畢猶有餘興。還有兩篇中三同

學的佳作，如陳超俊同學及周康怡同學的同名習作〈一個噩夢〉都寫得十分生動。魯梓欣同

學、譚卓彥同學和梁淑英同學的〈金秋話菊〉諸習作，展現了本校大姐姐的寫作風貌。打破

《創作集》一向『後生可畏』的局面。只是大哥哥們還須加把勁。

　　

《創作集》十九歲的生日很快就到，下學年再見！

陳永康老師

2002 年 6月 2日中午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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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的一次 陳淑慧 3D

琳在廚房裏忙出忙外的，不一會兒，兩份熱燙燙的三文治就弄好了。她抹乾額上的汗珠，利

落地掛好圍裙，清脆的聲音由口中傳出：「霖，快點起床，快遲到了。」她對著在床上賴著

的弟弟說。「唔，姐，我不想去。」「甚麼?」「你再說一次，快點，不然真的要遲到。」

琳耐性子說。「好吧 ─ 那不要去 ─」琳很溫柔很溫柔地說，但任誰都能聽出裏面藏著的一

股風暴。弟弟快速地爬起來，嘰嘰咕咕地不知在說甚麼。琳的嘴角往上一揚，寵溺地看著這

個與她相依為命的弟弟。她不曾跟弟弟提起她的父母，在他們狠心地拋下這兩姐弟後，她早

就不認他們了，那時她才十三歲！十三歲！是一個多麼美好的年齡！琳甩甩頭，準備去上班。



「姐，我走了！」霖把三文治夾在嘴裏，口齒不清地說。琳點點頭，收拾收拾一下，過了一

會，也準備走了。剛走到門前，就聽見很大的拍門聲，琳打開門，鄰居的王姨忙說：「快點，

快點，你弟被車撞倒了……」她上氣不接下氣地說。琳愕了一下，這個消息對她來說太突然

了。臉上的血色很快被蒼白色佔據了。她顫抖地扯住王姨的衣服說：「他在哪兒？為甚麼會

這樣？他嚴重嗎？……」琳 哩啪啦地問，待得到答案後，便飛快地向那間醫院。她不敢相
信，上天竟跟她開這個玩笑。

琳的手腳冰冷，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奔到醫院，顫抖著問一個護士：「剛才是不是有位小童

被車撞倒了？呃 ─ 他在哪裏？」護士指了指急症室，琳飛快地奔到門前，望著那刺眼的紅

光，連忙自己安慰著自己：沒事的……沒事的……在前幾分鐘，弟那燦爛的微笑彷彿還在眼

前，前後還沒十分鐘！天，請保佑她弟弟，她就只剩下他了。紅燈熄了，醫生走出來了，難

過地看著琳，無奈地搖了搖頭。突然，她一滑，整個身子墜了下去。恐懼的陰影在她心中擴

散，越來越大，越來越大，彷彿吞噬著她的每一細胞。琳很想大聲地哭出來，卻已發現嘴角

有種咸咸的味道。她以為這不過是醫生的一個玩笑，但是，從醫生那認真的表情，嚴肅的口

氣裏，她明白了：這是真的！早上那份三文治竟是她和弟弟的最後的一次聚餐！是最後的一

次！琳拖著步子緩緩地走了進去。一切都是那麼白，她痛恨白色：白色的房子、白色的窗簾、

白色的床單：世界彷彿都變成了白色。她那可愛的弟弟就躺在那白色的床上！她沉默，她埋

怨，她詛咒，她覺得世界對她已經毫無意義。但這又有甚麼用呢？能救回她的弟弟嗎？

琳伸出顫抖的雙手想掀起那張白布，一行行強忍已久的熱淚終於滾下來了，一滴一滴地掉在

她冰冷的手背上。緊閉的雙眼透露出絕望和無奈 ─ 突然，一陣急促的腳步聲傳來，在此時

此刻更顯得特別響亮。「啪」的一聲，一個人推開門，琳轉過頭，赫然看見弟弟站在她面前！

他喘著氣說：「姐，叔叔他 ─ 他救了我 ─」呵，琳看著那張稚嫩的臉孔，簡直不敢相信，

周圍的事物都變得模糊了，她飛快地奔過去抱著弟弟，抱得很緊很緊……

哦，最後的一次竟不是最後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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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不起!我傷害了你 霍永泰 3B

對不起!爸爸。

從少我就在爸爸的漁船裏長大，直至到幼稚園上課為止，才到姑媽家裏暫住。每天上課，我

渴望較長的假期來臨，我不是懶惰而是渴望在假期裏可以到爸爸船裏，看爸爸怎樣捕得又大

又肥美的鮮魚，而我一看到那些可愛的魚，就不禁想用手拿起牠，但爸爸總說：「不要碰牠，

因為牠有尖的鰭，容易刺傷你，等你長大才可以拿起牠。」每次我聽完這番話後，便出失望

的樣子，爸爸就拿起魚兒，抱起我，叫媽媽拍下不少相片。

不經不覺我已是小學五年級的學生，可能隨著我的成長，我已經沒有小時候對魚的熱誠，還

是我只顧朋友，忘記了可愛的魚兒呢?爸爸已老了，他的樣子一年比一年的憔悴。

有一次，同學們約我去燒烤，我循例都要問爸爸及媽媽的意見，媽媽已經同意，但爸爸反對，

因為我家是用明朝封建制度統治我們，而爸爸也是一個非常專制的君王，只要他一聲令下，

我今個月的零用錢便是零。我的意見被否決後，便心心不忿的衝口而出大指爸爸不是，指他

專制，食古不化等，爸爸聽便容顏大怒說：「不肖子，我把你養育成人，你居然說這番

話。」說完便拿起雞毛撣子鞭我三下，然而我硬著頭皮闖過，打完我便逃進我的領土(房間)，
滿腦子是恨、憤怒……事隔一小時，我心情平復了，回想起爸爸的一番話，才覺得很有道理，

便拉開抽屜，拿起相簿看，心裏便內疚起來，我便走出房間向爸爸說：「對不起！」爸爸回



應：「孩子，爸爸也有不對。」

返回索引目錄

 

 

 

 

一個噩夢 陳超俊 3C

我正身在一個黑暗的地方裏，我甚麼也看不見，這地方伸手不見五指，四周還發出陣陣悽厲

的聲音。突然，我感覺我已被一些東西捉住了，我不停地掙扎，希望能擺脫捉住了我的東西，

我十分害怕，還開始緊張起來，我不停呼叫求救，希望有奇蹟出現，可是我呼叫了很久，還

未有人來幫助我。我真的十分害怕，我感覺自己被那東西帶著我移動。突然，一團強光射向

了我，我發現自己已經到達了遠古時代。這裏甚麼也沒有，只有樹、山及恐龍。

沒有錯，那些真的是恐龍！我被一大群恐龍圍住了，而且我感覺到這群恐龍對我並不友善，

牠們像要把我五馬分屍或要一口吃掉。我現在真的十分害怕，我不停四處逃竄，希望能逃過

這次「災難」。最後我走到一個懸崖上，真的是「前無去路；後有追兵」，我不知道怎樣辦

才好！牠們已經追到了我的身後，牠們一步一步地走向我，我就一步一步向後倒退，我已經

到了懸崖的邊緣了，我已經無路可逃了。終於這群恐龍成群地撲向我，我已經沒有選擇了，

我閉上雙目，吞了一口氣向懸崖跳下去。這個懸崖十分高聳，我已經作了最壞的打算，因為

我知道我一定沒命。在身處半空中的時候，我聽到了一些古怪的聲音，我想了又想，我覺得

這些聲音似曾相識。我記起了，這是放在我床邊每天叫醒我的鬧鐘聲，我用力張開雙目，發

現自己原來只是做夢，不！是一個可怕的噩夢。今天我的心還沒有靜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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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影響我最深的人 李燕恒 2B

我是一個頗倔強的人，受人影響的機會很少。但是影響我最深的，可算是她了。

她是誰？就是我的祖母，從小開始她便很疼愛我。當我還是嬰孩的時候，父母要上班，沒有

時間照顧我，便把我帶到祖母那兒暫托。我是一個永沒停口的「大喊包」，整天哭個不停，

祖母有時也給我弄昏了，但她都不會責罵我，還給我很多玩具，哄我睡覺。我小時侯也很偏

食，時常這個不吃，那個不吃，她便將食物弄碎，釀入飯裏；我也十分貪玩，每次都弄得衣

服滿是污漬，她也不介意，把我的衣服洗得乾乾淨淨。她還說：「孩子應多些玩耍，快去玩

吧！」她總是將最好的留給我，每當我做錯了事，她都不會責罵我，用心地教導我；她也會

教我寫字，但我的記憶力不好，而且沒有耐性，她總是耐心教導我。如果我有些事做得好，

她便會獎勵一個雪糕給我……這一切，我都記在心裏，縱使我記憶力再差，也永不忘記。

現在，祖母已經年老了，但她還是對我那麼親切。她常常跟我說人生道理，我有甚麼不愉快，



她總在旁聆聽，然後給我安慰一番。祖母知道我升上中學後，學習壓力會增加，常勸我不要

太擔心，她還告訴我，凡事只要盡了努力，結果怎樣也不需太介懷。她總是給我無比鼓勵的。

祖母的說話總在我耳邊迴盪著，我會永遠記住她的話，要做一個堅強、有耐性、做事盡心盡

力、認真、開心快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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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錯了! 吳小美 2C

半夜，大雨嘩啦啦地傾盆而下，一道道亮光光的閃電劃破長空。不一會兒，轟隆隆的雷聲把

我從惡夢中救回現實。

這個惡夢中我夢見自己和朋友吵架，最後他們在我眼前一個接一個慢慢地消失，把我留在白

茫茫的世界裏，使我十分驚慌。也因這個惡夢，我回憶起在我讀小學四年級時，發生的一件

我到現在都感到後悔的事情。我記得在小學四年級時，我剛轉到那間小學不久。一天，小強

不小心打破了窗門。小紅見到我站在距離小強不遠的地方，就講我也有份打破窗門，所以我

十分氣憤。就在同學面前和她吵架。從此之後，我們就像箭豬一樣，一見面，就豎起刺來保

護自己。其實，在這件事過後，我是有反省自己當時的行為，覺得她雖然有錯在先，不該沒

有清楚事情的真相，就來冤枉我。但是我也錯了，不該因自己受到委屈，就在同學面前罵她。

有一次，我也犯了和小紅同樣的錯後，我知道每個人都有做錯事的時候，如果要和別人融洽

相處，那自己首先必須學的就是如何去諒解別人。可是我學會這個道理後，我卻沒有機會化

解我和小紅之間的誤會，因為她已移居到外國了，我沒有機會同她見面。現在回想起當時，

我真的很後悔自己沒有向她道歉，因為她沒走前，我的心一直都很想成為她的朋友，而不是

敵人。但是我是一個頑固的女孩，為了自己的自尊和怕自己誠心的認錯，反而得到她的譏笑，

所以一直都不肯讓步，不肯低頭向她道歉。因此，那件事是在我做錯的事當中，除了是印象

最深刻的一件外，還在我的心中留下一份遺憾和後悔。

我覺得自己在那件事中雖然失去了一位朋友，但是卻從中獲得寶貴的教訓和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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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你!班主任 梁麗婷 1A

升上中一後，有了很多的改變：上學的路程、同學、環境、老師及班主任等等……但我特別

留意班主任的改變，因為升上中一後，會有兩位班主任，跟小學時期只有一位有很大的分別。



我班的主任分別是許炎嬌老師及蘇建忠老師，而我則比較喜歡許老師，還想親口告訴她：

「謝謝您！謝謝您的教導、謝謝您的關懷，

我最衷心，最真誠地感謝您。」

回想起有一次，那時是開學不久，便開始有家課了，但由於我還沒習慣中學的功課制度，忘

了把功課抄在家課日誌裏；做完功課，又忘了帶回學校交給老師，所以我連續數天欠交多樣

功課，放學後須到留堂室留堂。許炎嬌老師見我日復如此，開始有點擔心，於是便找了一些

空閒時間與我傾談一番，她問了我很多問題，問我為甚麼經常欠交功課，有甚麼不習慣，是

否有甚麼問題，功課困難與否等……而且，她其後又經常鼓勵我，遇到挫折千萬不要氣餒，

教了我許多人生的道理，無論做任何事都要有信心，做人應持的態度，要對人有禮等……當

我有不明白的地方，我都會勇敢地向她請教、發問，跟小學時害羞的我比較起來真是差天共

地呢！小學時，即使我有不明之處，也從不敢向老師發問。

現在的我進步了、成熟了，是因為許老師多個月來的教導、幫助……因此，我要在此向她說：

「謝謝您……」這是我最真摰的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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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噩夢 周康怡 3D

這兒是甚麼地方？有沒有人呀？媽媽，你在那邊幹甚麼呀？快過來呀，媽媽！為甚麼你手上

拿著……刀，你不是我媽媽，不要跟著我，走開！「甚麼？我親愛的女兒，你連媽媽也不認

得嗎？」你不是我媽媽，我媽媽沒有你那樣子恐怖。呀！不要追斬我呀！救命呀！救命呀！

一個很醜惡的老女人要追殺我，為甚麼這地方沒有出口？放我出去，我不想被這醜女人殺死。

出口呀！這兒又是甚麼地方？漆黑一片，甚麼都看不到，那老女人在不在？為甚麼西史課本

懂得和中史課本跳舞？「中史，你聽到有人在說話嗎？」「西史，沒有呀，有我在你身邊，

你不用害怕。」「中史先生，我們剛才在雜物架發現了一個女孩，她正在偷望你們。不如把

她的骨拿去煲湯，肉拿去炆煮。」不要，我不是有心偷望你們的，不要殺我，救命呀！這是

甚麼世界？課本不只懂得說話，還懂拿槍，不要開槍呀！怎樣做呢？前面有那個老女人追斬；

後面，中史先生的隨從又在追殺我；左面好像有扇門，快逃進去，否則便死定了。

我相信這裏安全了，但是為甚麼以前被我拋掉了的毛娃娃會在這兒？難道這兒是垃圾房？不

是，這兒很像是我的房間。「主人，為甚麼不要我們？我們只是斷了手或斷了腳，你為甚麼

拋掉我們？我們要用你的手和腳，駁回我們的手腳。」原來這兒才是最危險的地方，都是快

些走吧！哎喲！很痛啊，房門打不開啊！「哼！你還想逃，快拿你的手和腳給我們呀！你不

要逃，你也逃不了，這兒是沒有出口的，我們就看看你能走到哪裏！」救命呀！很恐怖的地

方呀！救命呀！「哈！哈！哈！你終於也被我們捉到了，我們要撕開你的手腳。」不要呀！

唔好呀！呀……

原來只是一個夢，嚇得我混身冒汗。「嘩！女兒，你幹甚麼滿臉是汗？天氣很炎熱嗎？不是

啊！今日只有攝氏十度哩！你沒甚麼吧？」媽媽，我沒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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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話菊 魯梓欣 6A

一覺醒來，窗外吹來陣陣秋風，把我的睡意也吹走了。站在窗旁俯首一看，才恍然大悟原來，

秋天已悄悄來了！

在街上散步的時候，除了聽到「呼呼！」的秋風聲外，還可以聽到「卜卜！」的樹葉聲，那

就是鋪在地上的枯葉了。一邊步行，一邊聽著天籟妙音，不時從天上飄下一片片黃金色的枯

葉，還以為是天降片片黃金呢！地上鋪滿了金子一樣的枯葉，路邊的枯葉也逐漸枯乾而低頭，

再加上海上 的波光，一幅充滿秋意的圖畫便實實在在地繪成了。整個畫面都是金黃色的 ，

就好像黃金一樣，光芒四射。然而，在眾多種金黃色中，有一種是與別不同的，那就是菊花

的顏色了！

萬物隨著秋季的來臨而陸續失色、枯萎；與此同時，菊花卻在另一邊努力地生長。古代詩人

時常說「傷春悲秋！」了，秋季多是代表傷感的，反而更是堅強、茁壯的象徵。

菊花與一般的杜鵑、牡丹這一類的花朵不同，她於萬物轉衰的時候生長，冒著秋風的衝擊，

不怕畏懼地生長，一直向上增高，就好比一個不畏強權，堅貞不屈的人在爭扎求存。即使處

於惡劣的環境，仍然不會屈服，堅持在大地上生長，亦就是菊花的一大特質。相反，那些杜

鵑、牡丹就不敵大自然而屈服了，埋沒在枯橾乏味之中！

外公祖籍中山，據說外公的家鄉以種植菊花為生，而中山縣每年於秋季都會舉辦一年一度的

菊花展，吸引不少「愛菊」之人到來欣賞。記得兩年前隨外公到中山探親的時候，令我對菊

花產生了一個深刻的印象。

當時，中山縣正密鑼緊鼓地籌備著菊花展；在中山縣的市區內，無論大街、小巷，以至商場、

食肆，都擺放著各式各樣的菊花。總之只要踏入中山縣，就不必擔心看不到菊花。那時我還

以為自己已見過菊花繁多的一面呢！直至乘著表叔的私家車離開市區，才知道市區的菊花只

是冰山一角。沿著公路，一直往外公的祖屋進發，沿途一直看見一望無際的菊花，一朵、兩

朵、三朵……數之不盡，連空氣裡也充斥著菊花的香氣，令人心曠神怡。

經過三數小時的車程後，終於都抵達到外公的祖屋了。在祖屋的後面，原來是一大片的菊花

田，黃色的、紫色的、白色的菊花群集一起，令我眼花瞭亂，只看見一塗塗的顏色。我此時

也按捺不住，一直奔向菊花田。當我投進菊花田時，立刻變成菊花的一份子，全身也被菊花

包圍，自己也融入於菊花之中。陣陣秋風，吹來陣陣菊花的芳香。那時，我方領略到甚麼才

是「金秋」，難道就是指佈滿金黃的菊花之秋季？

我們一般常見的菊花，最大的用途都是用來裝飾。其實，菊花也有很多鮮為人知的用途啊！

外公很喜歡品茶，鐵觀音、碧螺春……，只要經他一嗅，都可一一分辨出來。雖然他喜歡品

茶，但是他只喜歡喝「菊普」。甚麼是「菊普」呢？即是普洱茶葉與菊花瓣一起沖泡出來的

中國茶，茶中除了普洱茶香外，還有菊花的清新味道呢！

菊花除了可以泡茶以外，原來還可以泡製美食啊！我在探望親友期間，品嚐了不少用菊花烹

調的美食。甜的糕點、鹹的 菜，都用了菊花來泡製，不但美味新鮮，而且與別不同，是另
類的人間美食。雖然不知那些家鄉美食的名堂，但也堪稱為「菊花宴」呀！

現在，每逢秋天一到，腦海也不禁聯想起菊花。在這個「金秋」之中，一面迎風閒談，一面

享受「菊花宴」，是否人生一大樂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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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話菊 譚卓彥 6A

秋天，很多人也不太喜愛，認為她沒有春天的朝氣勃勃。相反，卻是偏地落葉，一片枯黃，

給人一種死氣沉沉的感覺。但我卻獨愛這不受歡迎的秋天，不為甚麼浪漫原因，因為我並不

是一個多愁善感的人。我喜歡秋天的原因十分簡單，只是因為她的天氣清涼爽快，不像春天，

要時常「小心地滑」；也不像夏天，動不動便汗流浹背；更不會有冬天的刺骨寒風。而秋天

的天氣便恰到好處，清爽怡人。但這種天氣卻不利於植物的生長，所以到了秋天才會有紅葉

落索的景象。

雖說秋天並不適合植物的生長，但總會有例外，菊花便是其中之一。老實說，我並不喜愛菊

花。從小到現在，我也不贊成媽媽在喜氣洋洋的農曆新年在家中擺放橙橙、黃黃的菊花，因

為我一向認為菊花只適用於掃墓和祭祀的場合，而且菊花又給我老套、俗氣的感覺，即使菊

花的顏色和種類有很多，但我始終都看不上眼。在熱鬧的花市中，相比起耀目的桃花，璀燦

的牡丹花，最後賣不掉的總會是大束大束的菊花，這證明了不僅是我不愛菊花。在有選擇的

情形下，多數人也會選購菊花以外的花種。除了農曆新年之外，人們也極少買菊花回家放。

人們多會選擇高雅的玫瑰或者其他簡單的花朵，而不是由很多很多細緻花瓣組成的一大朵菊

花。可能就是因為她的花冠太大，太過搶眼吧，並不適合一般的日子。在喜慶的日子，她又

不能與萬紫千紅爭妍鬥麗；在平常的日子，她則變得過於誇張奪目，所以菊花始終不太受歡

迎。

縱使我對菊花的外表諸多不滿和批評，我倒十分欣賞它的「內在美」。拋開菊花的外在不談，

她是很有內在美的一種花卉。有說菊花代表隱逸之士，因為歸隱田園的陶淵明也獨愛菊花，

他不選別的花朵是因為他很欣賞菊花的耐寒不屈的特性就好像他那些清高脫俗的性格一樣與

眾不同。當春天來臨時，所有花朵都會趁著這個有利時機，盡情盛放得如燦爛的煙花一般，

但同時，菊花卻不知躲到哪裏去了？但當所有花朵凋謝枯萎，到了萬物都在休養生息、準備

迎接寒冬的時候，菊花卻在默默地綻放著。在不適合花開的季節，它仍然勇於面對各種惡劣

的環境，即使人們也要多穿幾件禦寒衣物來抵擋寒風，但菊花卻迎風擺動而不會折枝，就像

陶潛一樣不為五斗米折腰。我就是十分敬佩和欣賞它這種不屈不撓的特性。

除此以外，菊花還有別的可取之處。由菊花製成的各式各樣飲品我也十分喜歡的。無論是盒

裝的菊花茶、涼茶舖的清熱菊花茶、媽媽親手炮製的蜜糖菊花茶或是在酒樓中的菊潽都是很

有益健康的。因為菊花是有助清熱消滯的，加上它滲透出來的芬芳香氣，在乾燥的秋季，喝

一杯加了蜜糖的菊花茶，既可清熱解渴，又可滋潤一下乾涸的喉嚨，真是最好不過的一種飲

品。

不過，即使菊花有再多的好處，我仍然不能叫自己喜愛菊花。我欣賞它的特性而不喜愛它的

外表，所以就算我有多欣賞它，我仍是不會在家中擺插菊花的。雖然我不喜愛菊花，但卻喜

歡常與菊花扯上關係的秋天。也許是因為菊花都在秋天盛開，所以令人看到菊花便想到秋天

已到來。這樣，秋天和菊花就像切割不開的聯繫著，所以中國人為兒女起名也會用到「秋

菊」這名字。秋菊、秋菊，希望今年你們仍會替花農帶來美好的豐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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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話菊 梁淑英 6A

「採菊東籬下」，自陶淵明寫下此佳句以來，這一直都是不少文人墨客所嚮往的詩境。自古

以來，一踏入秋天，當秋風染黃了漫天的樹葉之時，便是各文人雅士賞菊詠菊的大好時機。

抬眼往窗外望，現在也正值深秋，且讓我附庸風雅，談談四君子之一：「菊」吧。

在香港，很少有機會賞菊，較大型的賞菊展要算是在圓玄學院舉辦的菊展了，可是論壯觀程

度，便是要北上大陸了。

每逢入秋，大陸的花農便會細細地為每一棵菊花加以修剪，好讓她們看起來更迷人。由於花

圃大，菊花們便很有氣勢地佔據整片土地。放眼望去，盡是菊花，有黃的、白的、紅的……

互相以最燦爛的姿態向別人訴說著自己的喜悅。不是說秋天只有菊花，但其他的花在菊的氣

勢下顯得非常渺小，可說是給菊花淹沒掉了。菊花開遍了整個花場，進了去便只覺這個世界

再沒有別的花了。站高一些，舉目四顧，便會發覺自己完全被菊花包圍著。有說：「秋天是

菊的天下。」，這句話看來並沒有說錯。

菊花給人的印象，大抵都是「高潔」的象徵，因此才會被列為四君子 ─ 梅、蘭、菊、竹之

一。而中國人也普遍愛菊，除了在秋天會賞菊外，更視她為「年花」，每逢新年總愛買一些

放在家，增添些節日氣氛。中國文學作品裡，亦有不少詩詞歌賦是關於菊的，因為它「高」，

因為它「潔」，因此成為不少文學家自比的對象，以喻自己脫俗不群、高傲不屈的性格。看

來，中國人對菊著實不錯，菊花堪稱是秋天的主角。

但另一方面，香港人卻剛剛相反，不少人也視「菊」為老土的象徵，是老一輩者的玩意。菊

花在香港突然淪為被歧視的一群。在花店裡，舖門前的當眼位置，不是被玫瑰，便是被百合

佔據，菊花呢？便只能可憐兮兮地瑟縮在一角，花兒也顯得特別憔悴。似乎在香港的秋天，

菊花也許還不是表演的時候哩。

若你問我對菊花有何感覺，我想我會說「欣賞」而不是「鍾情」，菊花自有其美態，因為這

份「自然」質樸，令我欣賞起她來，但卻仍談不上「最愛」的程度。只是每當經過花檔前，

看到那一株株人工染色的菊花便不禁為之可惜，因為實在太可怕了，試想想，一朵天然渾成

的菊花，竟給染上淺藍，深紫……的顏色，這跟工廠造出來的塑膠花有什麼分別？我說這些

後天加工後的菊花比那些冷冰冰的塑膠花還不如！

「菊，花之隱逸者也。」她既有高潔的品質，也有其實用價值，可謂「中看又中用」。菊除

了可作觀賞之外，還可以入藥和作飲料。感冒時喝的夏桑菊便是一例，而且藥性溫和。平常

大家上茶樓喝的「菊花」更加是最貼近生活的例子，人人都會有機會接觸過。看來，菊花不

止是在秋天，乃至在一年四季裡，也和我們的日常生活扯上關係。

沒有曇花背後淒美的傳說，沒有百合花的脆弱，也沒有牡丹的豔麗，菊花有的，只是她一份

恬靜自然的美，以及她那廣泛的用途。現在正值金秋，就偷個空賞賞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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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運的貓 羅其昌 7A

每個清晨

如常在大排檔喝咖啡

我抬頭看，你

懶洋洋的躺在屋簷上

享受著朝陽的愛撫



每天中午

用膳途中經過大排檔

我低頭看，你

靜悄悄的狩獵著蟑螂

穿梭於 與 之間 

每次日落

放學後從大排檔走過

我回頭看，你

傻呼呼的打了個呵欠

凝視著天邊的赤霞

一天下午

經過大排檔外的馬路

我不忍看，你

血淋淋的扭曲了四肢

來不及把雙眼合上

雖然

我不忍看；

然而

上帝在看

貓兒，你

看見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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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霉的一天 張迪生 1B

說起倒霉，我雖然很少碰著這些事，但我腦海裏還記得，有一天真是倒霉極了。那天雖然天

晴，但我像一朵朵「黑雲」，心情極差，因為接二連三碰著不如意的事，還記得那天…….
一陣叫聲突然響起，我被吵得「震耳欲聾」，我把眼睛張開，看看鬧鐘。嘩！原來七時十五

分啦！我立刻起床，看見媽媽慌慌張張，十分忙碌，原來她也七時十五分才起床，趕不及回

公司了。我也不敢怠慢，快快就衝進廁所刷牙洗瞼去，然後急急的找校服，我找了很久，也

不見我的校服，五分鐘後，終於找到了，這一下可費了我很多時間。穿好衫褲鞋襪，我立刻

把 上的麵包「塞」進口裏，忙忙的跑回校，為了節省時間，我一邊跑一邊吃，突然…
…呀！我的麵包掉在地下上了！我只好悵然地望著那麵包，然後繼續上路。回到學校了，我

把功課拿出來，啊！我忘記帶功課！今天又要罰留堂了。上體育課時，我班一起去跑步，但

最後回來的卻是我，真是丟盡我的面子了！上課時又沒有帶書本及文具，那時，我只可以感

嘆一聲：「唉！真倒霉！」

經過這一天之後，我改變了許多，因為我已懂得把握時間，將明天要用的東西全部準備好，

那我以後便不用這麼倒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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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的一次 黃皓媚 3D

「這頓晚飯後，我們以後便沒有機會再見面了！」媽媽用她低沉的聲音說。我一邊聽，一邊

啜泣，因為我從來都沒有想過由小便很疼我的媽媽不要我了，她要到一個新的地方開始她的

新生活！我曾經對著她撒嬌說：「媽媽，請你不要離開我吧！如果連你也不要我，那便沒有

人疼我了！」可是媽媽說：「我也不想離開，可是這個家有太多我管不了的事情，而且你也

長大了，總有一天會出嫁的吧！如果那時我才與你爸爸離婚，我一定會孤獨終老的。現在我

雖然很自私，但也請你原諒我吧！如果你不喜歡跟著爸爸，那我就接你跟我和陳叔叔一起居

住吧！」明天，媽媽就要搬出這個家了，她要和陳叔叔一起生活，雖然我是不想跟著爸爸的，

可是和爸爸比較起來，我更討厭那個陳叔叔。是他！是他把我這個好端端的家庭拆散。如果

香港殺人不用坐牢，我一早就把他掐死了！這是我和媽媽吃的最後一頓晚飯，她叫我多吃一

點，因為她知道我以後再也沒有機會吃她煮弄的飯菜了。以後我的日子一定會很辛苦的，我

要上學，放學後到市場買菜，回家要煮飯，要洗衣服……想到這裏，我的哭聲便放得更大了！

媽！你別離開我啊！我還沒有長大，我還是個孩子啊！我不要一回到家只看見家具等死物，

我想家裏有你啊！媽媽看我哭得這麼厲害，便哄著我，叫我別哭，又說這是她煮弄的一頓晚

飯，不要哭哭啼啼。我趕緊用手擦掉眼淚，然後大口大口地吃飯。這是最後的一次和媽媽在

家一起吃飯了，我一定要好好珍惜這最後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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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令人興奮的事 陳偉霖 2C

我十分喜歡動物，但我最喜歡的可算是小狗了，我喜歡狗，是因為牠們是忠心的象徵，在電

視上，時常都會看到那些忠心的狗為了救牠的主人而斷送了性命，而我就在內地養了兩隻對

我十分忠心的小狗。

大約在九年前(那時候，我住在內地)我已經對養狗有很大興趣了，一直嚷著媽媽叫她給我買

一隻陪我玩，可是她總是不買。直到有一天，我爸爸的朋友從香港帶來了一隻黑白色，大約

只有一個月大的小狗，他說把小狗送了給我，我當時十分高興，立刻給牠取了個名字叫德仔。

德仔開始的一兩天還怕我，時常躲起來避開我，可是幾天後，牠已經和我玩成一片了。一年

後，我的姨媽所養的狗生了許多隻小狗，她還送了一隻給我，那隻小狗全身黃色，毛茸茸的，

看起來十分可愛，所以，我給牠取了個名字叫雅絲。可能德仔是「男孩子」，所以牠對是

「女孩子」的雅絲十分有興趣，牠們也十分喜歡和對方玩。就這樣過了三年，牠們倆都長大

了，德仔變得十分強壯，雄性的特徵也變得成熟，而雅絲的雌性特徵也發展成熟。直到有一

天，我看到德仔時常跟在雅絲的尾後，我媽媽說德仔現在是催情期，所以才跟在雅絲尾後，

就這樣過了三個月，我發現雅絲的肚子比以前大了許多，我就去叫媽媽看看雅絲是不是生病

了，媽媽說雅絲已經做了媽媽，牠有了德仔的孩子。我當時十分高興，興奮得不得了，我多

想看看德仔的孩子是什麼樣子的。在當天晚上，我向星星許願，希望雅絲和德仔的孩子能母



子平安。再過四個月，我瞧瞧雅絲，發現牠有些不對勁兒，我便叫媽媽去看看牠，媽媽說小

狗就快出生了，媽媽就把雅絲抬進屋子去，那時候，德仔也跟著去。「汪，汪……」我聽見

了小狗的叫聲，我興奮得跑進屋子裏，我看見了七隻顏色不一，十分可愛的小狗，德仔高興

得汪汪大叫，而雅絲就累得睡著了。

九年了，德仔和雅絲已經成了老夫妻，牠們現在住在鄉下，過著悠閒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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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市場 柯智豪 1A

上星期，媽媽因為感到身體不適，要我替她到菜市場買菜。我當初覺得菜市場這地方是十分

骯髒、嘈吵、濕瀝瀝的，但竟發覺原來現實沒有我想得那麼差。

我到了市場，那裡十分熱鬧，大大小小的檔攤，形形式式的店舖，令我耳目一新，每個角落

都傳出叫賣聲，我也不時看到顧客和小販爭持的情形。突然，我看見一個顧客和菜販爭持不

下，我便過去看看。「十元一斤已算十分便宜，買下它吧!」菜販說。「如果九元一斤我便

買下它。」顧客說。最後菜販把菜賣給她。我看一看那菜檔的蔬菜，有白菜、菜心、菠菜、

西蘭花等，種類繁多。接著，我便到家禽檔買雞，那裡彌漫著一般臭氣。雞的種類很多，例

如:農場雞、走地雞等，我買下了一隻走地雞。最後，我到肉檔買豬肉，檔主是一個十分肥壯

的男人，他的樣子看似兇神惡煞，他望著我，臉孔突然變了，他親切地對我說：「小朋友，

是不是來買豬肉呀？」我立刻說：「是啊！我要一斤豬肉。」我買完後，他還對我笑著說：

「記緊下次也來買啊！」最後我便回家了。

我覺得菜市場也不是我想得那麼糟糕，如果我再去那裡，我一定會再到豬肉檔去買豬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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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貓 羅其昌 7A

昨晚，這個法冶之區

結果了一個嫌疑犯

這裏沒有法庭

沒有陪審團

沒有法律援助

主宰生死的

只有劊子手



刑場上，熏風颯颯

柴油發動的囚車

風馳電制的穿梭

載著多少眶眼淚

帶走多少次心碎

卻遺下一個靈魂

在血泊中撫著微暖的殘肢

是命？是運？

請不要怨天尤人

天堂的生活，定會比

流浪街頭的日子好過

我也相信你有九命

請你珍惜餘下的命

躺臥雲中

追趕清風

高歌於日出

酣睡於明月

聽山泉之涓涓

看滄海之茫茫

寫首讚美神的詩

造個仲夏夜的夢

然後

鑿去眼角上結冰的淚

邁向

新的道路

後記：家外的公路嘗有貓喪於輪下，故作此詩以抒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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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不思鄉 陳永康老師

用一種原始的姿態

從膠林裡飄來，照樣

能翻出一層層的綠

然後小心掠過暖管，向上

體會那頭上燈管

日光的溫暖，四季如春

再閃身下降

讀故鄉撿來的石卵……

斑駁的人造砂，原是



一種品味，為了營造

鄉情？習慣了

按鈕，然後開飯

濾水器出口流下來的

是消毒過的清泉

時間尚早

該是禱告的時候，我們對望

隔著玻璃窗

向造物主說

樂不思鄉

2002 年 1月 2日作

後記：我家有個大魚缸，內有真草假草；真石假砂，也有從故鄉撿來的石卵，魚樂無窮，弄

魚樂不思鄉。

註：本詩原載第四期《詩潮》月刊，2002 年 5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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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海中的你，猶披一身

翠綠，原是成長的路標

珊瑚在網是明天的事，此刻

同你走出安逸的苗圃，終要

學會尋自己的路

畢竟還是那句作別的老話──

業精於勤，莫道

了無新意

2002 年 4月 23日晚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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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翠珊同學畢業了(隱題詩) 陳永康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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