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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創作集》跨過了「而立」之期，投來的稿件仍不絕。今期主要發表去年的『貨尾作品』，想所

有作者回望『少作』也有一番感想，時間在推移，人也在進步。的確，我們在創作集裡，見證了

不少熟悉的名字，都在不斷進步。年年有餘，也是我們的願望。 今期我比較喜歡的文章，有 2A
班黃藹明同學的〈雲的啟示〉：『雲也會有不高興的時候，那時它的神色總是灰沉沉，板著臉兒

的。當它的淚水盛滿便會傾盆而下，嚎哭一場後才會雨過天青』；還有 3A 班彭晉怡的〈何謂孤

寂〉：『早上，真的是那麼蕭條麼？午後的熱鬧、夜裏的浪漫……想不到早上是被配以「孤寂」

一詞』。年紀小小，行文、造句是那麼的老練，真可以作不少高年班的同學學習的榜樣！好的小

品還有 2D 班施啟駿同學的〈螞蟻〉。張開圍同學的〈也許〉是考試文章，創意無限，誰說試場

無真本領？都值得一讀。

新學年當有一番新氣象，第 33 期創作集，希望盡快能與大家見面。

陳永康老師        

2005/12/14晚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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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溫柔善良的老師　　黎業朗 1D

 

一位像媽媽般溫柔、善良的老師－唐嘉穎老師。她那一對水汪汪的眼睛，總是令人覺得十分溫柔

的，使人好像在媽媽的懷抱裹；她那一個小小的鼻子，就像臉上的一個小山丘；她那一把長長的

秀髮，就像春天的柳樹一樣，多麼柔順；她那一張瓜子的臉孔，再加上五官，就成為一張慈祥、

善良的臉孔了。

有一次，我不小心被樓梯的雨水弄致滑倒，最後，更片體鱗傷，幸好得到唐老師替我包紮，過了

幾天我終於完全康復了。

還有一次，我記得是上體育課時，由於每位同學都太投入課堂，所以沒有顧及安全，而在這情況

下，我就成為了受害者。我被他們撞到骨折，我還入了醫院，而在那晚，唐老師來探訪我，還送

上水果籃和真誠的祝福。

經過這兩件事後，我真是覺得唐老師像一位具備媽媽的溫柔、體貼、善良的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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螞蟻　　施啟駿 2D

 

「螞蟻」──種勤奮努力的昆蟲，它的形狀十分細小，經常是一群出現的。牠們有很多種類：如

黑蟻，紅蟻和白蟻，有家族一樣相似。它們努力和勤奮，而且懂得未雨綢繆。 

「螞蟻」因為體積太渺小，所以經常被路過的人踐踏，很容易失去生命，但牠們仍努力不懈，努

力地找尋食物，不怕前路有多艱苦，堅強地前進！牠們往往還能結伴同行,互相幫助，十分值得我

們學習。有時，牠們遇到比自己的身體還強大的敵人，會互相合作攻擊牠，就算犧牲了多少的生

命，但仍毫不放棄，甚至牠們高興地行分享食物。他們默默承受各種挑戰，努力地做好自己的本

份。只要有機會，就努力爭取，不會放棄。

「螞蟻」如此堅強，努力和勤奮，我們應該該學習牠們的長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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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的啟示　　黃藹明 2A

 

那純潔的白雲襯托著蔚藍的天空，叫人的心情也輕鬆起來。天上的每朵雲也有自己的個性，我最

喜歡的是白雲，它給我一種純潔的感覺，像二八年華的少女一樣，充滿魅力，令人著迷。

雲也會有不高興的時候，那時它的神色總是灰沉沉，板著臉兒的。當它的淚水盛滿便會傾盆而下，

嚎哭一場後才會雨過天青，回復平日充滿活力的樣子，這正是雲的優點，只要大哭一場便能盡去

煩惱，就像嚷著要媽媽買玩具的小孩一樣。

雲在天空中遊閒著，像在一大片草地上放羊的牧童，在享受風的滋潤，多麼自由自在的生活啊！

雲是守規律的，它們成排結隊地在天上行走，行守秩序，當然也會有些頑皮份子，扭作一團，像

在打架，又似在非法集會或做什麼非法勾當。

有人說，雲只是水氣結成的虛幻之象，但在我心中，雲是實在有生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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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看電視　　李溢 3A

 

電視已經成為香港人的「必需品」。看電視可以為香港人繁忙的生活帶來調劑，但是我佢應該選

擇適合自己的電視節目來收看。

電視與收音機相比，電視有畫面，可以聽知看；而收音機只可以收聽電台節目而已。電腦與電視

相比，電腦也可以收看電視節目，但是電視的畫面較大，並且質素高。所以，在傳播媒介中，電

視會較受歡迎。

電視對一些學者尤其重要。一些電視節目就像老師一樣，能教給我們很多知識，比如「百萬富

翁」、「一觸即發」、「知識就是力量」等，能為我們提供課本中和課本外的知識。透過電視，

我們「不出門能知天下事」。我們可以透過新聞報道或其它電視節目，了解世界各地發生的事、

認識各地的風土人情和科學新知等。消閒之餘又能學習，一舉兩得。

看電視有好處也有壞處。有些電視台在製作電視節目時，為了配合觀眾的口味，會加入一些不正

確的訊息。例如：一些電視劇集中會出現暴力，甚至色情等成份，這些節目會影響我們的正確觀

念和價值觀等。這些誤導成分不但影響個人，更會影響社會的風氣。

「針無兩端利」這句諺語確實不錯。看好的電視節目會使我們獲益良多；看壞的電視節目會使我

們受害不淺。我認為看電視的益處比壞處多，只要我們能夠正確地判辨是，適可而止，看電視必

然會對我們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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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孤寂　　彭晉怡 3A

 

這天早上，我又早起溫書了，可是睡意一浪接一浪的湧過來，還是下樓逛逛吹吹風吧！

早上的風特別寒，也特別強勁。街道上的報紙、廢物到處走。而此刻我的存在，如一個流浪漢、

一名配角，無關重要的。這種情景，難免令我感到很孤獨……忽然很想念父母。

不一會，在這寒風瑟瑟的街道，漸漸有些藍點出現，近看一點，發現原來是剛下班的保安員。只

見他們緊抓衣領，急步走過。車輛也在道路上疾速駛過，不留半點痕跡。早上，真的是那麼蕭條

麼？午後的熱鬧、夜裏的浪漫……想不到早上是被配以「孤寂」一詞的。看著人車的急行，再看

自己緩慢的腳步……有點格格不入；看著他們的厚衣，再看自己那單薄的衣衫……猶如一個浪子，

被世人放棄，只能漫無目的地到處走，為每個走過的地方留下淺淺的足印，淺得數個人走過後便

可蓋過的足印。這樣的想法真恐怖，我的心不禁寒了一寒，配以寒風，我打了個顫。於是我學他

們：緊抓「衣領」。

一棟棟、一棟棟的樓宇屹立在寒風中，受著寒風的吹打，它們的痛，不知又有幾多人知？早起溫

習的人，他們的苦，又有多少人明白？樓宇裏有些窗子，亮起微弱的燈光，內裏的人，像我一樣



也在溫書嗎？原來這裏也不止我一個在早上埋頭溫書的。看著這些微弱的光，我突然感到很溫暖。

我回到家裏繼續埋頭溫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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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好朋友和好了 　　林凱欣 3A

 

在一個和暖的黃昏，電話突然響了起來，我連忙接過電話，電話的另一端，傳來一把爽朗的聲音：

「喂，請問林凱欣在嗎？」聲音的至人的臉孔立即浮現在我腦海中。心想：「錯不了，一定是她，

她便是我小學裏最好的朋友悠可。」

炎熱的暑假過了，剛升上小六的時候，因為我是插班生的關係，所以我沒有任何朋友。我常常獨

自一個，而悠可卻常常跟我談天、玩耍，自然而然，我倆成為了好朋友。但好朋友也有爭吵的時

候，這便是朋友之間的考驗。經得起考驗，朋友的關係才得以維持；相反，便有可能成為敵人。

而那次，正是我跟她的考驗。

「你還記得我們小六時為設計壁報而吵架嗎？現在想起來還真可笑。我們怎會為這樣的小事而吵

架呢？悠可問我。

當天我們設計壁報時，意見分歧，各執己見，誰也不肯退讓。經過這件事後，我們倆仍堅持自己

的意見，結果，我們便逐漸疏遠。這段時間我才發覺原來悠可才是我知心的朋友。現在的我，又

退回原點，回到學期初，孤獨的一個人了。

我實在熬不住這樣的局面，結果，我決定鼓起勇氣，向悠可道歉，正想着怎樣向悠可道歉的同時，

我發現了枱上正擱着一封信，我把它打開，原來是悠可寫給我的道歉信。我望向悠可，發覺她正

對着我微笑，我如釋重擔，我的臉上也泛起了跟她一樣的孤獨，就是這樣，我們和好了。

「對了，我還有事要辦，我們改天再談吧！再見。」悠可對我說。「再見！」悠可的問題，我想

我有答案了，正因為那次的吵架，我們才能成為真正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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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友人傾訴心事有感　　顏樂敏 3A

 

一如以往的早上，我與好友——凡一同結伴回校。這一天，天氣比平常更冷。一陣令人為之一震

的寒風迎面吹來，我身旁的凡像甚麼也感覺不到似的，高興地咧嘴笑了出來：『嘻！』『甚麼令

妳那麼高興呀？』她高興的臉，引起我的好奇心。

凡瞧了瞧我便說：『我媽昨天說我中五畢業後可以找自己喜歡的工作做。』這時，我心想：『天

啊！我們才中三罷了，中五畢業？還遠吧！』她又說：『我已經想定了，到時我會儲錢去外國求

學，然後實現我的夢想。』說到這裹，我發現她眼裹閃耀著堅定自信的目光。夢想？誰人沒有？

但對於我來說夢想是一件很遙遠的事，『現實就是現實，夢想就是夢想，在現實世界中夢想很難

會實現的。』我不經意地說了出口，她像不明白似的，笑說：『有夢想就一定會實現的。』常常

樂觀積極的她與凡事往壞處想的我還真是一個大對比呢。

『妳為甚麼要去外國求學？』我無奈地問道。『我喜歡唸書，雖然我的成績比不上你們甲班的同

學，但我也希望可以努力。』甲班？只是協著『精英』的名字而已，真正喜歡唸書的人不是沒有，

只是不是佔大多數。她以前也常跟我說如果可以到甲班唸書就好了，因為其他班真是吵得沒法子

上課。我也是甲班的一份子，可是總覺得甲班和『精英』兩字扯不上關係，從我的角度看，甲班

只是一個較寧靜、較易睡覺的課室而己。對於凡我只能說一句：『加油吧！』

在回校這短短的路程裹，我因為凡的說話得到啟發，一個成績好的人比不上一個擁有夢想而奮鬥

的人，看來我也該為自己定下一個平凡而偉大的夢想，也停下來想一想，我究竟為了甚麼而唸書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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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黃昏的海濱　　張蘊姿 3A

 

夏日的黃昏，很多人也覺得海濱是一個漫步和休歇的好地方，但我在海邊卻感到份外孤獨。

夏日黃昏的海濱，我看見一對又一對的情侶在漫步，不論老少，場面既溫馨又浪漫。但我卻是獨

自坐在暖暖的沙上，望著那一泓海水，好像有千萬的煩惱湧上我的心頭。為甚麼人們在海濱可以

與別人一起享受海風吹過來的涼快，而我卻是與湧過來的浪花孤軍作戰呢？海！海！你告訴我吧！

一群穿著輕便服裝的小朋友隨他們的父母來到海濱玩耍，令我不禁有點觸景生情。記起在我讀小

學時，我的媽媽在我完成功課和溫習後，也會帶我到這裏散步和嬉水的，我們也玩得樂極忘形。

我的童年已經過去，現在我已經是一個中學生了，每天也是忙碌的學習生活，應付沈重的功課，

完成所有事已經是夜深了。我是多麼希望和媽媽一起玩，但媽媽工作後也十分疲倦。我是多麼懷

念我的童年，但是我已經長大，童年不會再回來了。

我坐在海旁，嗅到一陣陣海水的鹹味，它隨著海浪飄過來，令我回憶起在我年幼的時候，爸爸經



常帶我到這個海游泳。有一次，爸爸教我游泳時，我還差點兒遇溺。幸好，爸爸在我身邊，我只

是喝了幾口海水。但現在已經今非昔比，爸爸為了支撐我們的生活，每天也在忙碌的工作中度過。

現在，我還不懂游泳，爸爸，你可來教我嗎？

我坐在暖暖的沙上，看看夕陽西下，心裏好像失去了甚麼。一對對情侶也逐漸離去，在海面上那

一層金色的薄紗也不見了，我才醒覺光陰慢慢離我而去，消失得無影無蹤。我還好像沒有甚麼成

就，白白讓光陰流走了。

在夏日黃昏，坐在海濱的沙上，使我更加懷念自己的童年，更深深感受到自己那種孤獨的感覺，

現在我們一家人就是各自各忙著自己的事，令我感到份外冷清。我更清楚知道自己要珍惜時間，

我已經長大，不可再讓光陰白白流走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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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我最喜愛的老師－－黃美娟　　廖翠珊 校友

 

曾經是您的學生，永遠是我的光榮。

當您第一次走進我們的課室,第一次看見 4A 班的時候,您的心會是怎樣的情緒?我不知道,但我肯定

的是在您步進 4A 班的那一刻起,您便下定決心,要用心教好我們。開學初期,每個老師也在為 4A 班

的散漫.不長進.無心向學而議論紛紛的時候,您的心裡頭承受的又是怎樣的壓力?當一句句不堪入耳

的數罵在您耳邊掠過的時候,您的心裡頭又是怎樣的感受?您的壓力,您的難受,請原諒我們不懂得為

您分擔,讓您默默地扛上這份包袱,喝下這杯苦水,請容許我代表全班同學對您說聲:"老師,您辛苦
了。"還記得嗎?您曾向任性的 4A 班追討過多少次功課?叫了多少次上課不能趴在桌上.不能睡覺.要
抄齊筆記?數不清了吧?4A 班是令您如此傷神,如此費心,但你仍然力撐到底,我很感激學校安排了一

位這樣盡心盡力的老師予 4A 班,因為您實在是全班同學的福氣與光榮。您曾對我們這樣說過:"即
使其他老師覺得你們是整個 FORM 4 之中最不長進.最不可救藥的一班,但我仍然覺得你們和其他班

的學生一樣,并不比其他學生沒用,其他老師為什麼要看不起你們?你們也是學生,他們也是,為什麼他

們行你們就不行?"當時,全班同學靜下了,為的只是您的一句鼓勵。一向以來,我們只會給其他老師

看小,老師們的看不起與數罵在我們心中早已經麻木了,您的一句鼓勵正正是同學們渴求已久的一滴

晨露!也許您不知道,您常掛嘴邊的笑容和生動幽默的教學也為同學們帶來了許多歡笑和美好的回

憶吧?雖然大部份同學都離開了學校,但有一天,當他們一一細味校園生活的時候,內心也會這份快樂

而發出會心的微笑。在我目前的讀書生涯中,您是最感性的一位老師,一位可以大笑至淚眼,也是一

位向學生訴說心事訴至熱淚盈眶的老師。是您的親切.您的平易近人讓我們可更加親近。還記得全

班同學都坐在地上圍著您上課的那一次嗎?我還記得那一節課全班同學都很開心,就彷彿回到了幼

兒園一樣,是你的沒架子與寬容讓我們又找回了在幼兒園時的歡樂時光。關於您的,還有很多很多。

在中四及中五的語文課堂裡,沒有一次是沒有笑聲的,老師,這是因為有您!聽著您說自執教 4A 後,身
形開始消瘦的時候,我心裡更加對您有著說不出的愧疚,我想這份愧疚是整班 4A 同學都有的,因為我

們實在令您吃下了不少苦頭。還有,知道您為了批改班裡的功課而深夜未眠的時候,大家雖然口裡不

說,但其實我知道大家是有為老師您感到心痛的。

如果有一天,再有一次我最喜愛的老師選舉,我一定會再將這一票投予給我最喜愛的老師---黃美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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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　　張開圍 6A

 

他從第十一層樓的窗臺，縱身一躍，跳了下來。

“也許，也許我早就該這樣做了。活著還有什麼意思呢……”他知道自己正腦袋朝下，猶如沖天的

火箭一般，飛速下墜。

他看到樓下的李小姐正在房裏穿內衣，把棉墊塞到內衣裏。“什麼？她的大胸部是裝出來的？”

他想起了經常看到花枝招展的她屁股扭扭地踏入電梯，胸前高聳的胸部，不知吸引了多少羡慕的

目光。

第九層的床沿邊正趴坐著一個男人。嗚嗚哇哇地號哭著。他大吃一驚，沒有認錯人吧？這真是他？

真無法將平日人前豪邁粗獷，瀟灑自信的六尺男兒，跟眼前這位哭得淒厲如娘兒般的身影聯繫起

來！

第八層就是王家了。他們家的門口裝修得真叫奢華。雲南白花大理石鋪底，襯上雕刻有龍鳳雙映

的兩層大門，屋裏不用說，一定富麗堂皇。早就想見識下有錢人的豪華氣派了，他迫不及待地往

裏看，只見一台八寸黑白電視擺在一個簡陋的大木櫃上。飯桌上有一疊剩菜，上面還蓋著個擋蒼

蠅的罩子。

還來不及驚訝，他已經看到了第七層的張先生，此刻正跪在張太太面前聲淚俱下，右耳還被妻子

狠狠地扭著。原來是個“妻管嚴” ！平時吃消夜時不是對老婆呼來喚去的嗎?真會裝蒜的傢夥！

其實，其實一切並不象表面看起來的一樣啊……他開始猶豫了。

第六層燈光幽暗。他看到相傳整座樓都稱讚的“新好男人”陳先生，此刻正抱著一個赤身裸體的

金髮美女，在床上鬼混……哦，聽說他老婆這陣子出差了。

這一層樓被小偷翻過嗎？被踢倒的椅子，摔爛的杯子，還有破碎的家電碎片，簡直象強烈災難後

的現場。這鄧太太只是光坐在一旁抽泣，而鄧先生，竟也站在一旁只顧抽煙？這是那對另旁人稱

羨的“天作之合”嗎？

第四層時李太太的家。他常逢人便誇耀自己的孩子乖巧上進。不過，如今兒子正怒火沖天，一腳

踏在凳子上，指著母親破口大罵。

第三層是她的家。這個高傲又美麗的女人啊！為什麼從來不屑看我一下呢？想到這，他的心越加

沈重，似乎也加快了他下墜的速度。可是，梳粧檯擺放的那張合照——什麼？那個男人不是我自

己嗎？怎麼？難道她的冷漠只是在考驗我嗎？

“也許，也許我並不是這個世界上最不幸的人……”

“也許，也許我不需要用這個方式去看清這個世界……”

“也許，也許這只是一場夢而已？“

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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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來的愛人　　樊 5C

 

將來的他樣

來回想了數十次，

的確令人苦又甜。

愛雖是無分國籍，但

人又在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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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戀的過後　　樊 5C

 

失望太大了～

愛戀一個人的感覺……

最終的結果……

實在太過戲劇化了～

但願在日後小心選擇。

 

返回索引目錄

 

伴我成長的大自然　　樊 5C 

 

伴著新生命誕生的你，

從我一出世開始，

我就成為了你的女兒了！

當我快長第一隻牙時，

你急速吹的叫聲，

把我變成了大人。

到我年邁歸老自顧時，

但你依舊仍是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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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　　陳永康老師

 

昨夜你驚覺

床邊的牆上

爬滿了自己的宿淚

你說，又不是新房子

怎麼還會那麼濕？這幾面牆

一共花去了幾多個工作夜？

當初的天氣

早就變成了今日的風景

於是你特別喜歡

有霧的日子，這幾天

很浪漫，那是因為

你看見自己的心事

在空氣中飄來飄去

然後在梯邊的扶手降落

才發覺光滑的邊緣

甚麼時候磨損了一小塊？

始終不敢分神

是那些容易跌倒的

上落的階級

你最喜歡靠著課室的外牆

教訓學生，原來這麼粗糙

都盛滿了大家的淚水，並且

流到地板上，並且

你一腳，我一腳

給踩在一起了

我們都是這樣走路的？

想到這裡，總會

想出好多要哭的理由，以及

好多濕滑開出的玩笑

甚麼時候

天花板伸出冰冷的舌頭

來舔你的背脊

你抽一下濕潤的鼻管

便隨笑聲追看外面的風景

於是你有時看霧

更多是看後面的風景

一條路，或者一條河

好似沒法走下去

又好似永遠走不完

你就喜歡這種感覺

抽濕機是不能孕育



花香鳥語的，你說

今早對鏡

看不見自己的模樣

就在上面畫一個

好大好大的太陽

然後去上班

任散髮去丈量

忽冷忽熱

的距離

2005-03-28完成

2005-05-14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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