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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罐頭 (代序)

　　七月三日新詩座談會上，詩人胡燕青教大家寫新詩勿用『罐頭語言』，一語道盡新詩的

審美要求。我想在這裡試說說這個比喻的具體意思，給當場聽得似懂非懂，或完全不懂的同

學作參考。更想給錯過了座談會，對新詩既愛又怕，滿腹疑問的同學，談談這個頗為重要的

話題。我覺得，明白了這個道理，對閱讀新詩、寫作新詩，都很有幫助。

　　甚麼是『罐頭語言』？簡單的說就是耳熟能詳，前人用得太濫的語言。比如『君不見』、

『向晚』、『萬紫千紅』、『雕欄玉砌』等等，古人慣用的『詩語』，都可以說是詩歌的

『罐頭語』。如果拿這個美的標準來看待新詩，就一定失望！於是就說『新詩不是詩』、

『新詩不如舊詩』、『新詩的句子無詩意』等等。殊不知，這等老套（老土？）的『詩語』，

審美標準、審美要求，正正是新詩所摒棄的，是大忌！

　　必須指出，我們並不是說古人創作的詩語不美，它們的確很美！且也美了一段頗長的日

子──尤其未成為『罐頭詩語』（太多人抄襲）之前。不過，再美的詩語，讓人複製得太多，

就漸漸變了質。由『美』變成了『俗氣』，最終成為笑柄。早年球星碧咸設計了個很帥的髮

型，引來青年爭相模仿。一時滿街複製的『碧咸頭』在轉，讓人看了吃不消，也啼笑皆非。



這例子可以說明，泛濫是摧毀一切美好事物的凶手。　　

　　既然我們不要『罐頭詩語』，就要創造新的詩語，將平凡的現代漢語『詩化』。我最愛

用洛夫的《因為風的緣故》來做例子，下面我就詳細說說此詩。洛夫的《因為風的緣故》全

文如下：

因為風的緣故 洛夫 

昨日我沿著河岸

漫步到

蘆葦彎腰喝水的地方

順便請煙囪

在天空為我寫一封長長的信

潦是潦草了些

而我的心意

則明亮亦如你窗前的燭光

稍有曖昧之處

勢所難免

因為風的緣故

此信你能否看懂並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務必在雛菊尚未全部凋零之前

趕快發怒，或者發笑

趕快從箱子裡找出我那件薄衫子

趕快對鏡梳你那又黑又柔的嫵媚

然後以整生的愛

點燃一盞燈

我是火

隨時可能熄滅

　因為風的緣故

　　這是一首很美的情詩。首段寫『我』，不知如何向『你』表白愛意。於是，滿懷心事

『漫步到／蘆葦彎腰喝水的地方』，放眼河岸的炊煙、天色。就想到讓『煙囪』『在天空為

我寫一封長長的信』。煙囪是筆，天空是紙，吐出來的煙就成了情信的內容。這實在是表達

愛意很好的『情信』！比送花寫心意咭有新意，洛夫的比喻新奇不必詳說。不過，借煙囪以

煙寫信有一個毛病，就是『潦是潦草了些』、『曖昧』──人家看不懂你寫甚麼，加上有風

吹動，這長『信』就更加彎曲不成文了，寫得愈長就愈難看。

然而，對於初入情場，或初次想表達愛意的少年來說，有時『曖昧』反而是好事。要知道向

異性『表白』往往是危險的玩意。人家不答應你是小事，最尷尬的是自己的心意讓一個不愛

自己的人知道了，看你如何受折磨。日後怕再難相處。遇上一個欠口德的，把你的『醜事』

張揚開去，就更難堪。『我』其實也可以自己寫情信，不敢寫，卻又不甘心不寫。在這種矛

盾、忐忑不安的心情下，最好就是讓『煙囪』和『煙』代言了。(其實是自說自話)

　　『曖昧』是一個進可攻，退可守的策略。他日如果對方責你不早坦白表態、欠誠意的話，

你就可以說：『我有呀！是你自己沒看明白。不然，就是因為風的緣故，是風令我的意思

（情信）曖昧了吧』；又如果對方知道了你的心意，卻不愛你，甚或取笑你，你就可以說：

『我無呀！那彎彎曲曲的煙，你敢說是我的情信麼？你也太不自量了』



　　本詩第二段內容也繼續玩『曖昧』遊戲。其實『曖昧』只是技倆，『此信你能否看懂並

不重要』，『而我的心意／則明亮亦如你窗前的燭光』，『心意』最重要。『心意』到了雙

方都明白的時候，就是等待了。『等待』又是愛情遊戲最刺激的一個環節。切身處地想想你

的『醜事』讓對方知道了，你最想對方盡快答覆你──『趕快發怒，或者發笑』（拒絕或答

應）。設想女孩子即使答應你，也不會直言，只知『發笑』。為了催促對方，就說『我是火

／隨時可能熄滅』，卻又怕對方日後怪責自己無耐性，甚或移情別戀，就歸咎『因為風的緣

故』，因為火（愛火）是怕風的，會被風吹滅的。寫得很自然，也很妙的一句。

　　全詩簡介後，你不難發覺當中沒有『罐頭詩語』，本詩用語句句平和、委婉，道盡少年

情竇初開，患得患失、自說自話的心境。我說將現代漢語『詩化』得最美的一句，就是『因

為風的緣故』，全文兩段都以此句作結，將詩歌情感推到高潮。詩中如果沒有交代『我』的

心境，單抽出此句來看，就是一個很平凡的句子。我看洛夫也很愛此詩句，看他以《因為風

的緣故》為詩集命名便知。

　　　　

　　寫新詩語言要鮮活，有別於韓愈的『自鑄新詞』。新詩也追求『自鑄新詞』，『鑄』強

調創造，今天談的『詩化』，是將我們日常語言美化。這裡又要補充一句：依上文所述，今

天『美』的詩歌／詩句，早晚會變質、變醜。如果你以後不停抄／偷／改洛夫這句『因為風

的緣故』（我真見過有人抄！），它最終也會成為『罐頭詩語』。為了避免變醜，詩人絕對

是用情不專的浪子（當然是指寫作）。詩人善變，往往表現在『今天的我打倒昨天的我』。

昨天才自以為寫了一首很獨特、很美的作品，今天就又移情別戀，去尋新歡、新刺激、新感

情。事實上，新詩就有（現代藝術都有）所謂『陌生化』、『顛覆』等技巧。『陌生化』顧

名思義，追求語言的『陌生美』、技巧的『陌生美』、觀念的『陌生美』，反對陳腔濫調。

『顛覆』就來得更徹底，將傳統詞義、語法、審美觀、價值觀等等都顛倒過來！是反叛的。

若要再問：為何要這樣窮追不捨？追到了，又拋棄它、又砸碎它？我只知道，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的確享受了詩人發掘出來的種種的『美』，能享受其中就滿足。其他的問題，留待哲學

家去探討吧。

　　詩的美，當然不止於語言之美，也不應只有語言美。其實古今詩之美，又何止語言美？

寫詩只懂追求語言美、格式美，都是捨本逐末的做法。最重要的還是詩心、詩意。詩意用甚

麼語言來表達，是詩人終身探求的話題。今回只淺談新詩的語言，有機會再談新詩的其他。

不過，我覺得，要了解一門新玩意／新學問，得先要自己去了解一下，再請教別人。如果毫

無基礎的跑去問人，結果教你的人會覺得對牛彈琴，你自己也以為人家『胡說』，說來說去

都很虛無縹緲，甚至誤會人家故作神秘。到頭來由愛新詩，變成怕新詩、放棄新詩，十分可

惜。我有太多這些經驗了。

陳永康老師

2003 年 8 月 25 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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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級新詩展】

　　中一級同學寫的新詩，相信不少是初試啼聲，作品多直抒胸臆，鮮有意象經營。記得胡

燕青小姐在那天新詩座談會上教大家，寫詩要『ｓｈｏｗ』，不要『ｔｅｌｌ』，就是叫大

家不要直接道出情意所在，而要讓讀者透過內容（呈現），感受作者要表達的情懷。要讓詩

中的意象說話，作者的聲音隱藏起來。只可惜不少愛寫新詩（被迫寫？）的同學，都錯過了

七月三日的新詩座談會，失去了一個與一眾詩人交流的難得機會！總有不少同學愛寫情詩，

寫這類詩宜有新角度、新視點。不要寫成流行歌詞，千篇一律的濫情。我說愛情詩難寫，是

因為『愛情題材』，從來是古今中外詩人（是所有藝術家）都喜來耕耘的一塊肥沃土壤。前

人早將這塊肥田耕成瘦田了，你再跑去耕，就要花很大的努力才有出人意料的收穫。不然的

話，還不是你抄我的，我複製你的。最劣的要算是全文照錄，把人家的作品據為己有，這種

稿不但不登，還要譴責。

　　第 24 期《創作集》刊登的作品，都是上學年的存貨，也有少數作品是暑假期間收到的。

《創作集》收稿、結集、出版，從來沒有甚麼『年限』，瓜熟自然蒂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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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題　　F.1B 邵國榮

這時我躺在草地上,
看著藍藍的天,
一陣又一陣的輕風撲到我的臉上,
感覺如在空中飛翔。

忽然有一陣美妙的歌聲傳入我的耳內,
原來小鳥在輕快地歌唱著。

突然一陣剌耳的聲音轟進我的耳朵,
我起頭一看,
原來有人在砍伐木頭,
小鳥們紛紛逃跑,
這環境就這樣被破壞。

人類要到什麼時候才會收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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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媽媽不在家　F1B 李德誠

一天一天，

我渴望爸媽都不在家，

一天一天，

我渴望著。

有一天，

我的渴望實現了，

為甚著會感到寂寞？

是否平日有他們的照顧？

也許是。

從此，

我也不再單獨留在家中，

因我怕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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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夜 F1C 陳彩儀

今夜，一如往常 

黑幕鑲著點點星光 

窗外的路燈和晚風低聲吟唱 

細小的歌聲 

迴盪在寂寞的書房 

今夜，是一個特別的夜晚 

一個父母不在的夜晚 

少了喧雜的交談 

卻多了幾許不安 

孤獨取代了習以為常的溫暖 

那些平日感到厭煩的事物 

此刻，卻特別令人懷念... 

你一定不可以忘記，什麼才是你最珍惜的 

或許有時候，他會讓你感到厭煩 

但與其在失去之後才來後悔 

不如在此之前 

認清他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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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媽媽不在家　佚名

我興奮極了！

我跑到廚房，

打開冰箱看看又關上；

我又走到沙發上，

跑跑跳跳又大叫！

誰也沒制止我，

只因爸爸媽媽不在家！

我自在極了！

再沒有人趨促我做家課，

我喜歡幹甚麼便幹甚麼；

再沒有教訓責罵的聲音，

只有擴音機播出的歌聲。

誰也沒有人制止我，

只因爸爸媽媽不在家。

我不停地玩，

玩過了遊戲機就玩乒乓球；

我不停地看，

看過了漫畫書就看電視；

我很滿足，

自己不知疲倦似的，

接著我玩甚麼好呢？

時間漸漸過去，

我再想不到玩甚麼好，

我開始感到沉悶，

為甚麼沒有人給我弄餐？

為甚麼沒有人跟我說笑談天？

為甚麼沒有人跟我分享快樂與憂愁？

只因爸爸媽媽不在家。

我很想他們快點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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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不在家 F1A 陳景山

媽媽不在家，

久違了的自由來了。

我可以玩耍，

看漫畫，



看電視……

媽媽回來了，

自由離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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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節 F1C 冼葆雯

端午節比起新年，它微不足道。 

比起愚人節，較有意義。 

它背負著一個淒美的故事。 

它記念著一個人，勇敢的屈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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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心的情歌 F.1A 張紫婷

聽傷心的情歌，傷感的情歌

我沉醉，沉醉於其中

喝著汽水，食著零食

滿腦子

都浮現你的臉，甜美的臉

緩慢的旋律，緩慢地旋著

和那動人的歌聲

使我哭了，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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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 夜 F.1D 葉慧敏

晚上，

我望出窗外，

細數天上的流星，

一顆顆的，



總有同伴在身旁，

心，碎得透了，

為何總是剩下我一人？

你總是離我而去，

願我守在你的身邊，

長伴在你的左右，

永遠守護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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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 風 F.1D 林凱欣 

寒風，

你為什麼這樣殘忍？

把樹木吹得大叫大嚷，

把落葉吹得枝離破碎，

把草兒吹得左搖右擺。

寒風，

你為什麼這樣冷酷?
把人們吹得打冷戰，

把鳥兒吹得不作聲，

把烏龜吹得縮作一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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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簡單的愛 F.1A 陳嘉汶

逃避不一定躲的過，

面對不一定最難過，

孤單不一定不快樂，

得到不一定能長久，

失去不一定不再擁有。

你可能因為某個理由而傷心難過，

但你卻能找個理由讓自己快樂。

最淒涼最弄人的不是你知道 

失去所愛的那一刻，



而是你還在徘徊 

猶未知道已經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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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南丁格爾 F.1A 雪碧

南丁格爾！南丁格爾！

你看！

你的子孫已繼承你的愛心！

也在這場細菌戰爭中，

把無私的精神傳揚開去！

他們無懼風雨，

也不怕死亡，

一直毫無怨言地工作。

為的是甚麼？為的是甚麼？

是為了造福人群！

現在，

他們正與敵人作戰，

但仍沒法打敗敵人。

南丁格爾，

給他們一個指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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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語錄 羅其昌 (校友)

星空下我們能否相遇？

星空下誰也不會知道

星空下我們雖能相遇

然而在燦爛星空之上

誰利用星星牽引我們？

沒有你

星空變得暗淡無光

我的世界

伸手不見五指

我跳上黯然的星空



問個究竟

卻看見

在黯然的星空之上

閃耀的你

同一星空下

我們身處兩個國家

兩個國家上

我們擁有同一空間

同一空間裡

我們渴望兩個理想

兩個理想中

我們都有同一希望

在同一星空下

攜手跳上星空

摘星

不用圖畫

不用文字

星空已經為我

寫下信息

信息裡

是兩個文字

是一幅圖畫

在這裡，任何東西

都不及那

耀眼的星星

即使這裡仍然漆黑

唯獨星光

能照亮你的世界

我沒有吹噓，你看

漫天星辰，就像

你派出的間諜，把

我藏在心底的話

公開得

光輝燦爛

天使說

世上只有一百個幸運兒

能得到天上的星星

可是衪好像忘了你

你的天地還是一片漆黑

我唯有從衪的口袋中

偷一顆給你

請不要把它拋回天上

就用它的光

照亮你的世界



  

寧願孤獨 F.1A 白日夢

淡淡的憂愁後，

藏著深深的愛.
金色的沙上，

停步，

回望，

腳印被海水沖走，

心的碎片，

在海波上浮盪.
清澈的海，

為我混亂的腦海，

找出決定.
孤獨一人，

又有何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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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 舞 羅其昌 (校友)

從霓虹燈下的煩囂出發

拖著沉重的腳鐐

拾級而上

推開通往天台的門，任由月光

洗刷我疲累的影子

寂靜的舞池中

我哼起輕緩的旋律

眼前浮現動人的身影

握著柔軟的手，撫著婀娜的腰

繼續昨晚的華爾茲

縱使步法如何紊亂

踏痛的、喊痛的

都是地上那孤伶的舞伴

當腳跟踫到微冷的酒瓶

在破碎之前，它

仍奏起悽美的樂章

我撿起那些散落的音符

才發現

是偷偷下凡的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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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題 F.1D 陳駿

你是最好的

若要用語來表達傷痛，

含在眼眶的淚水，

彷彿要掉下來一樣。

你沉默不語的背影，

因月光而更加耀眼。

純潔無暇的你，

也有忐忑不安的時侯。

可是，

被雨水淋濕的我，

也是你給我溫暖，

這是千真萬確。

想要擁抱你，

永無止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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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一世我愛你 F.1A 梁瑞貞

平平淡淡遇上你，轟轟烈烈愛得起。

以住輕輕偷看你，美好明天因有你。

盼能永遠守護你，一生一世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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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選】

真實還是夢境 F.1A 蘋果茶

　　人！永遠活在真實和夢境之中。在很多人眼中，愛情是夢境，永遠甜美、快樂。但是夢

要醒來了，回到殘酷的世界。承受得起的人會堅持下去，承受不起的人呢？會選擇了結生命？

值得嗎？為一個『夢境』而結束生命。

　　其實這個世界還有很多值得珍惜的事物，為什麼要為了一個『夢中主角』去傷心？像一

個沒有靈魂的軀體。這樣，你的家人、朋友會很擔心。為什麼要這麼自私？

　　夢，雖然很美，但是終有一天，夢是會醒的。還是勇敢面對人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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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友善和勤力的同學 F.1C 劉展鵬

　　我班最友善的同學，每個人都一定會說梁俊杰，因為他常常幫助其他同學。他有一雙明

亮的眼睛，小小的鼻子，沒有戴眼鏡。他是我班個子最高的同學，他的成績雖然不算優異，

但是功課和操行都很好。他很友善，不會說粗話的，喜歡幫助別人。

　　有一天，他看見有兩位同學在課室爭吵，便立刻制止他們，叫他們不要爭吵。但他們不

聽，於是，他立刻到教員室找老師，告訴老師他們在爭吵。老師來到課室才平定了他們的爭

執，幸好他叫老師來課室制止他們，否則，課室已經給他們弄得很亂了。他又經常幫助老師

把功課簿從簿架拿到課室，又替老師收集功課。他又常常幫母親做家務，他真是一個又友善

又勤力的學生。

　　他這麼友善和勤力，我很想和他交朋友，如果我有功課問題，我便可以問他了，還可以

有多一個朋友與我一起玩耍，這樣真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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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還可改善的地方 F.5B 劉鴻緯

　　我在學校已經度過了六個年頭，對學校的認識也很深。校內擁有很多的設備，如圖書館、

電腦室、操場等，令我們在學習方面更有興趣。但是有一些地方往往令同學不滿，所以學校

還有很多可改善之處。

　　首先，縱使我們學校已有良好的設備，但是有時還未能達至滿意。例如課室內的投映機

經常出現故障，令老師授課的進度減慢。我提議學校可以安裝一些新型號和較易掌握的投映

機，這不但可以減少故障，又可令同學更專注地上課。此外，學校裏只有一個籃球場，絕對

未能滿足全部同學的需要，同學們往往未能進行一些活動。所以學校可以將球場面積擴闊，

以迎合需求。

　　其次，家長們常常不了解子女的學習情況，或對學校只有膚淺的認識，從而造成家長與

子女的隔膜，甚至種下同學變壞的禍根。有見及此，學校會見家長的次數應增加，並且應多

點進行家訪，以促進校方與家長的溝通。而舉辦開放日，亦有助家長了解子女的學習環境。

另外，每當天氣轉熱時，同學出席週會時必定會汗流浹背，影響同學對週會的專注。校方須

要關注此問題，並盡快在禮堂加設冷氣設備，製造一個舒適的環境供學生享用。

　　學校可以改善的地方並不只在校內設備方面，戶外活動的安排亦要改善。好像由學校舉

辦的活動日，有些地點根本未能增強同學的知識。校方在選址方面可以改以參觀科學館、文

化中心等，以提昇同學的知識水平。

　　學校不單只是一個作為吸取知識的地方，還是一個群體生活的地方，若學校可以做到盡

善盡美的話，必定能為社會培養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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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生活樂趣多 F.3D 葉世華

　　俗語有云：「校園是社會的縮影。」這句話絕對是毫無錯誤！社會生活是何其多姿多彩；

相對地，校園生活也樂趣無窮！

談起校園樂趣，可不是又會聯想起甚麼「善用餘暇，有益身心」的課外活動！



　　但其實，究竟校園生活有甚麼樂趣呢？樂趣又從何而來？

　　捉弄別人，相信每個人都曾嘗試過，回憶起來，每次都是「耐人尋味」的。身為學生哥，

捉弄老師，絕對是一件既刺激又冒險的事。倘若捉弄成功，便可以師生捧腹大笑一場；一旦

失敗了，怎麼辦？可能真的要後果自負。但無論是成功或是失敗，箇中樂趣，只有被捉弄的

老師及捉弄老師的同學才知曉！

　　「冬菇頭」、「大冬瓜」、「小伙子」……歷久不哀的『花名』。試問在校園生活，誰

沒有被同學取笑過？誰又沒有取笑過別的同學？誰為某人取『花名』，得到的樂趣，天知曉！

　　雖然只是兩個例子，但誰不曾在校園生活中，因此而得過樂趣！但隨著自己日漸成熟，

會發覺捉弄老師是一件不敬的事；取同學『花名』是一件不尊重的事。漸漸地，我們會約束

自己，收歛自己。

　　校園生活有很多，無論是小學、中學或是大學的校園生活，都有著同一樣的特點--「樂

趣多」！相信每一位曾身為學生的都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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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受歡迎的同學 F.1C 劉明月

　　在我以前所就讀的小學裏，有一位非常受歡迎的女同學。她留著一把長長的黑髮，臉上

時常帶著微笑，衣著整齊。她很喜歡幫助同學，對老師又有禮，而且品學兼優。她很有領導

才能，所以她深受同學和老師的歡迎。另外，她很少會在同學面前哭，是個活潑開朗和堅強

的女孩。

　　每次我們有功課上的問題，都一定先請教她。還有，每次有甚麼選舉的時候，老師和同

學都一定推舉她，例如在班長選舉中，她總是以高票當選班長的。她己經連續當了幾年的班

長了，就連老師也選她為風紀隊長。而且在去旅行時，同學都會選她做班代表的。雖然她身

兼數職，但是她一點也不覺得辛苦。

　　我覺得在學校裹有這樣的好同學真的很幸運，因為她在每一件事裏都能做到最好，而且

她又負責任，為我們分擔了不少工作，同學們都因為有她而感到光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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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星夢 F.1A 白日夢

　　夜已深了，我坐在毫無感情的電腦前，獨自發放我的祝福，讓我的思念無限蔓延。每天

這個時侯，夜瀾人靜，點點燈火訴說著千萬故事。點點燈火下，你又是否感受到身邊縈繞著

的思念？

　　從來說不清也看不清為何愛你？只知道當我的世界開始有了你，我的字典就只有你。只

知道當你酷酷的一張臉，對那女孩說:「就算是我，也會有想守護的人！」自從那天起，我的

心底湧起了一種特殊的感覺，也許，愛情來了！

　　看透你的淡然，看怕傳媒的採訪。不管你是在相距千里的台灣；還是在沒有溫度的紙上，

我的心情都受你的一舉一動影響。也許，能愛不能相遇，已是一種福氣！

　　午夜夢迴，不知何時，淚流滿面，醒來枕邊一行清淚，為誰流？為我最愛的你，還是為

你亳不認識的我？

　　夜深了，點點燈火只剩數盞。抹乾思念的淚，望著窗外，夜空中，星星寥寥可數，不及

我對你的深情，不及我對你的思念！不再逃避，勇敢正視你如流星般燦爛的笑容，如月光般

柔和的眼神，如陽光般溫暖，如藍天般潔淨，如流水般清澈的心靈！你的一切一切無不牽動

我的心，不管是甜、還是苦。

　　走不出去這個沒有回報的愛情漩渦；逃不出那個又愛且痛的死胡同。別了一切，別不了

你。離開你，恐怕我連呼吸也不會。對你的愛，就像空氣，平凡而自然。不再迷惘，知道了

你對我的意義：想一想那些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東西……然後再乘上一百，等於我的愛，也等

於一切。畢竟，人類沒有了愛，只是一個比電腦還沒感情、毫無意義的軀殼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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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動季節 F.4D 廖雅翠

　　眾所皆知，一年有四個季節，春夏秋冬。花開花落，雨後天晴，我們都看過，這已成了

自然現象。心動，一個極其普遍的詞語，為何會與季節聯繫起來呢？

　　我們現在的年齡，說大不大，說小不小。有反叛，有積極，有夢想，有雄心壯志，有衝

動……我們容易受周圍的事物影響，因此，在這花季雨季裏，我們的心像潮水般起伏不定，

難以捉摸。

　　中學生活是多姿多彩的，是朝氣蓬勃的黃金時期。我們正在不斷地學習，學習生活，從

中我們遇見過不計其數的事物，最常見的就是人。在人群中，我們匆匆路過;在友人中，我們

交頭接耳;在家人中，我們和藹可親;在情人中，我們的心動了。中學生正是熱血青年，他們



容易臉紅，容易有觸電的感覺，容易墮入成人的玩意──談戀愛。我身邊的同學就有了這心

動季節，沒有成年人的成熟智慧，也沒有成年人的穩重可靠，只有初戀的興奮，對未來生活

的無限渴望。無可否認，在這青春時期談戀愛是會佔用去一部分學習時間，但心動的產生正

是青春期的男女生的表現。

　　成年人都經歷過我們這時期的心動歷程。也許是短暫的，也許是遺憾的，也許是難忘的，

也許是可愛的。沒有心動季節，就沒有完全認識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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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　暑 F.4D 廖雅翠

　　經過一場勞苦"功高"的考試洗禮，暑假到來了。沒有春天的泥土氣息，沒有風的舒暢，

沒有雪的浪漫，唯有炎炎夏日的陽光"大贈送"。暑氣逼人的陽光毫無保留地向我們"灌溉"，

已經疲倦的身軀，祈盼"雪上加霜"的善意慰藉，但太陽公公仿佛失去了那憐憫之心，於是我

的希望落空了。

　　遙望高高在上的天空，藍的剌眼，仿佛顏料盒裡的藍色水彩全被太陽公公沒收了，在此

而炫耀它的"豐收"。也許在烏雲密佈的大風雨之前，我會因有這"藍"得可貴的天空而感到欣

慰;也許在高興的日子裏，我會為這藍得欲滴的天空而歡喜若狂;也許只有在雨後天晴才肯現

身的彩虹如今神奇般出現，也再不能挽回討好我，為它而動容。

　　靜聽四周，耳水的振動頻率減少了，是故意迎合徐志摩的"夏蟲也為我沉默"，是錯過了

熱鬧時刻，還是藍色的憂鬱？都不是，而是對待酷暑自我歇息的最好方法。天的這邊如此，

另一邊是啥樣子？天是公平的，天是無常的，它不會為你而多加點藍色，也不會因你而改變

它的千變萬化。同一天空下的人類，早已明白天空的顏色我們是無法共享的。我們要學習的

是，像白先勇先生看待青春一樣，要把短暫的青春保留，就要將青春成為藝術。不能共聚分

享上天給我們的一切，我們不必傷感，我們可以好高騖遠地自信一些探出頭來，向天空盡情

行"注目禮"，為遠方的他和她多拉近一點距離。

　　小時候，爸爸告訴我，天與海是相互輝映的，天空是什麼顏色，大海就是什麼顏色。而

今站在碼頭邊岸上飽覽海天一色的同時，海風吹起了我的衣角，還有我的煩惱也隨之流向大

海，向更大更遠的太平洋流去，是無影無蹤的，是一去不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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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的朋友 F.4D 陳淑慧

　　有同學問我:『什麼是好朋友？』卻不問:『怎樣才能成為好朋友？』那時小小的我脫口

而出:『當然是跟你在一起，可以陪你哭，陪你笑的人囉。』『是嗎？』她仿彿對這個答案不

甚滿意卻又無法說出自己想法，疑惑地看著我。嗯，『好朋友』似乎不那麼簡單呢。

　　隨著我們一天一天地長大，好朋友的定義似乎也在改變。但不外乎是陪你哭，陪你笑，

還有陪你解決問題的人。很幸運，我也有幾個這樣的好朋友。有一個很特別，為什麼特別呢？

因為我既沒有見過這位好朋友，當然也沒有與她相處過。或許這算是我的一位老師說的那樣，

以文會有吧。但我不是以文，而是以 e-mail 會友！在一個不特別的日子裏，我把自己的心情

寫在某個網站的留言板上。不知是否內容太感人還甚麼原因，她竟然給我 e-mail。當時的我

感覺與她認識了好長好長的時間一樣，不然為什麼她能準確說出我的感受呢？就這樣，我認

識了這位好朋友。以後我們就互通 e-mail，在 icq 上聊天。原來我們的興趣一樣也很不一樣。

一樣想去台灣，一樣喜歡三毛的文章，一樣想去中大念書……不一樣的是她個是文科生，我

是個理科生；她屬天蝎座，我屬巨蟹座。有人說，互聯網上那麼虛無縹緲，熟真熟假？沒錯

啊，就是不真正認識的人，你才會有那股勇氣把自己的感覺、想法都倒出來。幸運的話，就

會遇到一個與你心靈契合的人。她沒有陪我哭，陪我笑，卻能夠在精神上支持我。我想，能

夠心靈相通是難能可貴的。

或許有一天我們不是以 e-mail聯絡，而在某個特定的地方，特定的時間相遇，誰知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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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青年 F.4D 陳淑慧

　　冬

　　天空晴朗，我在街上走著，寒風吹打在臉上，好冷！我不禁縮了縮脖子。剛下過一陣雨，

周圍彌漫著一股濕冷的空氣，卻很清新。道路上坑坑洼洼的地方留下了一灘積水，倒映著被

沖洗過的藍天。我拉緊衣領，在街上漫無目的地走著。

　　忽然，前面有一個青年吸引了我的目光，他很特別：一堆亂草似的頭髮掛在頭上，深灰

色的外套點綴著星星似的白色補釘，好像被揉成一團再打開，穿在身上，配合一條破洞的牛

仔褲，一雙拖鞋下露出已經凍得青青紫紫的腳丫。他忽然抬起頭，目光剛才我一接觸，就跳

開了。我猛地一驚，短短的一瞬，他的面部表情已印在我的腦海里──極其厭惡的，一定又

是個渾噩青年。他瞇著眼，叼著一根煙，臉頰上有一條很深的疤痕，灰灰紫紫地刻在臉上，

很駭人！他看起來只有二十四，五歲，卻已被歲月弄得滿臉風霜了。我心里有點怯，準備低

著頭往前走。不料，剛好看見前邊有個婦女帶著一個小孩。一聲尖叫，小孩踩在水洼里。我

的心一提，還來不及反應，一個黑色的身影從眼前掠過，箭一般地接住了小孩。呼──我的



心才鬆下來。小孩驚嚇過度，"哇"一聲哭了起來。孩子的媽媽趕緊蹲下去抱小孩，撫著他的

頭，安慰道：『不怕，不怕，沒事了......寶寶不哭喔』接著孩子的媽媽連忙向青年道謝。只

見青年把煙拿在手里，咧開嘴不自在地笑了笑，然後快步走開了。

　　我看著青年的背影，心里滑過一陣暖流，寒冷的空氣似乎增加了一些溫度。我開始責怪

自己以貌取人，那青年倒是挺好的，而且現在已經很少見了。

　　『咦，我的錢包呢？.......寶寶，看見媽媽的錢包沒有？』小孩的媽媽驚慌地說著，手忙

腳亂地檢查自己的口袋。小孩抬起沾滿淚珠的眼睛呆呆地看著他那哭喪著臉的媽媽……

　　我呆站在那里，彷彿被人在頭上澆了一盆冷水。

　　天氣似乎更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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