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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丈，你走快一點，我們回家啦，我肚子餓了！」小女孩揮動着胖嘟的手

臂抱怨着，老人且笑不語，只是又緩緩地撕下一片白千層的樹皮，他跟上了小女

孩細碎的腳步。小女孩的手是柔軟的、白嫩的，透着淡淡的粉紅。而老人的手是

滿布皺紋的，凹凹凸凸的皺紋像是要把一個個回憶故事折疊起來。小女孩的小手

被老人的大掌緊緊包裹着，大掌又不時輕輕地撫摸着小女孩柔軟的頭髮，或撥開

她額前的劉海，一下一下，像是在呵護最珍貴的寶物。一老一少朝着太陽下山的

方向走去，拉長了兩個相連的影子，隱隱透着溫馨的光芒。 

 雨淅淅瀝瀝地下了一天，好像每年的這天都會下雨，讓人感到淡淡的悲傷。

我用濕紙巾一下一下地擦着那石碑上的照片，照片上的老人微笑着，滿面的皺紋

都擠在一塊。只是我知道，他不會有機會再牽着我，不會有機會再用厚實的大掌

撫摸我的頭髮。每念及此，我手上的力度越發輕柔，一下一下，輕撫他的臉，他

的眼，他的髮，我要把心裏的思念，透過我的手，傳達到他身處的世界。 

 我站起來，雙手合十，我的眼睛模糊了，已分不清楚是煙燻的，還是思念的

眼淚。 

 我依稀記得，在一個艷陽高照的夏天，我瑟縮在棉被裏，臉上泛着病態的潮

紅，額頭上的小林退熱貼被換了一次又一次。透過房門的隙縫，我看見一個單薄

的身影雙手合十，裝上一注香，祈求我的身體早日康復，他是多麼用心良苦，也

用他傳統的方法傳遞着愛的訊息。在半睡半醒的時候，一雙滿布皺紋的手握着我

的手，凸起的青筋像一條條小蛇，蜿蜒地盤踞在手背和手臂上。指間的老繭磨着

我的手，把期盼、關愛和擔憂源源不絕地傳進我的每一條血管，傳送到我的心坎

上。 

 熊熊的火舌吞噬了一張張紙錢。我使勁地攪動着鐵棍，一片片黑色、灰色的

碎屑從焚化爐中飄出來，有的落到我的手上，頓時手背通紅一片，灼熱的觸感讓

我下意識地眯起了眼睛。我怔怔地看着它，我訝異，它何時變得那麼大，似乎要

把一切事情都掌握在自己手中。我疑惑，這隻手何時長出硬硬的繭。隨着時間的

流逝，它漸漸忙碌了起來，它要在電腦鍵盤上飛舞，它要在小提琴上編織出悅耳

的樂章，它要在一本本書中尋找真理……至於那雙乾枯如白千層樹皮的手早已消

失在時間長河中，只留下一雙溫暖的、模糊的手的觸感。 

 在幻變的生命裏頭，歲月原來是最大的小偷。歲月悄悄地偷走了我的童真，

又偷去了姑丈的生命，這兩雙手，就最好的見證。你看看自己的手吧。相比以前，

它有甚麼分別呢？多了一枚鑽石戒指？還是多了一層鮮艷的指甲油？你的心，你

的生活又有沒有被這枚鑽石戒指所套牢，有沒有這層鮮艷的指甲油所覆蓋？ 

 

 

姑丈的手                                       4V  李加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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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剛老師評語﹕ 

姑丈在下雨天離世，「我」在火屑紛飛中思念姑丈對自己的愛。悲傷的心情

在陰森冷清的氣氛下烘托得分外沉重。文章有許多生動的意象，例如老人撕下白

千層的樹皮、小蛇般的青筋盤踞在手背上、手的變大和長繭等，都準確抒發情感

之餘，也增添了閱讀的不少韻味。末段把思緒帶回現實中自己的生活，着讀者在

忙碌的都市生活中，不忘惦記一下親人，畢竟人情或許是存活最重要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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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成長的路上前進， 

我看過花草枯萎， 

我遇過森林大火， 

我穿過風暴。 

 

回頭看時，發現﹕ 

為什麼花在開？ 

為什麼我沒被燒？ 

為什麼我沒弄濕？ 

 

原來有一雙溫暖的手， 

化成養份給花草繼續成長； 

化成一條河令火沒有辦法靠近； 

化成一把傘把我給罩著。 

 

這是媽媽粗糙但溫暖的手。 

 

 

 

 

 

 

 

 

 

 

 

 

李奕瑜老師評語﹕ 

詩歌意象豐富，層層遞進，抒寫母愛的偉大。兒女的成長路荊棘滿途，母親

卻永遠在背後默默地保謢他們，為他們遮風擋面，讓他們可以茁壯成長，這種無

私的付出，令人感動。 

溫暖的手                                        2J  詹可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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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茶加上幾片檸檬，一杯地道的、獨特的檸檬茶便誕生了。一杯檸檬茶附上

一杯糖漿，份量自己調配。一杯小小的檸檬茶，跟地球上任何一件物件相比，只

不過微不足道，但是它瘦削的身軀背後，卻有着眾多的道理。 

    「給我一杯檸茶!」剛走入店鋪並入座的一位客人向水吧喊道。轉眼間，檸

檬茶已到達那位客人的桌子上，伴隨着的是一杯糖漿。客人把糖漿倒進杯中，用

吸管插進檸檬，把檸檬汁放出來，甜滋滋的味道令客人不禁打了個寒顫﹕這不是

小時候曾喝過的檸檬茶嗎？客人搓着吸管，喝了幾口，便停了下來，抬起頭望着

窗外景色。甜甜的感覺令童年的回憶在客人的腦裏浮起來，無數的笑聲、無憂無

慮的生活，哪怕是天要崩下來，也有父母的幫忙。 

  客人再次拿起吸管，檸檬汁再跑到紅茶裡，酸味原來沒有被糖漿蓋過，但其

後酸性被釋放出來，頑強地侵入紅茶，勢要把清茶完全吞沒為止。客人似乎也感

到那酸味，原來緊閉的雙唇也微微打開，露出一副潔齒。他低着頭，像是沉思着

甚麼。酸澀的味道令客人回味着各種在職場遇到的樂與苦、爸媽已步入老年，他

們怎能幫上忙？哭聲夾雜着笑聲、責罵聲。 

客人再啜了啜吸管，牙也顫抖起來。把小容量的糖漿投入紅茶，甜味中和了

酸味。客人似笑非笑地點了點頭，似是很滿意。檸檬茶只剩下數滴，他的淚珠突

然流下，手裏有一張殘舊的家庭照。他嗚咽着呼出「爸爸」和「媽媽」這兩個詞

彙，該是懷念着他那兩個己去世的父母。 

客人轉身離去。檸檬茶畢竟只是一種調劑品。我知道每樣事情也會有自己的

保鮮期，只有在這段時間裏，事物才是最新鮮的。只要保鮮期一過，所有事情亦

會變質，所有事都會恨錯難返，包括人與人的關係和感情。唯有把握現在，珍惜

一切。 

 

 

 

 

 

 

朱星燁同學評語﹕ 

梁同學的文章能透過檸檬茶的特點而從中說出人生的各種味道，同時亦抒發

了文中那位客人對兒時的懷念之情及對己去世母親的懷緬之情，非常能夠引起讀

者共鳴。 

檸檬茶                                         5V  梁競心 



 

 22

我從不忍心違失一隻髮夾, 

總是儲着 儲着, 

砌成一對一對天使的翅膀, 

從髮絲徐徐滑落。 

 

有的被天上得太陽燒得熱烘烘, 

有的被連場大雨弄得生銹。 

我總是不放棄的每天砌着, 

只希望有一對能飛到她的心坎上。 

 

媽媽，若是你夢到一對天使的翅膀, 

不要驚惶她無故出現。 

這是你親愛的女兒花盡心思砌的， 

海闊天空,求她載著她的愛和祝福飛去。 

 

 

 

 

 

 

 

 

 

 

 

 

 

 

 

 

 

 

 

 

 

 

柯佩珊同學評語﹕ 

詩歌能表達出作者對媽媽的懷念和愛，很好！希望作者能多寫好詩！ 

髮夾—寄媽媽                                   2M  何梓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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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對任何人，對行政長官至幼稚園生，由李嘉誠至升斗市民，每人每日都

離不開筆，用筆寫字，用筆簽名，用筆繪圖，一切一切，都離不開那高高瘦瘦的，

只有一隻手的小伙子—筆。當然筆也有「死亡」的一天，即是「無墨」的一天，

它就會被我們冷酷無情地揮手「送」它到一個既幽黑，又恐怖的世界。就在此時，

停一停，想一想，在我們丟棄為我們「嘔心瀝血」多時的筆時，我們有否回頭想

想它們的貢獻呢？ 

    很久以前，我也擁有過一枝令我愛不釋手的筆，它既不漂亮，又不起眼，而

且墨水還用光了。可是，我仍把它保存着，愛惜着。 

    大約小六的時候，老師請了一個宣傳中國文化的團體到學校。起初同學都沒

大興趣。後來知道，原來在講座後會有問答環節，答對有獎品，所以在講座環節

中，同學們無一不挺直腰板，用力把眼睛睜大，我想：只是一些「精美」文具而

已，何需太認真呢？遺憾的是，那講座實在太悶，如果你不聽，惟一的選擇就只

有睡，要知道，睡在那硬邦邦冷冰冰的椅子上是很辛苦的，所以，我也自然成了

「專心」的一份子了。 

    時間很快地過去了，終於到了萬眾期待的問答環節，為了不讓剛才的「辛苦」

白白浪費，我也決定回答問題。經過一番龍爭虎鬥，我也幸運地贏得兩枝筆。這

兩枝筆，一枝是藍色的，一枝是粉紅色的，看起來跟十元店的筆没大分別，只是

多了那家公司的名稱及一個膠套而已。 

    可是，這兩枝筆，對我來説，有一個大問題，藍色的我固然可以用，但如果

我用那枝粉紅色的筆好像有點不太好，畢竟我是堂堂男子漢呀！就在此時，我有

一位好友拍拍我肩膊，道：「可以給我看看那粉紅色的筆嗎？」她看了一會，一

臉尷尬的走來，說：「可以送給我嗎？」我想了一會，覺得粉紅色也實在不適合

我，倒不如成人之美更好。於是，我便送了那枝筆給她。 

    日子一天一天的過，我們一天一天的長大，很快，很快便到了結業禮。在這

個高興而感動的日子，我晚了起床，在桌上隨意拿起一枝筆，換上整潔的校服便

急忙出門了。 

    在步行回校的途中，我從褲袋中隨意取出一样東西。咦，是那枝藍色筆呢！

可能是天意。當我一收回那枝筆，便到了學校，同學們也在等我，一切也準備好，

也即是在作最後綵排。 

    結業禮前，我們先要簽署或紀錄一些文件。但不知是甚麼原因，那枝藍色筆

總是寫漏一兩劃，大概是斷墨吧！正當簽到最後一份時，那枝筆忽然「無墨」，

寫不出一隻字來。「叮噹叮噹」最後的一聲下課，意味着小學生涯正式劃上句號，

同學們哭的哭，抱的抱，躲的躲，走的走。每人都在做自己的事，而我，卻望着

那枝筆，一種奇妙的感覺泛在心頭。 

一件小事                                       2V  鄭崇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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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筆中的墨水用光根本是件比雞毛蒜皮還小的事，但是，對於我，筆中

的墨水不但代表了原子筆的血汗，還代表了昔日同學之情，原因是：在最近一次

同學聚會中，我在收拾東西時，撿到那枝粉紅色筆。試問，昔日之情還在嗎？ 

 

 

 

 

 

 

 

 

 

 

 

 

 

 

 

 

 

 

 

 

黃秋強老師評語﹕ 

平平無奇的一枝筆，它的實用價值被作者充分肯定，更可貴的是，作者將筆

的「斷墨」與情的「斷裂」扣上關連，令這枝筆成為傳情達意的最好媒介。作者

的心思真細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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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前 

分離時一座巨大的大橋 

我在這兒 

玩樂在那兒 

 

暑假時 

分離是一條和闊闊的河流 

我在這方 

學習再那方 

 

開學後 

分離是一灣廣闊的海峽 

我在這地 

朋友在異地 

 

未來呀 

分離是無邊無際的大海 

我在西方 

家人在東方 

 

 

 

 

 

 

 

 

 

 

 

 

 

 

 

張樂兒同學評語﹕ 

這一首詩表達了我們──作為學生的心聲，在每一段的最後兩句中最後一個

字是一樣的，讀來有令人回味無窮的感覺。我要好好學習這種寫詩的方法！ 

分離                                            2J  鍾灝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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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I was small, I took ballet lesson. Since then, ballet has changed my life. I 
have to practice ballet every day. Soon, I had to perform on stage for the first 
time. When I wore the beautiful tutu, I could feel the energy and power within 
me.  

At lunch, my teacher, Miss Liu, told us that the main character of this show was 
sick so she would like to find another great dancer to take her place according 
to our performance on the stage. At last, my teacher invited me to be the main 
character as a substitute. I was very flattered and excited. 

Night came swiftly, and soon the performance was about to begin. I was very 
excited because it was my first time to be the main character of the famous 
ballet show “Paquita”. I was proud of myself. Everyone focused on me and was 
very pleased with the show. I was happy and could not help admiring myself. It 
is indeed a good experience for me.  

 After the show, I never forgot what I achieved nor will I ever forget this 
experience. I hope I can be the main character again in the next ballet show! 

 

 

 

 

 

 

 

 

 

 

Feedback from Ms. Yick Lai Yin:  

Well done! I feel a sense of joy when I read your article. This performance is 
indeed a good experience for you that you should treasure and never forget. 
You should also take the chance to perform in the future regardless of being 
the main character or not. I do hope you can be the main character again in the 
next ballet show. Wish you all the best!

An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        2J  Cheung Ming Yan 



 

 27

It was an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 The first time I stood on an 81-storey 
building was on 18th December 2007. It might be an ordinary day for anyone 
else, but it was special for me as it was my birthday.  

My body was shivering with excitement. The Eiffel Tower in Paris is a famous 
landmark of France, and it is also one of the most recognized structures in the 
world. Just ask any child on the street, and he/she is sure to know what it i s. 
The tower, which is the tallest building in France, stands 324 meters tall. It was 
the most amazing tower I have ever seen in my life. 

The trip in Paris only lasted for 4 days so I did not expect to have a chance to 
stand on the top level of the Eiffel Tower. I was so excited when I got to the top 
that I screamed as loud as I could, making a loud echo. Being extremely 
excited, I screamed again and again. At last, the security guard of the Eiffel 
Tower had to stop me.  

After visiting the Eiffel Tower, I had a delicious French dinner. At last, I went to 
a souvenir shop and bought a keychain of the mini version of Eiffel Tower. It is 
certainly the most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 I have ever had, especially as it 
was my birthday! 

 

 

 

 

 

Feedback from Ms. Ngai Pan Yuk: 

As the Chinese saying goes, “You can know more by traveling thousands of 
miles than by reading thousands of books.” We can never feel the 
heart-shaking until we stand on the top of the Eiffel Tower. I went there during 
my graduation trip. When I stood there, it seemed to me that the Eiffel Tower 
was not only an amazing landmark of Paris, but it also carries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Paris and even France since 1887. 

Brain, I am very pleased that your 10th birthday celebration was on the Eiffel 
Tower. As you said, ‘It is an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 I hope you can travel the 
rest of the world as this will enrich your life. 

An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             1M  Li Tsun W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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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真的是一次很難忘的體驗。 

還記得，一向對練習大提琴很抗拒的我竟在去武漢交流之前每天起碼練上一

個至兩個小時，就是為了可以在多位武漢同學和家長面前分享自己的音樂。音樂

是一種可以用來表達自己心聲的媒介，這次我是想藉着它來表達自己對武漢伙伴

的感謝。 

可是天意弄人。當回港前幾天，我興致勃勃地走進音樂室，準備好好練習。

一看見音樂室裡的大提琴時，一切想像都碎掉了。琴被撞過很多次，琴身滿是傷

痕，我一調音，弦便像隨時會斷掉的樣子。不幸地，就在我的「烏鴉嘴」閉上後

不到一秒鐘，「啪！」第一條弦就這樣和我的神經線一起斷了！我呆了一呆，腦

中僅餘的幻想也一起碎了。我再不能藉大提琴表達我的謝意了！ 

於是，我只好把心中的希望放到唱歌上。表演時，我的手心都充滿了汗水。

表演其實做得普普通通，我們唱得不是很好也不是很差，就是平平淡淡地過去

了，沒甚麼值得記念的時刻。因為唱歌不是我的強項，我的原意也並非表演唱歌，

我的心一直想着大提琴上斷了的弦。 

說真的，我終於明白到我們學校在保護樂器方面做得很好，至少學校裡的大

提琴不會是那個樣子，弦也不會隨時斷掉。 

這次其實我有一點失望的，當武漢的朋友問我怎麼不表演大提琴時，我的心

彷彿就被刺了一刺。不過這次至少令我找回了小一時對音樂的那股熱情，提醒了

自己﹕我愛音樂！ 

 

 

 

 

 

 

 

1J 孫穎之家長﹕ 

無論我們怎樣作準備，往往都會有些意料之外的事發生。我們應該懷着感恩

的心情，去面對這些意外，這樣意外就能帶給我們新的收獲。希望頴芝能從這經

歷中體會到面對意外也不應埋怨的道理，將來會更願意面對陌生的環境，接受新

的挑戰。 

難忘                                            1J  孫頴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