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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月十五日早上，我收到本港著名作家關夢南先生的電話，告知我一個令人振奮的消息：

關先生正在籌備出版一本香港中學生散文集。他在網絡上看過我們的《創作集》，覺得很好，

來電通知我要選用當中好幾篇文章！這真是天大的喜訊，也應驗了我在上期《創作集》序裡

所說的話：『（創作集）說不定他朝也能成為小思的囊中物哩』，所不同的是『成了關夢南

的囊中物』。小思也好，關先生也好，都是本地著名作家，都熱心推動本地文學活動。能為

本地文學作貢獻是我們的榮耀。我又記得在第十八期《創作集》序裡也說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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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科技

真偉大，看來《創作集》的讀者遍天下呢。

　　今期的作品多是同名習作，都是老師們向我推薦的文章，學生自行投稿的仍很少。這是

我不太願意見到的情況。今期我們又有一位畢業了的舊生透過互聯網投稿。希望這種情況能

繼續下去。無論如何，倒有好幾個名字漸漸讓《創作集》的讀者熟悉，比方中三Ｄ班的葉芷

華同學、吳嘉文同學和曾詠娟同學。她們的文筆都很老練，相信不用老師推薦，自行投稿

《創作集》也能百發百中。

　　我要向即將會考的同學推薦張翠珊同學的《記一次流淚的經歷和感受》。還有吳嘉文同

學、霍樂婷同學的《我的偶像》，諸文寫來都情真意切，道盡不少過來人的心聲。上面提到

中三Ｄ班的三位同學的文章都很值得細看。我以為《創作集》的文章都是很好的『早讀』材

料，各位如果苦無『早讀』文章，大可以找名家都看的《創作集》來讀。

　　謹祝

新年進步！

陳永康老師

2003 年 2 月 10 日晚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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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未年對聯比賽成績

初、中兩組上聯：羊歧忘返俱往矣

初級組 冠軍： 揚名立萬迎新春 1A 鄭曉文

中級組 冠軍： 兔醒力追莫遲疑 3D 葉芷華

優異： 老馬識途見春暉 3C 王新美

 駿馬並馳齊進步 3D 陳翹鋒

 

高級組、公開組上聯：扶搖羊角九萬里

冠軍： 展翅高飛創前程 5B 蔡燕菁

高級組優異︰ 跨越馬年賀新禧 5B 馮笑卿

 策馬奔騰賀新禧 5B 陳霞芳

 萬馬奔騰越馬年 5B 林修瑜

公開組優異： 抱擁馬尾一千金 黃邕暉老師

 

另附：

羅其昌校友作品 扶搖羊角九萬里，潤澤桃李十五年。

藍明華老師作品 a. 羊岐忘返俱往矣，牛角掛書創豐年。

 b. 扶搖羊角九萬里，何待龍飛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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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家書　　黃景駿　1D

親愛的母親：

　　在一、兩個月前，我病了，您在家裏照顧我，我頓時覺得您對我的關懷、親切是無可比

擬的，更加明白您對我的愛意。從那一次開始，我每一次想起您，我都又想哭又想笑，因為

每一次想起您打我、罵我，我都會還口；我每一次想起您細心地照料我，暗中幫助我，而我

又沒有感謝您，還覺得您有時十分無聊，但是我現在知道那些所謂的無聊，原來都隱藏著十

分大的意義，那只好怪我年少無知。

在近數天，我晚上在夢中見您和家人很開心在一起，我每次起床都會走到您的房間，吻你一

下，當然我不會把您吵醒。當我每天上學前都會望您一眼才出門。因為您是我值得尊敬的母

親；值得愛護的母親。

到今天為止，我都會把您放在心中的第一位，無人可替。

　　敬祝

身體健康！ 

兒　　　　　

景駿　敬上

十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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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家書　　何秀婷　1D

敬愛的祖父:

祖父，你的身體健康嗎?聽媽媽說你患上糖尿病，我很擔心你!

　　你對我的關心，我心裏是明白的。記得昨天跟你去商場時，我要買這樣那樣你都不答應，

我還不理睬你，現在想起來也覺得自己不對。那天，我在學校上課，突然下起大雨，我擔心

自己回不到家。沒多久，遠遠看到你彎著背的身影，您正打著傘蹣跚地走來找我。我立刻哭

起來，還問:「你為甚麼到來，現在還下著這麼大的雨勢，你要小心自己的病！」當時，你還

安慰我呢!

　　最近，讀到《背影》和《外婆和鞋》兩篇作品，我深受感動。我想到，你為了我，而且

蹣跚地走來送傘給我，我很多謝你。

　　下星期二，我會跟一家來探望您和祖母，你在家等我們，好嗎？

　　敬祝

身體健康!

孫　　　　　 



秀婷　敬上

十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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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家書　　曾嘉佩　1D

 

親愛的媽媽：

　　在上星期一，我剛剛和同學到公園玩，不小心跌倒在地下，還流了很多血，你非常擔心

我，但我不但不感激你，而且還大發脾氣，因為當時，我實在覺得非常疼痛，所以才向你大

發脾氣，我在此要向你說一聲「無限個謝謝！」請你原諒我吧！

　　

　　 最近，我上中國語文課時，剛有幾篇關於親情的故事，如：《背影》、《親情傘》、

《亦母亦友》等，這些文章都令我非常感動，又令我回想起，在我幼年時，我突然發了一場

高熱，當時，我剛剛一歲，還記得你當時那份無微不至的照顧，激動、緊張、擔心、憂累的

表情，實在令我又可笑、又感動了，你還細心地調養我，直到我長大成人，你實在是我的偶

像，令人感到欽佩。

　　

　　所以，我在此真心、衷心多謝你，使我長得肥肥白白，開開心心，真是多謝你，我會努

力讀好書和為你做家務，讓你好好享福。

　　祝你

身體健康！

女兒　　　 

嘉佩 上

十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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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家書　　曾景棠　1D

 

親愛的媽媽：

　　上星期日，我因為太多功課做了，不能和妳到超級市場買米，要妳獨力拿回來，真的對

不起，希望妳能諒解我的苦處了。



　　妳對我的關心，我心裡是明白的。回顧前年，我和妳、爸爸到日本旅行。當時，是下著

大雨的，但我見一些樣貌很美的壽司，妳也冒著大雨，過去幫我買來，那刻我真是覺得非常

感動。還記得一次，我讀小學的時候，因為有十多樣功課和剛剛給老師責罰，回來家裡，妳

只是問我一句，功課量多不多，我竟然發脾氣，整天對妳不瞅不睬，真對不起。

　　最近，上中文課的時候，閱讀了《亦母亦友》和《親情傘》二篇作品，我深受感動，甚

至哭起來，知道妳對我的照顧是無微不至的。在此，我和妳說一聲：「對不起！」

　　敬祝

身體健康！ 

兒子　　　　

景棠 敬上

十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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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新編　　黃筠婷　1D

　　上帝要揀最美麗的鳥做禽類的王，烏鴉把孔雀的長毛披在身上，插在尾巴上，到上帝面

前去應選，果然獲上帝挑中。於是，牠每天也要把孔雀的長毛披在身上和插在尾巴上，裝扮

得很美麗，然後去做禽類之王了。因為牠每天也要裝扮得自己很美麗，所以消耗了很多體力，

便沒有精神去管理禽類。

　　有一天，烏鴉裝扮後便準備出外工作，正當牠想出門的時候，有人按門鐘，牠便開門，

原來是孔雀小姐，烏鴉看見孔雀心裏便很害怕，怕孔雀會把牠的本相，告訴給上帝聽，還害

怕得全身發抖。接 ，牠便接受孔雀小姐的審問了。孔雀小姐對烏鴉說：「烏鴉，你竟然把
我的長毛披在你的身上和插在尾巴上，我一定要告訴給上帝聽。」烏鴉便和孔雀說：「孔雀

小姐，求求你不要告訴上帝，我會盡心做我的工作呀，請你不要告訴上帝！」孔雀便說：

「那好吧！如果你不盡心做工作，我便立刻告訴上帝。」烏鴉便連聲說多謝。

　　結果，烏鴉很盡心做這份工作，還對禽類很有善，所以孔雀就沒有告訴給上帝了。

　　過了一年，牠碰到一個仙子，那仙子還將孔雀的長毛貼在烏鴉身上，永遠也不會脫離牠

的身體。

返回索引目錄

 

 

故事新編　　宋嘉俊　1D

　　上帝要揀出最美麗的鳥類做禽類的王，烏鴉知道後，立刻到動物園找出美麗的鳥，果然，

被牠找到孔雀，把牠的毛插在尾巴上，說：「我可以去應選了。」孔雀大怒，說：「快把羽



毛還給我。」說完，烏鴉便走了。

　　在上帝選出禽類之王的地方，孔雀(烏鴉)、鷹、白鴿等動物都來了。

　　上帝看見了那麼多動物都來了，高興萬分，上帝就挑選了孔雀(烏鴉)，牠上前領賞時，

落選的動物大怒，把烏鴉身上的毛都扯下來，出現了烏鴉的本相。其他鳥類萬心高興，心裡

想把牠身上的黑毛也扯下來，但是黑毛下竟然長有白色的毛，十分美麗，上帝決定把烏鴉選

做禽類之王。

　　原來，烏鴉是天上的神鳥，但是牠犯了一個大錯，上帝把牠變成滿身黑毛。所以，醜惡

的背後，可以有美麗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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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絲情愁　　鄧朗兒　5B

　　當我坐在窗邊由這處外望時，模糊的雨點灑在窗上，總會勾起我一段一段的回憶……

那時我只得十五歲，年紀還是小，但已經有一個年紀比我大三年多的男朋友，他的個性比較

自私、固執，雖然是不好，但我明白到人必定是有缺點的，我亦更明白二人相處是需要容忍

及遷就的。我知道自己是很愛他的，經常會為他身犧牲很多，而令他開心，因此我的親人也

不喜歡他。有時候，他約我出來見面，同時媽媽也需要我的陪伴，我心裡面總會掙扎起來，

究竟選擇誰會較好呢？最後我往往選擇與媽媽吵架，因為我知道我與他的關係是不會長久的，

但媽媽永遠也不會離棄我而去，而我心裡面所埋藏的矛盾、痛苦是沒有人知道的，眼淚只是

從心裡流。與他已有兩年多，我對他的愛亦深得如谷底，但他對我的態度亦開始有改變，我

心裡知道他已開始對我厭倦，而我的心亦痛得很，我不敢對他說些甚麼，因我不希望他借任

何一個藉口離我而去，而我的傷心就像雪球一樣越滾越大。人即使怎樣忍讓也好，總會有一

個限度，而我已超過了這個限度了。心裡一邊想一邊哭泣，他不是我的真命天子？他也不可

能與我愛到永遠，至死不渝，自己開始每天累積著勇氣去跟他說分手，終於，我與他可以吵

架一埸，說話當中我不斷說他對我是這樣不好，那樣不好，而他說話中全是諷刺的，雙方也

吵得面紅耳赤起來，而天上亦開始下著濛瀧細雨，我有一種感覺，連「老天爺」也像喚我給

自己一個解脫吧！那時，我是不作任何解釋或辯護，我說的是「算吧……分手了！」然後我

便走了，我的眼淚如泉湧，好！終於可以哭得出來了，但我的心痛得如刀割一樣，但長痛不

如短痛，至少我可以為自己作個交代。

　　那次經歷可以說我一生中最痛苦的一件事，我跟他的分手需要一段時間才能痊癒，而我

從中亦體會了很多事情，懂得諒解人、尊重人等，也明白跟他的分手是一種解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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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絲情愁 馮笑卿 5B

在人生旅途上，人難免要面對生離死別，正如天氣變幻莫測，無人能夠操控它，任由它擺佈。

每逢雨季，不管是濛濛細雨，或是傾盆大雨，每當我閉上眼睛，他那蹣跚的背影，依稀湧現

眼底，而往事也一幕一幕地展開……

那年冬天某個清晨，媽媽特意準備了滋潤的湯水給患病的爺爺，而我本想致電給爺爺，向他

問個早安，卻被突如其來的電話鈴聲嚇怕了，媽媽接聽了那個不知名的電話後，神色變得呆

滯，默默無言。這時，天空變得灰暗了，家裏亦變得一片愁雲慘霧，令人感到可怕-原來是屯

門醫院的陳醫生打來說爺爺的病情突然惡化，要我們趕快前來見他最後一面。到了醫院後，

氣氛變得沉重，爸爸的眼淚奪眶而出，而爺爺依然帶著微笑，要我們不要難過，不久，爺爺

便離開了我們。這次是我第一次嘗試到生離死別的痛苦。

到爺爺出殯那天，整天下著濛濛細雨，有時還會刮著寒風。我們帶著悲痛的心情向著爺爺的

山墳前進，這時，四周變得矇矓一片，樹葉也彷彿為爺爺而哀悼，發出沙沙的聲響，只見爺

爺的棺材埋葬在黃土裏，紙錢兒緩緩的飛，他的離去，令我多麼孤單，失落，我不能從死神

面前將爺爺搶救過來，同時，我感到生命的無奈，為甚麼人的生命不能由自己操縱呢？

細下綿綿，總是令人憶起往事，而我亦不例外。爺爺的逝去，令我明白要更加珍惜所有的一

切，要孝順父母，處事成熟，不要再做小孩子了。此刻窗外又再落著濛濛細雨，又再一次令

我憶起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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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一次流淚的經歷和感受　　張翠珊　5B

　　落淚？我試過很多次，因為每當我遇到困難的事，我只懂得哭泣，之後就由我的朋友或

家人替我解決。其實我是一個膽小怕事和易哭的人。記得有一次……

　　當時是二ＯＯ二年八月七日，是中學會考放榜的日子，也是我一生中最難忘的一日。那

天天氣晴朗，陽光普照，每個會考生都懷著緊張、盼望的心情上學。當我回到學校，進入課

室，我一直都沒有笑過，只是靜靜地坐在熟識的椅子上。等待 - 等待 - 終於來了！近三個月

沒見的班主任終於拿著我們期待著很久的成績單步入課室裹。他叫著學號，我便戰戰兢兢地

接著成績單。當然，成績並不理想。不過，這是意料中事。我立刻走到重讀的課室填表，看

見一班同學抱著痛哭，我不禁心酸起來。

　　之後，我和同學一起前往其他學校碰碰運氣。可惜，我們不被取錄，大家心裹開始害怕

起來。突如其來的電話，使我們放下心頭大石，是因為班主任告訴我們，學校已取錄我們重

讀了。返回學校的路上，我們瘋瘋癲癲的。當我看見我最好的朋友，我不禁抱著她，哭了起

來。媽媽的一個問侯:「你怎麼了?」我結結巴巴地說:「在原校重讀了。」之後，我掛了線。

終於，我忍不住又哭了。就這樣，哭哭鬧鬧過了一整天。



　　雖然哭泣不能解決問題，而且是懦弱的表現，但我覺得流淚是一種渲洩情緒的好辦法。

所以我不再強忍著眼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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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偶像 劉家欣 3D

　　「她」是一個二十餘歲、活潑好動的年輕少女。她長得很高，她的身形瘦削，有一雙大

大而水汪汪的眼睛，有一個高高的鼻子，有一張薄薄的嘴唇，有一對細小的耳朵，還有一把

長長而烏黑的秀髮，加上一個甜美的笑容，就給人一種親切而有禮的感覺，就是因為這樣，

我很喜歡她，她亦成為了我的偶像。「她」就是在兒童節目當主持的張潔蓮了。

　　張潔蓮是一個既文靜、又好動的少女，她喜歡閱讀書本，又喜歡玩低音結他，她真是一

個很有才華的人﹗平時，我在電視中看到她，她的臉上總是掛著一個親切的笑容，說話時直

接坦率，不吞吞吐吐，還很流暢。她是一個十分有愛心的人，因為她之前的工作是照顧小孩

的。她亦都是一個平易近人的人，因為她身邊的同事都很喜歡她，還時常跟她談心事。她的

性格是很有耐性及樂觀的，因為她一直都默默地等待著機會去發揮自己，就算是被其他同事

更遲，她也不會放棄，這就是她令我最佩服、最想跟她學習的優點了。

　　每個人的偶像總是不一樣的，有些是歷史人物、父母、明星等等，只要他真是令你佩服

的，那麼，是誰又有什麼關係。而我的偶像 ─ 張潔蓮，最令我欣賞的就是她的為人，她為人

「「直腸直肚」，誠實可靠，是我要向她多多學習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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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偶像 曾家路 3A

　　我的偶像是一位被眾人所取笑為「掃把頭」的葉劉淑儀。

　　她有一把大大又烏黑的頭髮，個子雖然不高，樣子也很平凡，但是她卻有堅毅不屈的精

神。

　　在一次無意之中，我在電視裹看見她的私人訪問，平常不喜歡看電視的我，也目不轉睛

的看著，因為這個人的人生經歷真的叫我欽佩。

　　她在中學時候過了英國讀書，愛讀書的她當然輕易便考進了大學。她十分知慳識儉，所

以她為了減輕家人的負擔，自己一面讀書一面做兼職，她做過好多工作，如：幫人帶狗散步

……在她畢業後，她返回香港。一次在她的奶媽介紹下，認識了她的丈夫，原來年已二十多

歲的她，這才是她第一次拍拖。不過在她生下女兒後幾年，她的丈夫不久便因病去世。她一

個人負擔起全家，在社會上更被人諷刺她，但她一點也不比男性遜色，像一個女強人屹立不



倒在社會上。

　　她所作的行為，不知甚麼原因，總被媒介的人批評，但是事實上影響根本不是那麼大，

可能是她的外貌被影響吧！

　　我之所以把她當作為偶像，全都是因為她那一顆積極上進的心，不屈不撓的精神，我也

希望有一日好像她一般堅強地踏足在社會上。她不為外界的言語所影響，有甚麼優點更比這

值得我們學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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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偶像 吳嘉文 3D

　　每個人的心目中都總有一個值得他們尊敬的偶像，例如有老師、朋友、兄弟姐妹，甚至

是歌星及明星等。但我心目中的偶像並不是這些人，而是從小就在我身邊陪伴我成長的媽媽。

　　媽媽的個子並不高，她那烏黑的秀髮裏夾雜 些斑白的髮絲，但並不明顯；那雙眼睛很
大，顯得炯炯有神；筆直的鼻子長得端正，配合那櫻桃小嘴，正好是一張慈祥的面孔，但因

年紀越來越大的關係，額頭上長了幾條皺紋呢。

　　她平常除了照顧我和服侍家人外，還要做家務，但我從未聽她發出過一聲怨言，只是默

默耕耘。有時候，弟弟不肯做功課，她並不會大吵大鬧，只會耐心地勸他。即使她生病了，

她也會用意志力堅持自己來料理家務，直至很累才去休息。

　　覺得她好像「媽媽的手」這篇文章裏的作者的媽媽一樣，她從不會有一聲怨言，她很克

苦耐勞，所有家務都能夠一力承擔，亦很和藹可親、平易近人，所以她很受朋友的歡迎，終

日和顏悅色地對待家人的。

　　我覺得她十分偉大，從來不怕辛苦，整日忙碌過後，只要休息一晚，第二天又可再勤勞

起來了，好像一個永遠都不會把電池用完的機械人一樣。所以我心目中的偶像永遠都是我最

尊敬及在我心中擁有最崇高地位的媽媽了。

返回索引目錄

 

 

我的偶像 林煒標 3A

　　我的偶像其實不多，但我喜歡的偶像是一個足球員，他就是碧咸。

　　我年紀很少已經喜歡看足球比賽，特別是看碧咸為球隊上陣的比賽。他剛從青年軍訓練

變成真正的足球員時，給我的印象其實不是很好的。他個子不高，身體單薄，有一頭金色的



頭髮，像個還未成年的小孩，一點也不像一個足球員。

但直至到他二十一歲，第一次為英格蘭國家隊出陣，我就開始對他改觀了，他一點也沒有怯

場，表現很好，還表現了足球員的體育精神和風度，該場比賽雖然落敗，但我已開始喜歡了

他。

　　在他的自傳中，可看見他是一個很努力的人。他的天資不高，身體單薄，但是他喜歡足

球，他每天放學都會不停地練習足球，直到很夜才回家。因為他不喜歡讀書，所以在十五歲

時已經開始了他的足球生涯，他到了差不多十九歲時，才正式為他效力的球會曼聯上陣。

　　記得在九八年世界盃時，他被球證發出紅牌趕出場，令球隊落敗，不能進入八強的比賽，

當時他受盡外界的批評，但他沒有放棄，還重新振作，沒有受外界的影響，繼續努力為效力

的球會上陣。現在他已經二十七歲了，他為效力的球會連續幾年都奪得聯賽冠軍，在剛過去

的世界盃也沒有受傷患的影響而出場比賽，還做了英格蘭國家隊隊長，還有出色的表現。

　　他的努力，成為現今的萬人迷碧咸，我覺得他如果把努力用在讀書上，也會有很出色的

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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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偶像 霍樂婷 3A
　　

　　我的偶像是一個我很熟悉的人，也是我十分尊敬的人，他就是 ─我的爸爸。

　　他的身材和普通的中年男士差不多，面上經常也掛上仁慈的笑容，即使他工作的時候是

多麼累，他回到家便會掛起他那仁慈的笑臉。而且他的脾氣十分好，也十分疼錫我們三兄妹，

以我的記憶，爸爸只是痛罵過我們數次，甚少會動手的。

　　我視他為我的偶像，是因為我覺得他很能幹，而且他做事很有耐性和用功。有一次，爸

爸對我說他的過去。原來，爸爸以前家境貧窮，中二已經沒有再升學了。但他竟能用幾年的

時間，在沒有再升學的幾年後，靠自己的努力，開了一間塑膠模廠。我聽了，簡直不敢相信，

一個學歷這麼低淺的人，竟然可以靠自己開了一間工廠。還把工廠搞得頭頭是道，養起整頭

家，確實令我佩服。

　　可惜，好景不常。自金融風暴後，爸爸工廠的生意不及以前多，生意額不斷下降。最後，

爸爸撐不住了，決定把他自己廿多年的心血─ 那間工廠，把它在數個月前結束營業了。雖然

爸爸實在不捨得把工廠結束，但卻是迫不得已的。我知道他十分難過，但他卻沒有說出來。

　　現在，爸爸已有新工作了，但那工作卻要他到內地住宿舍，一個星期才能回家一次。雖

然，他每次回來也是掛著笑容，但他的樣子卻騙不過我，比以前的他憔悴多了。他這樣辛苦

也是為了整個家，但他卻從來沒有向我們埋怨過半句，所以他永遠是我的偶像，也是我永遠

最尊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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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一次患病的經過和體驗 葉芷華 3D

　　從來沒有想像過患病是可以那麼的令人辛苦、令人害怕。

　　「日積月累」絕對是病源的根本，而它亦是引發起我患病的原因。那時我只是小學四年

級，無知的我從沒想過平時的傷風感冒會為自己帶來一連串的折磨。

　　那天早上，我的頭痛得快要裂開了；身體亦熱得快要燒著了。家裏空無一人，我自問可

以做甚麼呢？到藥箱找藥吃？不，我對藥物事宜一概不曉，還是繼續在床上休息？或是找鄰

居幫忙？我腦子裏完全空白一片，甚麼也想不到、甚麼也做不來，只感覺到孤獨、無助，以

及無限的失落和空虛……我手腳都開始軟了，我隨便喝了一杯清水、吃了兩個「奶黃包」，

但意料之外的災禍，快將降臨我的身上。正當我想到床上休息之時，我突然感覺到肚子不舒

服，我走到洗手間去了，不足一秒鐘，我吐了剛才的食物出來，然後，我坐在地板上哭了，

我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身體發生甚麼事，我真的想有人告訴我！莫非我患了絕症、還是我快要

死？我心中流動著無數的問題，同時浮現出無數令人害怕的答案。那時在折磨我的不單只是

病魔，還有無數的惶恐。自己一人胡思亂想的感覺真不好受，而我只有更感絕望了……我只

懂把臉兒埋在掌心裏。這時候，媽媽回來了，我抱著她痛哭以及告訴她一切，然後她好好的

照顧我，這時，我感覺到無限的親情。

　　只怪自己平日不好好調理身子，以為小病可以自然痊癒；只怪自己平日不好好留意醫護

常識，以為凡事可以倚靠別人；只怪平日不好好進修自己，以為發熱可以令人死亡；只怪自

己童年少不更事。從此只希望自己「亡羊補牢，未為晚也」！

 

返回索引目錄

 

 

記一次患病的經過和體驗　　曾詠娟　3D

　　我相信很多人也嘗試過患病，但可能沒有一些深刻的經歷。我卻有一次深刻的患病經歷：

在我幼稚園的時候，我嘗試過連續咳嗽了四個月，令我辛苦不已，但卻令我深深地體會到母

親對我的親情，同學們對我的友情。

　　在咳嗽的這段日子中，我每天無時無刻都在咳嗽。當我在街上，每個人看著我的目光真

令我詫異，原來每個人也戴著「有色眼鏡」看病患的人的。回到家中，我才感到溫暖的存在，

看著媽媽奔波勞碌；看著媽媽忙著為我的咳嗽煮粥、拿藥、拿水；看著媽媽在晚上陪著我看

電視的疲累的樣子，真令我再次感受到母愛的偉大了。在這咳嗽的日子裡，我已沒有回校上

課好一段日子，很多同學的家長也爭著打電話來問候我的病情，有些還買了生果籃來探訪我，

我很感動而且很開心，同學們這些行動又令我感到友情的存在。



　　在我痊癒後，媽媽不會因為我病好而不照顧我，反而對我的健康更加關注；回到學校，

同學們爭先地走過來問候我的病情，我說我已病好，每個也人替我開心。當然，最開心的莫

過於我和我的家人了。

　　在這件事之後，我不會再偏食，也不會再不聽媽媽的話，我亦希望從此以後也不會再生

病了，因為生病真是很辛苦的，而且會勞煩到別人照顧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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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墻 陳淑慧 4D

在我的心里面

總有一道墻

長年累月下來

已經慢慢地高了，厚了

剛開始意識到的時候

很想一腳將它踢走

可是不知不覺中又縮了回來

墻越來越高，越來越厚了

很想一腳跨過去

卻有什麼東西阻擋著我

墻又高了，當然又厚了

而我好像再也跳不過去了

可是仍然有一種力量

叫我突破過去

我尋找

我嘗試

我努力

墻似乎矮了一寸，薄了一些

何時它才可以倒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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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母校網頁有感 　白雪(校友)



　　自會考以後，很久也沒有執筆寫作了。在佛教梁植偉中學讀書時，已很想瀏覽學校的網

頁，但一直也沒有付諸實行。近日，在百無聊賴的時候，便在互聯網上隨意走走，誤打誤撞，

撞入了一個可以尋找各區學校的網頁，我毫不猶豫進入母校的網頁，這裡看看，那裡看看。

在網頁作品廊欄中，看見可以投稿，令我拿起筆來寫作了這篇文章。 

　　在學校網頁的照片中，發覺母校已改變了不少，在一班辛勞的校工努力下，使地方看起

來比從前更整潔，添置的設施也比從前的先進和美觀。在這些美好的環境、完善的科技及老

師們的悉心教導下，現在的學生，比從前的也幸福多了。到了作品廊的這一欄，讀了一些文

章和詩詞，發覺有部份是當年和我同班的同學的作品，不禁令人憶起和一班要好的同學一起

生活的日子，當然不少得老師們的一字一句，不是老師的教導，哪有我們的詩詞？這些也一

一在腦海中浮現。而最令人難忘的是較為懂事的中四、五階段，由於這兩年也是一班同學一

起生活，加上試過「糖黐豆」，又試過「水溝油」，感情會比較濃厚。那時一起製作壁報、

一起溫習、一起說是非、一起抄功課、一起「頂撞」老師、一起被罰等等，回想起來真的覺

得自己很可笑，卻又是令人回味無窮。有人說讀書時期是人生中最開心的日子，這個我不肯

定，但求學時期，無憂無慮及不知天高地厚的生活，不快樂才怪。轉眼間，我也投身社會數

年了，現在學校依舊，但學生的臉孔也不知轉換了多少塊，發覺求學的生活及老師的教誨，

真的相當可貴，因為書到用時真的是方恨少。可是現在的學生哥和當年無知的我亦一樣，沒

有好好的珍惜及感受到。我想大概要到多年後，大家吃苦了，才能深深的體會到箇中的真諦。

 

　　很久沒和一班老同學聯絡了，不知當天一起畢業的同學們，現在他們可好？聽說有的和

我一樣已工作了、有的到了外地求學、有的在港升學、有的……。不論怎樣希望大家也安好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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