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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ve
Innovations

The History of Math: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This book talks about history of 
Mathematics, mathematician, learning 
mathematics, etc. Mathematics has a 
long history, about 4000 years and 
across many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There are many topics of Mathematics 
like geometry, algebra, fraction, etc. We 
always use Mathematics in our daily life 
such as to calculate the cost of things 
that you need to buy or pay. Some jobs 
require Mathematics knowledge too, 
like accounting and cashier. Therefore, 
learning Mathematics is important. In 
this book, I find that being an astronaut 
also needs to be good at Mathematics 
as well!

The most impressive part in this book is 
the chapter on “Learning Mathematics”. 
It talks about how to use Mathematics in daily life and it gives some 
examples of estimation that we can use in calculating. If we use 
estimation in our daily life, we can calculate faster and easier.

Mathematics is very useful as we always need to use Mathematics in 
our daily life. Here is an example, when you need to know the cost 
of a product after discount, you need to use percentage to help to 
calculate it. Some of the subjects in school need to use Mathematics 
as well like Physics and even sometimes in History. Adults need to use 
Mathematics too especially in their work like accounting. They need 
to help people or big companies to calculate their profit and loss. So 
Mathematics is really powerful in our daily life.

Author: Jacqueline Stedall  
1S Gim Tse Wai

Feedback from Miss Cheng Po Shan: 
It’s great for you to discover the importance of Mathematics and 
appreciate it. It’s so true that Mathematics is widely adopted in our 
daily life. Other than the topic ‘percentages’, ‘statistics’ is another 
subject in Mathematics which is commonly used in our daily life. 
For example, scientists and economists always use results from 
statistical researches and reports to improve our l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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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I Could Teleport Myself

If I could teleport myself to anywhere in the world, I would visit 
many countries where I could go sightseeing and take pictures of 
their famous attractions. If I could teleport to Paris, I would visit the 
Eiffel Tower. If I could teleport to China, I would visit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If only that was possible, because I have never been to 
these countries.

If I could teleport anywhere, I wouldn’t have to worry about leaving 
my homework at home or being late for school. That’s because 
I could always teleport myself home to collect my homework, or 
teleport myself to get to school on time. How great would that be!

If I had the ability to teleport myself anywhere, I would use this 
ability to find a job or help others. At weekends, I can get a job to 
help people deliver things and at the same time I can earn some 
money. The money I earn can be used to buy the things I have 
always wanted to get!

When I grow up, I can help the scientists or even NASA to explore 
the universe and other planets. 

I hope my ability can bring me fame!

1N Hung Kei Ching

Feedback from 1N Tang Hui Chun: 
Honestly, I would love to have the power to teleport myself. I could 
imagine going anywhere and anytime in an instant! It will be so 
fun! I also think that using the power to help others is also a nice 
way to use it wisely but I believe we can also do nice things without 
any powers. 

Super Air Cleaner

These days, air pollution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erious. Not 
only does it affect our health, but also the environment we live in. 
Therefore, I want to invent Super Air Cleaner to improve air quality.

Super Air Cleaner is a colossal air purifier. It is as huge as a 
building. It absorbs pollutants in the air, and turns it into oxygen. 
During day time, Super Air Cleaner uses solar panels which 
are on the top of the air purifier to generate electricity for itself. 
At night, Super Air Cleaner uses the wind turbine besides it to 
generate electricity. As you can see, Super Air Cleaner uses an 
environmentally-friendly way to generate electricity. Because using 
fuel to generate energy will produce lots of smoke and ash, it will 
make the air quality worse. Moreover, Super Air Cleaner looks 
green, because there will be trees on it. They can absorb carbon 
dioxide and give out oxygen. The best part is, one Super Air 
Cleaner is sufficient to bring fresh and clean air to a city!

When every city has a Super Air Cleaner, I’m sure that it will make 
the world become better. No one will suffer from air pollution 
anymore. 

1V Lau Yan Yu

Feedback from 1V Li Tsz Yan: 
I think Super Air cleaner is really useful and it can definitely save 
people from the polluted air. It will also create a better living 
environment for us. I hope people can start to protect our Earth 
from now on because we are the ones who are polluting the air. 5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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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you feel at peace with yourself, you are 
pleased to be the person you are.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Explain your answer.

Nowadays, people always say that we could treat others fairly. Is 
there such a thing, however, as fair? The government said everyone 
could vote for the Chief Executive, while only a part of people 
could vote, is that fair? In my opinion, things could just be nearly 
fair, but never exactly fair. So how can we handle the situation in a 
peaceful manner?

I’m sure that everyone would have been treated unfairly before, 
and I have also had the experience of that too. By the time I was 
twelve, I was being bullied at school. It was the darkest time I had 
ever fallen into. I couldn’t be in a group when there were group 
projects. And most importantly, not only did my peers bully me, but 
even teachers were treating me unfairly! I participated in a speech 
competition and the teacher said whoever got the highest votes 
could go into the finals. I was looking forward to getting into the 
finals, so I worked really hard on it. I practiced day and night in 
order to win the chance for me to stand on the stage, performing 
the poetry in front of everyone.

On the day of the voting, my classmates really voted for me and 
I got the highest votes, but the teacher didn’t choose me for no 
reason. I was so frustrated. I saw my wonderful dream slip away. 
I tried to talk to the teacher and asked for the reasons behind it. I 
knew I couldn’t yell at her because she was my teacher, but I didn’t 
want to doubt my belief and the passion for performing on stage. 
At last, she agreed to fulfil my dream.

Peace could turn ice into water. Peace could make the Earth a 
better place. Just like the lyrics in Armstrong’s "What a Wonderful 
World", I believe that one day I could tell others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3N Chau Cheuk Lam

Feedback from Miss Teresa Lam: 
Nicole,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and I feel bad for your experience, 
poor girl. I am sure you grow stronger after the event and I can’t 
agree more with you about your understanding of peace and you 
are so intelligent to share What a Wonderful World with us here. 
Thanks a lot.

North Star Record Company
Invitation to Chris Wong’s 10-year Anniversary  
Album Launch

You are cordially invited to an exclusive event which is the Chris Wong’s 
10th Anniversary Album Launch Party.

Album
After 10 years since his debut, Chris has eventually got his break-through. 
In this 10th Anniversary album, he tries a new style in his new song - 
acapella. It will definitely bring an impact to you. The iconic ethereal voice 
will be another emphasis in the album. In addition, the melodies of all his 
previous classic pieces will be re-arranged. Furthermore, we have invited 
the winner of "Golden Lyric Writer", Lin Xi to write a new song for Chris. 
This album will show you a brand new Chris who has never been revealed 
before.

Event
During the event, participants will first enjoy a live performance by Chris. 
With the inborn soothing voice and gorgeous singing skills of Chris, it will 
be a feast for your ears. This is also the only chance for you to hear Chris’ 
new song before the others.

There will be an autograph section where participants may get the 
autograph from Chris and take a photo with him. The limited edition of the 
album will be on sale in this section. It will be the only chance for you to 
get the autograph of Chris on the cover of the album.

A talk by our music producer, Eric Kwok, will be held at the end of the 
album party. Eric Kwok is an award-winning music producer. He will show 
the notion of creativity of the song in this album in order to give a clearer 
picture of each song so that you can understand better with the songs, the 
feeling of Chris when he is singing and finally enjoy the music better.

This event is truly worth going to.

Event Details
Date: 10th October, 2016,10:00a.m.
Venue: 486 Star Road, North Star’s Building, Prince Edward
RSVP by 21th September at northstarrecord@yahoo.com.hk

4M Liu Yuk Wa

Feedback from 4V Chan Yan Ting: 
Good use of relevant words. The rundown of the album launch party 
is very detailed and attractive. If I were a fan of Chris Wong, I would 
definitely attend this e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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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MENSION 2016 /



CHAPTER 3 : Creative Innovations

PLKLFC Orchestra 

I have joined our school orchestra for almost 4 years, and overall I think it 
is amazing and interesting. At present, I am taking charge as the orchestra 
concert-master. I can definitely find my happiness and develop music 
potential in this big family.

During the first year I joined this extra-curriculum activity, I did not think it 
inspired me a lot. It is because I was unfamiliar with most of the members, 
it was hard for me to cooperate with them. However, after attending a 
few practices, I started meeting new friends, some of the higher forms’ 
members kept giving me opportunities to try a variety of instruments, and 
the conductor showed tolerance for my mistakes. That’s the reason why I 
started developing a sense of belonging.

In addition to many music competitions and performances, our school has 
also organized music tours for us, which is special and cannot easily be 
found in other school orchestras. In the past few years, I joined a total of 3 
music tours, the destinations were Taiwan and Europe.

2012 Taiwan Tour:

2015 Taiwan Tour:

During the music tours in Taiwan, not only could we gain much knowledge 
about Taiwanese music culture like Taiwanese operas, but we were also 
given chances to visit the famous music hotspots and enjoy the music 
shows in Taiwan. Besides experience about music, I also met a lot of 
friends from Taiwan and we are still keeping in touch. Although I joined 
the Taiwan music tour for two times, due to the age difference, the 
experiences were also different. It was really amazing for me to gather 
with my old friends who were not from Hong Kong.

For my music tour to Vienna in Europe, I would say it was pretty 
wonderful.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re was a large time difference between 
Hong Kong and Vienna, it did not affect our trip. As we all know, Vienna 
is famous for music and it is the place where Mozart was born and lived. 
It was really lucky for me to get this chance visiting many celebrated music 
hotspots, including the scene of the movie ‘Sound of Music’, Mozart’s 
house.

All in all, I would say that our school orchestra is a cradle of musicians, as 
it keeps providing members chances to join different activities, in order to 
help them improve their instrumental skills.

4M Shiu Hin Yeung 

Feedback from Wong Hok Yan (Class of 2012): 
Reading this essay, I can sense that he has had a fruitful and enjoyable 
experience in the School Orchestra – not only as a member but also 
as a leader. The Orchestra is a place where members learn, improve 
and evolve into better musicians, and where we share the joy of music 
to our audiences. It is also a place where we collaborate and strive for 
excellence. Music-making is an endless journey, so never stop playing and 
there is always more to 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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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th Star Artists
Album Launch Party of Chris Wong

You are cordially invited to an exclusive event which is the Launch 
Party of Chris Wong’s new album - Moon and Stars.

Product
Chris Wong is well-known for his talent in and dedication to music. 
This time, he spent over a year to work on producing this new 
album - Moon and Stars. In the album, it contains 7 songs which 
are all composed by Chris himself and all songs are definitely 
exceptional. Chris has always been sparing no effort to pursue 
improvement on his music. Therefore, this album would surely 
remarkable.

Event 
During the event, participants will watch a video in which you will 
find out the difficulties Chris met when he was recording this album.

After the video, there will be a meet-and-greet. Everyone will have 
a chance to have a close encounter with Chris. It is a precious 
opportunity to be able to shake hands and take a selfie with him. 

Lastly, every participant will get to listen to the title song from Moon 
and Stars. This will be the first time for Chris to sing the song in live!

This event is truly worth going to.

Event Details
Date: 16th September 2016
Time: 6:00pm to 9:00 pm
Venue: 139 Flower Road, Music Building, Tsim Sha Tsui 

R.S.V.P. by 13th September at northstar@gmail.com.hk

4V Lau Chin Yin

Feedback from 4V Wan Tsz Yung: 
This invitation has included all the details of the event. The 
highlights are very appealing to fans. If I were one of the fans, I 
would definitely not miss the event!

Young Voice’s Short Story Competition

Our annual short story competition is going to be held very soon! This is 
absolutely a precious opportunity for you to present your creativity and 
writing skills, and there will be luxurious prizes for you!

About the competition
We, the Young Voice, have been organizing the competition for 5 years, 
and the number of participants is increasing gradually. Our aim is to 
encourage youngsters to use words to express their feelings as well as 
show off their writing talent and their innovative ideas. You’ll definitely 
have the same chances whoever you are! As long as you are confident 
with your composition, you are welcome to join!

About the theme
‘Relationships’ will be our topic this year. Participants may have different 
stories between families, companions or even lovers! There may be 
one with the most interesting content, isn’t there? So, choose your own 
experience to share with a brilliant plot!

About the winners
Our judges will be choosing the winners according to their content, 
language and organization. The champion will receive a $1000 book 
coupon and a laptop, while the first-runner up and the second-runner up 
will be awarded with $500 and $100 book coupons respectively. Also, 
the winning passage will be posted on the Young Voice the following 
month.

About the entering
You can start joining our contest from 20th August,2015 by filling in the 
form in our website (stated below), and handing in your work with 700-
1000 words before 1st September,2015.

If you are full of talent, then why don’t you join us?
Come on and show your great talent! 

4S Lun Shuk Chi

Feedback from 4S Ip Hong Kiu: 
I really think that this imaginary short story competition is very 
attractive and that I would like to join it. I think Lun Shuk Chi’s choice of 
“Relationships” is very suitable for students of our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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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alance is Lopsided!

- It is getting harder for Hongkongers to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work and life.  
What can be done? -

The balance has been tilted! Hongkongers have been ranked the first on the list of 
“Worst Work-life Balance” of Forbes Magazine 2015. Patently, that should not be 
something we should take pride in; instead, prompt action should be taken in that it 
will pose tremendous threats to Hong Kong!

In this day and age, it is totally not bizarre to see office buildings with lights on in 
the night. Why is that? The prevalence of overtime working culture is, doubtless, a 
contributing factor to this pressing issue. Every now and then, you can hear your 
parents complaining about receiving messages from their bosses even when they 
are off duty. Hongkongers are unveiled to have to work for at least three hours 
more than required every day, not to mention the fact that even at weekends, it 
has more or less become obligatory and mandatory for employees to be on duty 
and stay ready for any sudden work order. My sister, who is currently working as 
an accountant upon graduation, has been upset because she has not been able to 
meet the family and to hang out with her friends for two months consecutively, with 
the sole reason behind being that her schedule has been so tightly occupied by 
her clients and arrays of meetings. I guess it is already blatantly clear that what is 
destined to be the sacrifice when one joins the society and becomes a member of 
the workforce is one’s family and friends, or to put it simply, personal life. 

The gravity of this issue with high urgency to be tackled must not be overlooked. 
One acute consequence is the abruption of family harmony. The incessantly 
repetitive lifestyle, which is tightly scheduled and stuffed with work, work and work, 
is indisputably going to add to one’s burden both physically and psychologically. 
Conflicts arise much more easily due to misunderstandings. Imagine you constantly 
stayed in the office, even overnight, as if it had become your second home, would 
there be adequate time for you to communicate with your family and develop a 
good understanding of one another?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tension in the 
family increases significantly, or even to an extent where, most undesirably, there 
may be verbal, physical or even mental abuse cases which are frequently reported 
in the news nowadays as a result of the resentment accumulated at work which is 
obviously not given vent to in a proper manner.

The shocking figures released by the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stipulating that the cases of family abuse cases, including verbal, physical and 
mental, have skyrocketed from a mere 0.5% to over 3.2% over the past decade, 
should serve as a reminder for all of us to bear in mind the undesirable drawbacks 
on family relationships if we fail to reach a work-life balance.

Not only will it threaten our family, but on the whole, the failure in rectifying 
the tilted balance will tie down the morale and productivity of labour, thereby 
making Hong Kong falter in its economy in the long term. Without adequate rest, 
it is easier for employees to fall ill. In addition to the physical impact, another 
significant demerit concerns their mental health. Sustained working can indeed tear 
down a person’s mental status, especially in face of blame from bosses and co-
workers. I believe it is not hard to envisage what would happen as a consequence 
of obstacles encountered repeatedly, such as failing to meet the deadline and 
getting punished. What about if you had nowhere to vent your frustrations? That 

5J Chu Sing Ip

Feedback from 5J Hau Pak Chuen: 
As we are having different kinds of dreams and goals to achieve in our 
different stages of life, usually lots of the Hong Kong people are having 
the busy lifestyles. It is an article to let us reflect the importance of having 
a work-life balance lifestyle. 

would simply add fuel to the flames. Emotional upheavals emerge much more 
frequently and you may become a tantrum-thrower, especially at your colleagues.

As disclosed in a survey conducted regarding workplace issues by SingTao in 
2014, one of the most severe problems was concerned with the upsurge in the 
number of employees suffering mental illnesses, for example, depression, due 
to work-related pressure. Such revelation has implied that an unstable working 
environment is for sure unable to boost its efficiency. On the contrary, working 
productivity is doomed to diminish. As you can see, failure in striking a work-life 
balance is never a negligible issue for the reason that it will ultimately lead to the 
city’s failure in functioning as a global financial centre any longer. 
 
Yet, well goes the old saying, “Where there’s a will, there’s a way.”. However, 
despairing this situation may seem, there are always feasible solutions, one of 
which is the cultivation of life-long interests. While some may rejoice at listening to 
music, others may relish doing exercise as a means to alleviate their pressure. The 
significance of developing an interest lies in the fact that you can be engaged in 
a specific activity upon which you can rely to give vent to your emotions healthily. 
This suggestion does not only come in useful to those at work, but also to me 
myself as a student. I devote my spare time to cooking to ensure that my life is not 
monotonous and that my heavy workload will not get me restless. When I see a 
dish that is made by me and tastes delectable, the sense of achievement within 
myself always wipes tiredness off and takes me back to an energetic state again. 
You may also consider inviting your family and friends to take up a new hobby 
together so as to forge a closer relationship and foster a tighter bond.

In addition to nurturing a leisure pursuit of yours, to remedy the situation in a 
sustainable way, I would propose legislation to standardise working hours were I 
to become a LegCo member. Through the legislation, it is ensured that employees 
will have sufficient time set aside for their own personal life so that any drawbacks 
mentioned above can be prevented from happening. Standardising working 
hours will indeed be an indispensable element in establishing Hong Kong as an 
advanced city by following in the footsteps of other leading economies like the 
United Kingdom and America, both of which have promulgated such a scheme for 
a long time.

It is firmly asserted that family and health are of equal, if not more, importance to 
work and that the two vital elements must not be forgone for the sake of monetary 
rewards. Through the concerted effort of the whole society, I believe that the 
problem of a lopsided balance between one’s work and personal life can soon be 
rectified in the near future.

66 67

DIMENSION 2016 /



CHAPTER 3 : Creative Innovations

A proposal letter to the principal on whether to 
spend resources on a new gym or a new library

Dear Principal,

I am writing to suggest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gymnasium. I 
have heard that the school has received a large grant and you are 
considering whether building a new library or new gymnasium 
is more beneficial. As a member of the school, I feel that I have 
the responsibility to express my opinion for the betterment of the 
school. I strongly believe that having a new gym can definitely 
benefit the school more than a library. There is a twofold 
advantage to my suggestion: more physical activities for students 
and better promotion of our school among the community. 

First and foremost, having a gym can give students more space 
to work on their physical health, hence provide a means for them 
to relieve pressure. Given that some of our students do not have 
physical education lessons in their tight S6 Schedules, we, senior 
form students, actually do not have a proper way to strengthen our 
bodies and relax our nerves. With this in mind, constructing a new 
gym can surely provide us with a place to exercise and get our 
minds off textbooks. On the contrary, setting up a library might not 
give us the reinforcement we long for on the physical side. 

On top of lessening the academic pressure, having a gym can 
train us in areas other than just acquiring subject knowledge. We 
spend most of our school days inside of the classrooms listening 
to our teachers and receiving essential subject knowledge. We 
never have enough opportunities to strengthen our bodies, let 
alone socialising with our peers. A new gym can be a platform for 
us to interact with our schoolmates, seniors and juniors. We can 
then hone our social skills and get ready for the communicative 
commercial world outside of school. When compare to the library 
where talking is strictly prohibited, a gym can contribute to students 
far better. 

5N Chou Zen Hang

Feedback from Mr. Tang Ho Man: 
Hanson, this is a well thought out proposal to the imaginary 
principal. You showed that you are aware of the real issues being 
faced by Hong Kong schools in the society. Your suggestions 
are relevant and I could see that if any school would follow your 
suggestions, the school will benefit greatly from them. 

A new gym can no doubt boost the reputation of our school in the 
community. Lamentingly, schools in Hong Kong are under pressure 
as the number of students across the territory has demonstrated a 
downward trend. Parents demand more and more form schools as 
they would like to receive nothing but the best from the education 
they can afford for their children. With a new gym, we can prove 
that we are committed to providing an all-rounded education to 
youngsters, both academically and physically. According to a 
survey done by a local university, 87% of parents would consider 
a school with better sports facilities for their beloved children. 
Therefore, building a new gym can ease some of the admission 
pressure of the school.

Taking all the factors into account, I hope that you will consider 
my proposal favourably. Not only can a new gym provide a new 
means to better mental health for students, it can also train our 
communication skills. Furthermore, a new gym will definitely help 
our school in setting up a better image in the community, hence 
ease the admission pressure of the school. I strongly believe 
spending our resources on a gym trumps having a new library. 
Thank you for your kind consideration. 

Yours sincerely, 
Chris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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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ech: Peace if not the absence of War:  
Fair, Fearless, Forgiving

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peace is not the absence of 
war. ONLY if we are fair, fearless and forgiving, the world will be 
peaceful.

Undoubtedly, Hong Kong is a prosperous and safe city, we only 
have to worry about which interest classes we should choose, in 
order to increase our competitiveness and improve our prospects. 
Meanwhile, HUNDREDS AND THOUSANDS of the third-world 
children are born in poverty, in the sickness and in the dread of 
attack every day.

The ugly truth is: Sending their children to be soldiers is the only 
way out to confer their future. Lives are NOT fair. When we are 
holding the violins and performing harmonious music, in another 
corner of the world, children are holding guns and fighting for their 
lives. One planet, but two different worlds. Food waste here, but 
starvation there. Could we donate the money of a fancy dinner 
to provide for the needy? Could we save the child soldiers by 
promoting equality? If we keep turning a blind eye, aren't we the 
accomplices of war? 

I hope the world is fair. No one has to fear about war. How far 
away is war? We live on this tiny island in HK when wars mostly 
happen in the Middle East. War might be physically far from us, 
but war haunts us in our hearts. The attack, deceit and blood shed 
torment our peaceful mind. Being mighty and strong isn’t the best 
way to help us escape from the scourge of such bad feelings, yet 
forgiveness is.

Time and again,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use armed forces to fight 
for peace. They use lots of powerful weapons as the instruments to 
pull down terrorism. Over and over. Does the power of weapons 
bring us a peaceful world? Sadly, Never! Isn't it ridiculous that 

5N Chu Wing Tung

Feedback from 5S So Yat Nam: 
The speech is quite impressive and inspiring. In Hong Kong, most 
of the students do not treasure what they have. It is sad to see that 
third-world children are living in sickness and in the dread of attack 
every day. How come there is such a great difference among 
children in different countries? If we really want to live in a peaceful 
world, we shouldn't hate and take revenge on one another. It will 
not only harm ourselves but also the others. It is earnestly hoped 
that people should live forgivingly, fearlessly and fairly.

people murder the people guilty of murder? All I know is killing 
people is wrong!

Similarly, it’s meaningless to hate and take revenge on somebody 
who hurt us. Why don’t we liberate our souls and remove the fear? 
Forgiving doesn’t mean accepting their wrong-doings. We forgive 
not for others, but for ourselves. We forgive in order to eliminate 
hatred and attain peace. Forgiving is a possible option to bring 
about peace.

A harmonious world is not necessarily a fantasy. It can happen in 
the reality. 
Be fair. Be fearless. Be forg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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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逢欣老師評語：
充滿童真與想像力的一次遐想，情節緊湊，讓人瞬間跌入那豐富的星
座世界。

溫剛老師評語：
遙望星空的情景寫得既真實又美麗；擬人法的善用令敘述帶有傳奇色
彩；順便引入對爺爺的思念之情，甚至對神秘宇宙的神往，文章的寬
度大大延展。

星空下的遐想 星空下的遐想

昨天晚上，我在家中沉迷玩電子遊戲。突然爸爸提議我們到大公園裏
走一走，散散步。我極不願意外出，那個電子遊戲是最新的版本，怎叫
人放下呢！可是經過爸爸的再三催促，我好不願意地跟他外出。

到達大公園後，我們在一大片草坡上休息，我在棉花似的草地上，望着
漆黑一片的天空。天空雖然漆黑一片，可是頑皮的星星你追我遂，到處
東奔西跑，有一些長時間炫耀它的光芒，有一些只是曇花一現、有一
些閃亮過不停……真令人目不暇給，連皎潔的月亮也害怕得躲避起來。
本來雲層大哥想把幾個頑皮的小星星抓走，帶到遠方。可是，聰明的
小星星施展左穿右插的招數，令雲層大哥眼花瞭亂，徒勞無功。本來
疲倦的我很想入睡，但星空上的熱鬧情景，令我目不轉睛，我突然晃了
一下，被它們帶上天空去啊！

我眼前一亮，竟然看到十二星座上下左右圍繞着我。我看到金牛座、白
羊座及山羊座悠閒地吃草，與世無爭。巨蟹座跌落水瓶座的懷抱裏，
悠然自得。雙子座那兩位小伙子勇敢地抓拿雙魚座那兩條巨魚，竟然
把它們各自放在天秤座上的雙秤上淘氣地鬥一鬥，那一位抓魚比較
大、比較重呢？忽然我聽到處女座的小姑娘大聲呼救，原來獅子座的
老獅王大聲咆哮，氣勢洶洶，正撲向小姑娘處。我驚惶失措，淚如雨
下，眼看她快要被獅子王吃掉時，一枝金光閃耀，快如流星的箭射向
獅子王的頭部，它連忙閃避。原來是人馬座拔刀相助，他再射出三枝
金箭，阻止獅子王的侵襲，我以為危機已解決了，冷不防狡猾的天蠍座
竟向我背後偷襲，它的蟹鉗抓着我雙肩……我回過神來了。

原來那雙蟹鉗原來是爸爸的雙手喚醒了我。

我回望天空，懷念着剛才的美景，原來大自然給我們那麼美好的景
象，那份幽美，那份寧靜，是煩囂的都市找不到的。我後悔沉迷網絡遊
戲，我要向同學們及朋友們介紹大自然，與大自然融為一體，享受上
天賜給我們與大自然一起。朋友們，你會否跟我一起親近大自然嗎？

在我很小的時候，大約七八歲左右，我去了婆婆家鄉，當時發生了一件
很有趣的事情。

我們到達家鄉時已經九點。夜幕的來臨，令我倍感疲倦。於是，我躺在
祖屋的天台上，抬頭一看，只見繁星滿天，一陣微風吹來，讓我感到很
愜意，我不由得慢慢地沉醉在這片星空下。

我彷彿站在了天邊，星星們都對我感到很好奇，它們上下打量著我，好
像對我有千萬個疑問，想逐一跟我討論。過了一會兒，我終於開口說話:
「你們好，我是來自地球的人類。」它們好像聽得懂我的話，便微笑著
拉起我的手，示意要帶我遨遊天際。於是，我便跟著走，突然，它們把
手指向左邊的方向，我往那方向仔細一看，哇!心裏不禁驚嘆了一下，
像巨人大的天狼星就在我面前。我從來只有在書籍上看過，可沒有這
麼近距離觀賞星星。然後，旁邊又出現許多我沒有看過的星，弄得我
眼花撩亂，就像身處在天堂裏一樣。這時，我才覺得原來世上還有這
麼美的東西。

天越來越黑，星星便把天空打扮得更美了，一望無際的夜空下，一條細
長的柳枝劃破了天空。漸漸地，無數顆星星都在夜空下飛舞，我感到
很愕然，我真是嚇壞了，想不到大自然也可以綻放自己最美的一面。

我記得小時候媽媽說過去世的親人會幻化成一顆星星，恰好，我爺爺
剛去世，我真的很掛念他，所以便趕快跟星星們詢問一下，我爺爺藏在
哪裏了。可是，它們就是不肯說給我聽，因為連它們也不知道我爺爺躲
在哪裏，我很失望，但我相信他會永遠在身邊守護著我。

「鈴，鈴，鈴」十二點的鐘聲響起了，灰姑娘也要回家，我也該回去了，
我跟星星們道別後，便從天上飛回人間去。我揉一揉眼睛，伸一下腰，
便懶洋洋地走回房間。

頓時，我才發現人類是多麼渺小，雖然我們不能揭開宇宙神秘的面
紗，但星空永遠是美好的，它總是帶給人類無限的想像。我想去探索
它，了解它，我愛上那美麗的星空了。

1M 陳承一 1S 韋文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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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V 莊鈺儀同學評語：
這篇文章寫了「我」在星空下對人生的反思，帶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道
理，並在本來應是觀賞星空的情境中加插了飛機飛過，吸引了讀者注
意。整篇文章文句優美，提出的疑問發人深省﹕人生，到底是甚麼？

星空下的遐想

我完成梳洗，踏出更衣室，走下樓梯後又回到了沙灘上。家人就在不遠
處的帳幕裡，我打算踱步回去時，卻聽見一陣微弱的隆隆聲。縱使意
識到那是飛機飛過天空的聲音，但頭，還是不由自主地仰了起來。飛
機在眼前掠過，又從眼角消失。我的視線並未追隨它，那滿天星宿把我
的眼睛吸引住了。

星空，與海浪聲，一動一靜，卻同樣地和藹。結合起來，是那樣的迷
人、安詳。

在充斥著光污染的香港，如此璀燦奪目的星空是那樣難得。我居然停
下了腳步，一直陶醉於這景色。滿天星海，我指不出任何一顆星的名
堂來。他日，得看一下星圖，最少能認出北斗七星。可是，哪個他日？

「明日復明日，明日何其多？」哪怕人知道自己生命有盡頭，可是仍然
縱容自己把事情一拖再拖，最後「萬事成蹉跎。」對的，人生苦短，但即
使人在地上的日子有如天上繁星的多，人還是重複犯錯。漫長的人生，
也是用來一拖再拖的。

又有飛機飛過。

哪一天我不再屬於世上，我會從我現在注視的星空，俯瞰著世界嗎？
那時的景色，可會比燦爛星漢壯觀？心中感慨，可會比海浪洶湧？我
又會否看見，一個我不認識的少年，也站在這裡，仰視星空，作著無謂
的遐想？——     還是我根本沒辦法享受這福分，被拘禁在陰間？天堂的
路，太窄，太難過。
   
海浪無聲。星宿無言。
   
當我離開，有會有多少人惦記，多少人在天堂上等著，我又要等待誰？
在《賣火柴的小女孩》中，奶奶對小女孩說過，有靈魂回歸主懷時，天
上便有星星墜落。在我的那顆星墜落前，我會找到它嗎？
   
星，你在笑嗎？

2J 姚采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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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啊！最重要的是，你到底在一生中，做過了甚麼。你有否堅持夢想？
你有否違背了自己？人，就如天上繁星中的其中一顆星宿，縱使未受注
視，但也曾發光發熱。只是，人的發光，可以照亮別人的生命。但若當
一生到了盡頭，你仍糊里糊塗，別說你照亮了誰，連自己是誰也不知
道，那連星星也懂笑了。
   
星星會笑嗎？會哭嗎？

當第三次，飛機劃過長空，我媽終於喊我了，我轉身，在海風吹送下，
回到營地，我爸和我媽正在喝啤酒，妹妹在吃薯片。
   
一樽還酹江月。
   
多情應笑我。
   
「你為何這麼久都不來？」爸爸問到。
   
「沒什麼，這時你不覺得，天上的星很美嗎？」
  
他們三人同時抬頭，妹妹很快就垂下頭來，繼續吃薯片。父母卻仰望天
際，陷入無言的思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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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下雨了。

那一天，下雨了。

路邊的街燈亮了起來，投下白慘慘的燈光，冷雨無聲無色地下著，人們
撐著雨傘，裹緊大衣，沉默地走著自已的路。

陰暗的天空，灰色的雨傘，深青的路面……滿眼所見都是暗淡。

一把晶瑩透明的傘，在街角晃了一晃。

雨下得更大了，周圍的一切都蒙上了一層霧氣，變得模糊起來。只有那
抹純潔，仍清晰得不可思議，在大雨瓢潑的街道一直奔跑。

—— 那，是屬於一位少年。

身邊的街景飛快地閃過。雨點打在傘上的聲音，傘尖撞上其他傘「啪」
的聲音，在此刻都變得遙遠。

少年不停地跑，雨水順著頭髮滴個不停，喘氣聲重重地起伏不斷，疲
勞感擴散到身體的每一個細胞，然而他沒有理會。現在的他只在恐
懼，那個「她」會不會在任何一刻，就消失得無影無蹤。

很快，少年拐進一棟蒼白陰鬱的灰白色建築，隨後關了雨傘跑了進
去。

走廊裏是一片納悶的，而來來往往的人的腳步聲，都重得好像一下下
直接踩在人的心上。

這時，滑輪滾過地面的聲音和金屬晃動的聲音刺耳地響起，戴白帽的
和穿白袍的人飛快地推著一個女孩子過去，而她的親朋好友相互攙扶
追在後面，哭聲悲戚。少年回頭看向急救的隊伍……直至走廊裏又再
次回復一片壓抑的沉寂中，才快快地回頭繼續走路。

隨即，他到了一間病房門口。少年心裏再次升起一陣陣恐懼。

2J 梁學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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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會有事的。少年深深地吸入一口氣，便徐徐推門進去。

小小的單人病房內，彌漫著濃濃的藥水味。房間裏雖安靜得好像另一
個世界，但與外面的沉寂不同，這，是一種安詳的感覺。

而在床上的那個「她」，仍安安靜靜地看著一本書。——  「她」，依舊
存在。

少年鬆了口氣，靜靜地把椅子搬到床邊。然後，他耐心地等待「她」注
意到自己。

良久，當少女滿足地將整本書緩緩合起，把頭抬起來後，才注意到少
年的到來。

「你來了，對不起，沒注意到。」

少女聲音很輕，很溫柔，像在夢中在耳邊的呢喃。

「沒什麼……」少年看到少女那瘦削的身驅， 突然想起記憶中那容光
煥發的她，心不禁抽痛起來。 「昨天叫你好好地吃飯，怎麽看起來還
是那麽差?還有，要是沒精神就別看書……」

「對不起！」

「醫生説我……已經不行了。」

整個房間都沉默起來，只聽到外面滴答滴答的雨聲。

少年沒說甚麽。其實他進門不久便知道，房間裏缺少了一些東西……

「我……只剩下很少時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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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只是不想承認，不想接受，房間裏早已失去醫療儀器發出的聲響。

「所以……我想在僅有的時間內，做回一個正常人。」

他早就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但他還是期待著那一個可能。 

「我已經和醫生說了我的意願，所以到那個時候……對不起。」

期待她已經好起來，已經安然無恙的可能。

少女慢慢地舉起她虛弱的手，無力地觸摸少年的雙頰。

「可以答應我最後的願望嗎?」

少女不停地在少年的臉上磨擦著，像是幫他擦走甚麼痕跡，少年疑惑
地把手放在臉頰上。

「可不可以笑著，送我最後一程?」

原來，少年在不知不覺中，已經流出兩行透明的淚珠。

少年擦擦雙眼，奈何淚水卻永無止境地流著，於是他決定不要管它
們，努力露出一個無比燦爛的笑容。

「嗯！」
呼嘯著的風不知道什麼時候停止了，雨也漸漸停止。清新潮濕的空氣
中，鳥兒在委婉啼嗚。

一縷縷金燦燦的陽光你不讓我，我不讓你的竄入簾子的間隙，穿射著
少女那幾乎透明的身驅。

少女感到身體變得沉重，視野變得暗淡，說話聲變得遙遠。她知道，她

已經不行了。

……還有很多話想說啊。

她絞盡最後一絲力氣，吸了一口氣。

「我很開心……那一天對我說的……能讓我……再好好……聽一次嗎？」

「嗯……總有一天，我會讓你喜……」

少女的手無力地從少年的臉滑落。

「……你就讓我，說到最後呀。」

……就這樣，在她最愛之人的看顧下……留下一些眷戀……

—— 少女就這樣死了。

當少年踏出建築外面時，天空已經一片滿天繁星。

少年抬起頭，希望能在冥冥繁星中尋找「她」的身影，但不久便無奈地
搖起頭。
—— 那個「她」曾經説過，當一個人死去時，天上便會有一顆星星掉下
來。

「她」已經不存在，而他必須接受這個事實。

少年深深吸一口氣，直直地向前走，然後，少年沉入黑壓壓的人羣中，
被暗流挾卷著，消失了。

空 間 2016 / 第 3 章 : 思 維 · 革 新

梁逢欣老師評語：
學堯以細膩的筆觸刻劃少年送別愛人的情景，透過對環境、心理的描
寫，令讀者的心跟著主人翁跳動、心傷。結尾「少年沉入黑壓壓的人羣
中，被暗流挾卷著，消失了。」讓人不禁唏噓、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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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明珠老師評語：
如果我們能回到過去、跑到未來，可能世界就不會那麼多「後悔」，也不會
出現「早知如此，何必當初」的感慨。就是因為人類不能改變歷史，因此我
們常常都會說「珍惜」、會「三思而行」。或許，這眾多的「未知」才是人類
最寶貴的經驗吧！

沒有課本後

上中學了，我幾乎終日忙個不停，如同電腦程式一樣每天重複著同樣的事
情，茫茫書海，何處是岸呢？
又熬過了一個夜晚。
差不多半天了，終於把功課完成。我打開手冊，然後用那枝快被我寫到沒
墨水的藍色圓珠筆將最後一項功課刪去。「太好了！終於完成了……」我在
心中吶喊著。誰知，話說得太早，在左下角，即手冊的備註欄裏竟寫著「星
期一有數學測驗、英文默書和中文說話考試」這麼殘酷的一句。
我徹徹底底絕望了。
正當我準備把比鐵還要沉的書翻開時，我卻停了下來。
今天，我決定不再浪費這屬於我的周末。扔掉書本，走出房間……
啊！忘記帶錢包。
如是者，我再進了房間……
帶齊所需的東西，我走到對面街的「五金行」買了一堆零件和裝備，然後
去了我的工作室。我把東西放下，從櫃子裏頭找出幾份藍圖來，接著帶上
眼鏡，擺出一副專業工程師的樣子，開始工作……
「沒想到扔掉課本後，工作還是繼續！」我喃喃自語道。
五六個小時後，世上第一部時光機誕生了！
對，你沒有聽錯。
我這個超級機械工程電腦天才實在當之無愧，不用一天，只是幾張指示圖
和幾塊工具便完成了史上第一部時空穿梭機，誰也料不到弄一部時光機
會是這麼容易呢！
事不宜遲，我坐上時光機，把時間調到十年後的今天，然後推下手杆。
我眨了一下眼，怎料一瞬間，我已經到了一個毫不熟悉的地方。
這個單位又殘又舊的，蛇蟲鼠蟻滿地爬，燈光又暗牆壁又破，感覺寒酸得
很。不過，既然是第一次穿越時空，難免會有些出錯，盡快找到自己的家
就行啦。我往門外一瞧，只見門牌上寫著兩字－「張府」。
等一下，難道……
十年後，我的家是這樣的嗎？如何搞成這樣的？不，是誰搞成這樣的？不
不不，為什麼會搞成這樣的呢？此時此刻的我思緒萬千，滿腦子都是問
題。
一頭霧水的我在不遠處看到一個青少女，她的衣服破破爛爛，衣衫不整，
頭髮一團糟。雖然如此，但我仍然不禁在想究竟誰家那麼幸運，能生出這
貌美如花的女孩。
然而，她正向我十年後的家走過來。
「……」這是我人生中最百感交集的十秒。

這是我嗎？這真的是我嗎？雖然說她美得太不像話了，可是，十年後的我
不是應該在法國的著名設計公司裏喝咖啡，或者是在紐約時代廣場拍電
影嗎？這樣的打擊，讓我那些一連串的問題多了上萬倍。
她進來了，見到我，愣了一下，但她竟出乎意料地進了廚房，臉上還一副若
無其事的樣子。第一次看到未來的自己，不應是震撼又驚喜的嗎？為甚麼
我現在會有種毛骨悚然的感覺呢？本來我就想跟她打個招呼，但這也太
土了吧，更甚的是，她現在對我不瞅不睬，算啥啊？反正來到未來了，也得
說說話才走吧。
我正想跟她提問題的時候，突然，「我」從廚房跑出來，手上拿著把大刀，
向我衝啊衝，讓我措手不及。
「你！我要殺了你！」她咆哮道。
真的千想萬想也沒想到，「我」要殺我！
「怎麼回事……」我來不及反應過來。
話音未落，她便要一刀斬到我頭上去。「你傻啊？我是你，你是我，你殺了
我，不就殺了你自己嗎？」我大喊。
片刻過後，她放下刀子。
「看！都怪你，我都變笨了，要殺了我自己，哼！」她的語氣充滿了怨恨。
「怪我？」我百思不得其解。
「要不是你當時決心扔掉課本，決定不再讀書，我就不會變得這麼蠢，不
會失業，不會沒錢繳房租……甚麼明星夢，一下就幻滅啦！別說巴黎，連乘
地下鐵的錢我都沒有！嗚……嗚……」
「原來是這樣……」我恍然大悟。
「當我意識到自己弄掉課本，無心向學實在是大錯特錯的時候，已經太遲
了！」
我的心如刀割似的，又難受又內疚。
「我真的……真的很抱歉！但……但我有要事忙，在此告別了！」說完，我再
次坐上時光機……
回到似曾相識的房間，看看日曆，是九月二十七日沒錯，接著我拿著捶子，
往時光機砸，零件隨即應聲落地。
我收拾完整頓好，再回到房間，從地上和垃圾桶裏撿回課本，再回到房
間，坐在椅上，開始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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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蘊瑜老師評語：
以風箏貫串全文，以為比喻，文末畫龍點晴，更見感受深刻。

江靜宜老師評語：
詞彙豐富生動，運用多種描寫方法，描寫生動。若能在文末點出全文
立意，文章更佳。

風箏 上學途中

我常常遺憾掛在我家門的那隻風箏。那隻風箏待在那裡已經有兩三年
了，那是我爸買回來的。它一直待在那裡，經過多翻風浪，木架已破，
布料也變了色。但每當有風，它都竭而不息地力爭上游。然而，時間過
了，它已被世人遺忘。看見它滿佈黑斑，我也不敢碰它了。

每當天文台宣佈八號風球的時候，我總會抬頭望出窗外。風箏總是乘
風破浪，折騰不息。就算被雨壓下來了，它總會竭盡所能，為的是在天
空上飛翔，把景色收盡眼簾。它也很有忍耐力，就算風雨多強，也盡力
抵抗，翻天風雨也不怕，為的是飛出香港，到處探索。

偶爾看見妹妹踢毽子，我總認為風箏比毽子努力多了。風箏總會在天
空中享受着探索的無窮樂趣，耗盡力氣也要邁進一步，而它仍跳着優
美的舞步，毫無怨氣。毽子飛上了天空，卻又落下來，總不能在天空
中飛翔，它沒有那種耐力，又沒有那種好奇。它只會原地踏步，此時，
風箏已在天空中不顧一切拼命探索，就算被束縛，也總在天空中掙扎
着。

久而久之，父親認為它礙眼，於是把它在一個風很大的時候給放走了。
繩索給鬆了以後，它自由奔放地飛翔，到了遠處，它落下來了。但過了
一會兒，它又隨風飛走，永生不息。就算跌倒，也會勇敢地站起來，尋
求知識的根源。

可惜的是，每當它落在誰家門外，屋主總會不耐煩地把它趕走，但它
總堅強地追隨着自己的目標。

有時候，我多想成為一隻風箏，堅強、勇敢、永不放棄地追隨自己的目
標。

清晨時分，我帶著睡意，背著沉重的書包，踏上上學的路途。因我家住
在小山丘上，需要在斜路向下走。陽光給我送上絲絲的溫暖，幾隻小
麻雀在樹上吱吱地叫，奏出美妙動聽的樂曲，令人賞心悅目。我慢慢地
醒過來，張眼四望，路旁是一棵棵鬱鬱葱葱的樹木，在路的另一邊是
車輛行走的道路，大多是接載學生們的校車，偶爾發出「嗶嗶卜蔔」的
聲響，打破了清晨的寂靜。

我低頭向下望，發現有兩隻小蝸牛慢條斯理地爬行，爲防踏到牠們，我
特地走開一點，抬頭望天，湛藍的天空上有幾朵像棉花糖的白雲在飄
浮著，微風吹拂著我的臉，又嗅到鮮花的幽香，清新的空氣，使我精神
一振，心情開朗起來。

往下走，在樓梯級旁邊有一個小魚池，有數尾鯉魚正休閑地在水上舞
動著，有的飛濺過水面，活潑得很。我很羨慕他們可以自由自在地生
活。接著我乘坐自動電梯先到達商場，然後來到地鐵站，在繁忙的街
道，路人行色匆匆，為了要趕上學和趕上班。

在地鐵站內，人頭湧湧，各人都急忙入閘趕乘車去。在車厢內，乘客有
的在閉著眼休息，有的忙著閱報，有的講電話，有的沉默不語。到達寶
林站後，我離開地鐵站，走到紅綠燈路口，正等待著橫過街道，忽然下
起雨來，我慌忙地從書包裏尋找雨傘，打開它擋著雨。雨水在傘上面
發出淅淅瀝瀝的聲音，很是好聽。可是，街上的行人因沒帶雨傘，很狼
狽地越過道路，並尋找有蓋的地方避雨。幸好，一會兒雨停下來，地上
的污穢被清洗乾淨，一陣陣的清新空氣，令人心曠神怡，感受到大自然
的奇妙，所以下雨並不一定令人討厭。

這時，我已經來到學校門口，是我今天學習的開始了。

2M 溫嘉愉 2S 李琬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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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靜宜老師評語：
描寫細緻，手法多樣，比喻的使用尤爲出色。若能在文中點出全文立
意，文章更佳。

上學途中

「雞啼聲」令我從夢中醒來，我揉了揉眼睛，下樓準備所需的物品。準
備完畢就背著書包出門上學去。

清晨，濃霧瀰漫，從山腰向下望，只看見那怎麽拉，怎麽扯都不碎的濃
霧和那模糊的城市。灰色的霧氣籠罩著城市，一縷又一縷的輕紗爲其
添上一種神秘感，隨著迷霧的濃淡，變幻多姿，彷彿海市蜃樓般奇妙。
東方的晨曦從起伏群山中探出頭來，霧的顔色由灰暗變成純白色，再
由純白色變成淡淡的橙色，色彩變化無窮，可是不久濃霧便慢慢地飄
向大海，消失在無盡的天邊。

下山的途中，翠綠的松樹聳立在兩旁，樹影婆娑，一滴又一滴的露水從
樹葉掉下，「滴答……滴答」的聲音彷彿在訴說他們的城市。走了大概
十五分鐘，有一片廣闊的平地，在平地的中央植有一棵桃花樹。這棵樹
外形奇異，從正面看過去，它就像一隻用雙脚站立的兔子，可是從後方
望過去，就像一隻小貓在追蝴蝶。每根樹枝都長滿桃花，花兒色彩鮮
艷奪目。在花的頂端顔色最深，而接近花蕊最淺，除了有鮮明的顔色
外，它也有淡淡的幽香，美麗的桃花令人不禁想把它放在頭上當裝飾
呢。當微風吹過，一片片花瓣飄落，他們在空中不斷轉動，然後躺在地
上，這一奇景真令人百看不厭。

看得著迷的我，馬上回過神來，並向下一個目的地走去。

要去城市的方法只有一個—— 過橋。這條石橋寬可容四人並行，而長
只有五步，隔離城市和郊野的是一條小溪。雖然這條小溪並不大，但是
裏面却住了幾條鯉魚，活力充沛的鯉魚總會在水上跳躍，互相追逐。樹
搖晃的聲音，泉水流動的聲音，鳥兒唱歌的聲音，鯉魚跳進誰的聲音，
風吹的聲音同時發出，仿佛是大自然在演奏一首交響曲。在橋能看見
遠處幾座起伏的山，一座疊一座，像波浪板翻騰不息。而在橋的附近，
有一對恩愛的鳥兒在歌唱，旁邊的小鳥也在練習。絕美的風景加上動
聽的音樂，簡直就是一場精彩的音樂劇。

爲了消磨時間，我决定到菜市場逛逛。當我進去後，只見他們在擺攤
檔中，而且人流非常少。菜市場中擺放著不同的貨品，應有盡有，如五

2S 潘祉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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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六色的水果、健康的蔬菜等，而且當地的人也十分熱情地向他人介
紹。當我走出菜市場後就發現手上已經多了幾袋零食，這些都是他們
送的。

公園是一個能放鬆心情的地方，於是我決定到那裡散步。在公園的中
央有一個圓形的噴水池，水聲潺潺，在噴泉的四處植著花叢，色彩繽
紛的花都互相交錯，令人想到不同的物件。有一部分老人家在大草原
耍太極，向我微笑。

最後我在人來人往的馬路前停下脚步，因爲正前方的就是學校了，緊
張的心情又浮現在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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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S 林家雯同學評語：
這篇文章扣人心弦！有人說心靈可以透過眼睛看見，但作者所寫的，卻
是用「心」。這篇《聲音》是振動心靈，也喚起大家的良心。人總是自私
的，但我們不要忘記「無私」能令人和自己活得更開心。

江靜宜老師評語：
此文頗具匠心，通過對考試周回校溫習路上所見所聞的描述，寫出了學生在
緊張學習生活中，對簡單輕鬆、富有平凡美感的生活的渴求，能給讀者以啓發
和思考。寫法上使用移步換景的方法，深得「形散神不散」神髓，圍繞「春天
的氣息」來步步深入，突出主題思想。文章觀察細膩，文字簡潔而生動，景物
描寫尤爲精彩。

聲音 上學途中

我們能夠聽到聲音，是因為聲音使耳朵的鼓膜振動，但真正牽動我們
內心深處的聲音所振動的，不只是我們一個個的心靈，更喚起千千萬
萬的人已失落了很久的良心……

也許我們早已忘記我們剛呱呱墜地時的第一聲哭聲。「人性本善」，自
出娘胎，第一聲哭聲是世上最純潔、最扣人心弦的聲音。無論這個嬰
兒長大後是殺人放火的罪犯，還是一個無惡不作的強盜，他第一聲的
哭聲也是最純潔，天真的，為人帶來喜悅。

可能你會覺得嬰兒哭聲非常煩擾、擾人清夢，但我們曾經也是那麼天
真無知，任意妄為。每當聽到嬰兒哭聲，會使人的心靈彷彿馬上回復
年輕。多年來，在各大醫院流傳着一個老掉牙的小故事……

許多年前，一個世紀大盜在無路可走的情況下，他逃走到一間小醫院
裏。當時醫院正洋溢着歡樂的氣氛，原來一個嬰兒出生了！每一個人
都會心地嘻嘻笑。那個大盜在一旁聽着嬰兒的哭聲夾雜年輕父母笑不
攏嘴的聲音，竟聽得着了迷，忘記了自己正身陷困局之中。他朦朧之中
想起以前兒時和媽媽一起的童年回憶。竟不知不覺地滴下了男兒淚。
他縱橫全世界，殺人放火從沒有眨過眼，什麼苦沒有捱過？更別說流
淚了，連他自己也暗自吃驚。他走出來瞄了嬰兒一眼道︰「真不知道你
這傢伙有什麼本領竟然使我堂堂世紀大盜屈服！」之後他毅然向外
走……幾天後，報紙的頭條寫着幾個大字︰世紀大盜被嬰兒打敗。

我們所有人都曾經那麼純潔，沒有任何貪念、私欲、頑皮、怨恨、煩惱。
一個剛出生的嬰兒也做到的事，我們為什麼做不到呢？讓我們一起放
下怨恨、貪念、私欲、煩惱，像嬰兒時一樣坦誠，隨心所欲地生活，發出
世上最美麗、悅耳的笑聲！

這星期是考試周，我和朋友决定提前回校，爲考試作更充足的準備。不料，我
們呵欠連連，在車中昏昏欲睡。這樣溫習也是徒勞無功，於是我提議暫時放下
書本，放鬆心情。

路上，我們看到對面那條通往小學的路。小學生正在嬉戲玩樂，大聲笑鬧，我
們仿佛被他們的快樂感染了。但是回頭看前方長長的水泥路，路上的中學生
有的低頭看書，有的喃喃自語，背誦詩文。就算是結伴同行的，也成爲了「低
頭族」，低頭看著電話。每個人都各自爲自己的考試而緊張，我們也心情沉
重，是不是應該繼續徘徊在書海，爲學業而奮鬥？

正當我們要改變主意時，我聽到一聲清脆的鳥鳴。片刻，鳥齊聲鳴叫，像是告
訴我們春天已經來臨。我們不約而同抬頭，却看不見鳥的踪影，只隱約聽見幾
聲鳥鳴，或急速，或緩慢，想必是害羞而不願露面。鬱鬱葱葱的大樹靜靜地聳
立在路旁，默默地守護著路人。

我們再往上看，萬里無雲的天空中偶然有數隻大鳥盤旋，涼快的空氣中吹著
陣陣的微風。風當然是無味的，但我嗅到的是春天的氣息。
我們繼續向前走，來到一個露天廣場。老人就在那裡做晨操，練習太極，怡然
自得。廣場中心有個噴泉，此刻尚未啓動，四周靜悄悄的。噴泉被一盆盆植物
環繞著。我們走近一看，不久前還是一朵朵花苞含苞待放，今天終於盛開。一
朵朵白色小花在綠葉陪襯下，顯得多麼優美。再細看，就會發現一些新長的幼
嫩枝芽。

這時，噴泉突然開始運作，濺出水花，落在那些植物上。這時，幼枝芽上掛著
水珠，顯得白花嬌滴滴的。四周不再靜謐，取寧靜而代之的是流水聲。我想起
了陶淵明的一句話：「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

再往前走，便是人行路，單車徑的交匯處。交匯處的中心是一顆老榕樹，榕樹
雖老，卻依舊綠葉成蔭。旁邊有個伯伯緩慢地踏著單車經過，一切顯得平靜
而緩慢。

偶然抬頭，你可能會發現意想不到的美麗。雖然今天，我們比平常遲了十分鐘
才到達學校，但我們發現了身邊的美。

2S 王卓瑩 2S 羅芯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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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聯昆老師評語：
從窗外的點點星光，聯想到太空人、外星生物，以至藝術家羅丹，浮想
聯翩，貼合題旨。當中，亦流露出對都市人忙碌生活的感慨，以及物我
主客的思考，小小年紀，有如斯體會，實屬難得。整體文句不俗，能營
造出一種悠閒、靜謐的氣氛，教人嚮往。

星空下的遐想 上學途中

又一個悄然無聲的晚上。

隨着年紀增長，煩惱日益增長；每天忙碌不斷，但要做的事天天相同︰
上學、預習、家課、溫習、然後新的一天重覆固定步伐。負擔並不會隨
着休息時間來臨而遠去，而是讓你輾轉反側一段時間—— 儘管你眼皮
千斤重，腦還是不願停下。

這個晚上，和往常一樣。可是，當我無意間瞥見窗外，我就禁不住爬起
來，趴在床上。

我看見了偶然出現在天邊的數顆星星。

在繁忙的香港，深宵依然燈火通明，星星可謂「稀客」。看見星星，一
面幻想將來當個太空人，在太空裏慢無目的地飄浮—— 那是多麼新奇
的事！

現在的我，看着星星，苦笑—— 笑自己的天真。然而，我不禁幻想︰在
那顆耀眼的星星上，會否有人同時在看着我，猜想地球是個怎樣的星
球？

在黑夜的籠罩下，大地顯得如此靜謐；在這萬物都該休息的時候，卻
有不少人通宵達旦幹活，是城市人的生活步伐太快了嗎？現在的青年，
寧願在夜裏沉迷電子遊戲，也不抬頭欣賞美麗的星空，難怪大藝術
家羅丹會說︰「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發現美的眼睛。」這個晚
上，在這片星空下深思，總比在床上輾轉、浪費時間好。

在寧靜的夜空星裏，掛着數顆亮麗的星星。我看着星星，想起那一個
同樣無雲霧、星清晰可見的那個晚上，我和我的同伴曾經將我們的願
望寄託在一顆特別亮的星星上。

「希望這些星星永遠掛在天空上，讓我們隨時可以在星空之下遐想。
」

2S 羅芯誼 2S 莊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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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靜宜老師評語：
文章通過對上學路上的所見所聞的描寫，寫出了在平凡生活的人情味，爲讀者描繪了生
活充滿陽光和活力的一面。文章記敘具體，行文總體通順。唯在句法中過多使用長句，
稍顯單調，不利於抒情及展示句式參差帶來的文字韻律之美。望能細斟字句，推敲文
理，以期更上一層樓。

上學途徑的道路相信每位學生都再熟悉不過，那像螞蟻般密集的人群，堵住整條公路
的汽車，每天踏著一樣的步伐，懷著相同的心情向學校進發，可是當我仔細留意，我却
發現原來我一直都被那溫暖的愛和人情味包圍著……

今天，我一如既往到樓下巴士站排隊回校。可是，原來心情不錯的我立刻跌進谷底。那
長長的隊伍從巴士延伸到後方的大型商場，極像一條七彩繽紛，又長又彎的大蛇般，另
一眾「上班族」、「上學族」沮喪不已。

然而，我發現站在我前方穿著西裝的先生越來越焦急。他手冒冷汗，頭上有著一把未
整理而凌亂的雜草，他咬著一塊麵包，一直皺著眉頭，時不時回頭看巴士來了沒有。

巴士終於來了！當那先生正欲上車時。司機卻因巴士太擠逼，阻止他上車。那位先生結
結巴巴，希望上車卻不敢要求，他急得直跺著腳，一臉憔悴絕望的樣子。「先生你上車
吧！」正當巴士要駛走之際，卻有位老婦人主動把巴士中那珍貴的位子讓給那先生，他
一臉感謝的樣子，一邊說著謝謝，一邊坐著那溫暖而舒適的椅子裏。

我看著遠遠駛走的巴士，不但十分羨慕那位急著上班的先生，還真正領悟了人間有愛，
那被冷風吹的身子也因這份人情味變得暖烘烘的。

終於下了擠逼的巴士，被人壓得像沙丁魚的我也終於喘過氣來。我慢慢走著，跟我年紀
相若的學生也精神煥發，三五成群地走著，女的咬著長長馬尾，踏著輕盈的步伐，而男
的亦並肩地走著，不時傳來爽朗清脆的笑聲。整條街塞滿了學生，它也被感染了，蔓延
著青春快樂的氣氛，走過的人也會被注入快樂般，臉上綻放出微笑。

我看時間不早，便加快了脚步，途經一個小公園。小公園裏往往有一些上了年紀的婦人
在跳舞，目睹他們一絲不亂的舞步，懷著少女般的笑容，跟著節奏踏踏脚，踢踢腿，伸
伸手，令人不禁會心一笑。上了年紀的他們返璞歸真，像時光器讓他們回到二十歲般，
臉上洋溢著青春的氣息，眼神充滿著對未來的嚮往和憧憬。

快走到學校了。我看見一位面帶笑容，眼睛雖小却炯炯有神的公公在派報紙。雖然手
拿著很重的報紙，神情卻無比輕鬆。每個人雖然趕著上班上學，他們都會被那公公感
染，伸手接過那充滿人情味及溫暖的報紙。

這時，鐘聲從學校傳出，我急忙跑進校內，想朋友打招呼，走進教室。

我每天上學，乘坐的那五分鐘車程的巴士，走那二十分鐘的路，看到的不是那麽可怕擠
逼的人群，反而感受到人間的溫暖，青春的活力。照耀著我們，讓在大寒天中拼搏的我
們，充滿了活力，迎接美好的新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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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聯昆老師評語：
將對奶奶的懷念寄託在繁星之中，善用人物對話，情感真摯、動人。

星空下的遐想

「你知道天空上的星星們是什麼嗎？他們可不只是星星這麼簡單呢！」奶奶指著夜空
溫柔地問。
「那是什麼？」我什麼也看不出來。
「是我們人死了後的化身啊！但是他們都是有想守護的東西才變成星星，默默守護著。
日後，奶奶我也會變成星星守護著你啊，我的乖孫兒！」奶奶微笑道。—— 當時她的壽
命只剩下一年。

我家因為住在城市裏，離鄉下實在是太遠了，所以每隔幾年才能回鄉下探親。距離上
一次回鄉下探奶奶大概已三年了。而這次回鄉下的目的不只有探親，還有一樣—— 奶
奶的喪禮。

我並沒有因出席奶奶的喪禮而哭。喪禮後，已經是傍晚了，我獨自坐在草坡上，抬起頭
看著滿天星星的星空。這是我第二次看到滿佈星星的星空，因此也不覺得特別壯觀。
我數著，摩羯座、水瓶座、雙子座、雙魚座、白羊座……啊，那是北斗七星呢，在眾多的
繁星中最為突出的星座。我記得三年前探親時，奶奶也有跟我說過自己最愛北斗七星
呢，因為它最特別，最明亮，最容易辨認，日後她也想成為北斗七星的領袖，好讓我認
出她，守護我。

我看著那群北斗七星，不禁越看越入神。旁邊好像多了一顆「第八星」。我彷彿回到了
奶奶的懷抱裡。天上的奶奶（第八星）好像是動用了北斗七星似的，摟著我，安撫我，
叫我不要傷心。我彷彿聽到了她說話：「不要傷心，我隨時都在你身邊保護你。比起要
幾年才能見你一次，這不是更好嗎？我們每晚都能相見。想談心的話，隨時都能談，你
對著這片天空說話就是了，全部繁星都能成為我們溝通的橋梁。你說我們像不像牛郎
與織女？」我對著星空微微笑著道：「像！像！你在天空還幸福嗎？」這時群星似在向我
示意，一起閃了一下，像在回答我問題一樣：「幸福，幸福。」

這晚，我跟「奶奶」說了很多話，談了很多心事，此刻的「北斗八星」看上去，比任何星
星甚至月亮都要大顆。而我好像坐上了「北斗八星」的「手推車」（北斗七星的形狀），
「奶奶」還推著我環遊了世界一遍。不知不覺，天也快要亮了。「奶奶」像是跟我揮手似
的，閃了幾下，「再見了！你永遠都是我的乖孫兒。」

我的眼睛模糊了，看不清楚眼前的東西，淚水停不下來的向下流，我喊著：「不要走！」
繁星們又再閃了幾下」「不要擔心，我們還會再見的！」說完，太陽便升起來了，這時殘
忍的陽光像是跟我說要學懂自立，人是會死的，但是我們要學會接受，才能堅強生活
下去。

我擦了一擦淚水，心想：奶奶，請你看著吧！我一定不會辜負你的期望，做一個堅強的
女孩！

天完全亮了，新的一天也開始了，我離開這裡之際，我放下了一張星空的照片在奶奶的
墓前，給她觀賞天上的「北斗八星」。

3N 鄭灼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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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逢欣老師評語：
一次對星座的遐想，也承載了少女的夢。若能豐富遐想的內容會更切
合題旨。

星空下的遐想

偶然在郊外露營一個晚上，你會看見一個美麗得像是一幅圖畫的星
空。

這星空上掛着多達千千萬萬顆燦爛的星星，像是亭亭的舞女的裙，又
如一個蒙着紗的美人，令人目不轉睛，這美人還不時眨眨眼睛，一閃一
閃的光和鑽石所反射的光一樣美，可惜的是她遠在天邊，人們都遙不
可及，我不禁想起《愛蓮說》中的一句「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

細看星空中的每部分，當中有眾所周知的黃道十二宮，以及蛇夫座、飛
馬座等，這些星都包含了不同的故事，它們都缺一不可，因為它們是組
成星空的重要角色。看，那邊射手座，他威風凜凜的舉起手上的弓箭，
到底他要把箭射去那裏呢？再看看雙子座那兩個小孩，整天嘻嘻的，
旁邊的處女座卻只是微笑着。

忽然間一顆顆多情的流星劃過天空，留下一絲絲光痕，只為了讓正在
仰望星空的你，能許下心中的願望。流星雨默默經過這星空，星空因
流星的劃過而絢麗多姿。有人說，星星的眼淚，便是流星雨；我說，流
星雨是一個又一個小孩的夢想，帶走了夢，令小孩不得不長大了。我的
夢想也存在其中一顆流星裏。

已經深夜了，我本以為星星的光會因此而變暗了，真是個大傻瓜，星星
愈來愈亮，超越了螢火蟲的光，超越了都市的燈光，超越了閃電的光。
在這星空世界裏，我像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塵埃，不過，當想像着自己
能和不同的星座來拍照，這是件多麼有趣的事情呢！

星星愈來愈暗，愈來愈朦朧，我慢慢閉上眼睛，準備去一趟星空探
險！

3V 陳思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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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逢欣老師評語：
佳！能清楚解讀窗前、門外的寓意，並提出自己的見解。

賴毅暉老師評語：
細緻的觀察、豐富的想像、深刻的反思，是好文章的必要條件。閱讀如珈的《颱
風》，「好文章」三字馬上浮現出我的腦海。本文也提醒了大家﹕這個可愛又可惡的
世界，唯有「愛」使我們堅強。

門外與窗前 颱風

在一個寒冷的冬天，天空下着鵝毛大雪，一對兄弟在家中百無聊賴地圍着火
爐取暖，弟弟問哥哥：「哥，要不要去玩雪？」哥哥走到窗前，看到窗外天色
昏暗，四周白皚皚一片，便說：「不了，外面太冷了。」說完，便上樓回房間休息
了。弟弟有些失望，便自個兒披上大衣，出門玩兒。

哥哥並不是不想出外玩，但他在窗前所看到的景色，太灰沉太孤單，令他害怕
街上只有他們兄弟倆，顯得那麼突兀。然而，事實真的如他在窗前所見的情景
一樣嗎？

話說弟弟出門後，驚喜地發現門外不遠處的廣場上掛滿耀眼的聖誕燈飾，到
處都是他的朋友們。他很快加入他的朋友之中，大家一起打雪仗，堆雪人，玩
得不亦樂乎。孩子們歡樂的笑聲，像病毒一樣感染了每一個人，即使在寒風刺
骨的冬天裏，大家的心都是暖呼呼的。

有時候，我們都會像故事中的哥哥一樣，站在窗前了解情況，卻往往被那表面
的假象所迷惑，為甚麼我們不能像弟弟一樣，不顧哥哥的想法和不寒風的影
響，踏出第一步，拉開那一扇門，設身置地去感受，去了解這個世界呢？

我們都像哥哥一樣，有太多的顧慮，有太多的恐懼。我們都害怕意外的發生，
我們封閉自己，逃避問題，我們只願意做一個旁觀者，站在窗前，隔着一塊厚
厚的玻璃，去點評別人的做法，卻拒絕走出門外，向別人伸出援手。這個情
況，在現今世代極為普遍，尤其在這個科技發達的社會，很多人在網上平台發
表意見，激烈地批評社會和政府，卻只有很少數的人願意投身社會服務。如
果我們一直把自己封閉起來，只站在窗前去了解這個世界，我們永遠不會知道
門外的世界真正發生甚麼事。那一扇窗給我們的資訊，未必是真相。

以前，有一對夫婦，妻子每天早上都站在窗前和鄰居打招呼，然而，她每天打
招呼後都不滿地向丈夫抱怨鄰居每天的衣服都洗不乾淨，讓丈夫出門後提醒
他們一下，丈夫苦笑。一天早上，妻子如常向鄰居打招呼後，驚喜地對丈夫說：
「她終於懂得洗衣服了。」丈夫笑了笑，說：「因為我今天清晨開始，把全屋的
窗子抹乾淨了。」

我們有沒有曾像妻子一樣，被錯誤的觀點影響我們的看法呢？我們不能永遠
困在屋子裏，只透過一扇窗去看得這個世界。我們要勇於去嘗試，離開那一扇
窗前，到門外去真真正正感受這世界。

漆黑沾污了一片天藍色，靜默籠罩了一座城，死氣沉沉的空氣纏繞在暴風雨來臨
前的平靜。周遭靜悄悄的，偶爾有人走過，亦是低著頭，腳步匆匆——  天文臺剛
宣佈懸掛八號風球警告信號，我想，他們大概是在趕回家做防風措施。

我慢慢地走在街道上，風悄悄地呼喚著一座城。它輕輕地撩起少女的髮，愛憐地
撫過婦人歷盡滄桑的容顏，調皮地吹起女學生的裙擺。學生們成群結隊的，沿途
說說笑笑......

風的溫柔迷了我的眼，忽爾，一切風雲變色！風怒了，它大吼一聲，天空頓時被嚇
得哭了起來。彈指之間，大樹搖搖欲墜，街上的人們裹緊外套，忍受著突其如來的
傾盆大雨。路旁的花草都不堪強風的蹂躪，小樹堅持不住，倒了，霓虹燈滅了，一
張又一張「補習天王」的傳單散落滿地，一切不復昔日的繁榮鼎盛......一個又一個
定格在傳單上的補習天王紀逸欣映入眼簾—— 他微笑著，看著在雨中驚慌失措
的學生們，等待著學生們向他求救，等待著他們心甘情願地交出金錢......我突然覺
得，這真是一個可悲的世界，真是一個殘酷的城—— 「大學」是成功的唯一標準，
一張又一張補習章程在每一個本該說著「夢想」的學生心中築起一道高牆，把他
們困在追逐「成功」的路上，讓他們只能為別人而活，讓他們只能追求別人眼中的
成功，讓他們只能努力滿足所有人的期望，直到最後，所有人都忘了曾經在夢中出
現過的畫面......

二零六五年三月二十六日，一場颱風席捲香港，掠奪了一個城的美好表像，生命的
不堪一擊、現實的殘酷在這個城裡一覽無遺，而人世間的至情，亦盡在眼前。

風停了，雨緩了，一切回歸於靜默。像是為香港這座城默哀，像是為香港這座城哀
悼。香港的狼狽——  滅了的霓紅燈、倒了的小樹、凋謝了芳華的嫣紅姹紫，都定格
在時空中。一對母子迎面走來，母親撐著傘的手隨兒子活蹦亂跳的腳步移動，兒
子身上的衣服都是乾乾淨淨的，而母親......卻濕了半個身子。

我默默看著眼前這一切，這場颱風，到底是殺戮，還是救贖？那一天，一場颱風，
掀起了香港的浮華虛偽。那一天，一場颱風，把人與人之間的泠漠連根拔起。是
一場殺戮，還是一場救贖？如果是我的話，我會說，那是天使的微笑。因為颱風那
一天吹起的，不是這座城的瘡疤，而是這個世界的本質—— 殘酷，還有，人間的至
情。是颱風吹敗了繁榮背後的虛偽殘忍，是颱風告訴了我，在殘酷的世間，還存在
著一種名為「愛」的美好。

不要忘了最初的開始。
別讓愛我們的人失望。

勿忘，初心。

4M 梁哲 4N 陳如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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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J 姚采嵐同學評語：
誰都需要溫暖來生存，但溫暖源自何方？此文使我們反思自己是依靠
甚麼而活﹕他人的幾句讚美，還是自己堅定的意志？得到答案後，作者
再度提醒我們，要把溫暖傳出去，感染更多的人。我認為這是最重要
的，也是我們生存的意義。

有一種溫暖來自自身

我試圖在黑夜裡尋找太陽來驅散寒冷，努力挪動那凍得發抖的身軀，
卻只看到了一片漆黑，還有若隱若現的月亮冷漠地望著我。誰能給我
溫暖?

上了高中，老師們似乎並不像初中那麼關心學生，除了解答問題之外不
會有其他的問候。繁重的學業壓力讓我喘不過氣，沒有了老師的溫暖
的鼓勵與關心，孤獨的我學業落下了一大截。翻了翻作業，卻發現什
麼也不會。心情煩悶便也索性扔下了書本去玩手機。一則新聞吸引了
我，是一段時間前的新聞卻依然在熱搜榜上。出於好奇，我打開來看：
一名菲律賓男孩因家中沒電，在街上借路燈學習，被一名叫吉羅斯的
路人拍到。他說：「我們其實不需要很多外在的東西，而應該是有一顆
在自己想要獲得的事物上努力的決心。我希望這名男孩能夠激勵更多
人」，對啊，其實同理，如果自己的心不在讀書上，再多人幫忙也無濟
於事，更何況別人不可能永遠幫你。外在的溫暖是短暫的，只有內心的
堅定才可以溫暖自己，使我們走進大學之門。

堅定不移的心，是我們邁向成功必不可缺的。起點與成功，需要漫長
而艱苦的努力，在努力的過程中，我們不免渴望得到別人的認可、鼓
勵，以為它們是我們最大的力量。然而，我們內心的初衷與熱情，可能
才是最大的動力。

我喜歡畫畫，寂寞的身影常現於畫室一角，我的畫作也許在別人看來
是這麼平平無奇，但我總堅持處理細節。畫室的空調即使在夏天也傳
來陣陣寒意，這房間彷彿永遠只有畫筆與顏料與我相伴，他人的讚揚
與關注永遠不屬於我。我不禁自暴自棄起來。為何無人賞識我的畫?為
何無人肯定我?「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老師的話在耳
邊響起。對啊，金子總有發光的一天！其實他人的讚美也不過讓虛榮
心得到滿足。畫畫並不為了別人，而是因為發自內心對它的熱愛。與其
在這抱怨，何不努力讓自己變得更好？我不再寒冷，取而代之是溫暖，
也許是因為心中的夢想之火將我燃燒讓我感到溫暖。畫筆是我的火
炬，我在火炬上點了火想要繼續走下去，溫暖自己的同時也希望將火
炬越傳越遠。

4S 黎彥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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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學習，我慢慢意識到自己內心的力量，然而對於家庭，我仍是猶豫
的。

不少人都說我將來不會是一個孝順的孩子，與父母分居十五年，對父
母的感情也自然冷淡。但同時，我亦渴望得到父母殷切的照顧，甚或
將自己的不完美都歸於這「分居」的現實。

母親一直有個壞習慣，常常將食物堆滿冰箱，導致冰箱裡食物過期而
發出惡臭，我幾經勸告卻也無濟於事，我們更為此時常爭吵。戰爭一
旦爆發，無禮之言自然難以控制。結果是，我們雙方都沒有贏，因為言
語這把利刀把我們都傷害了。

「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腦海忽然浮起了這
句話。我開始慚愧了，靜默之後，我們都沒說甚麼，我只是默默地打開
冰箱，把過期的食物扔進垃圾箱。我突然明白，這是很小的事情，是我
力所能及的。我感到一絲溫暖，是問心無愧的溫暖。我重新拿起筆，繼
續為學業而努力，為父母將來的幸福生活而努力，想著用餘生來彌補
那十五年的空白。

我用手在黑暗中比畫了一個圈，加上那顆閃閃發光的心。看! 其實黑夜
裡也有太陽。

有一種溫暖來自自身。我不再害怕沒有太陽的寒冷黑夜，因為我就是
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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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培紅老師評語：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常常受到很多人的愛護，慢慢地，我們習以為常，
不停地索求更多的關愛，卻忘記了自身也有溫暖他人的能力。正如文
章所言，我們應該學會自強不息，關愛他人，做那隻卑微卻勇敢的螢火
蟲，溫暖他人。文章例子豐富，論說有理。

5S 黃筱婷同學評語：
每一件東西，都擁有生命，但都不能在生命裡得到「完美」。人類為了自己的利益
和方便，便將動物或植物進行基因改造，改良動植物身上的不足和缺憾，變得更「
完美」。但事實是，正因為世上萬物皆有缺憾，才能令人不停想「進步」、不停「改
善」，在努力中讓自己走向更美好的將來。

有一種溫暖來自自身 給生命留些空隙  

人類自古就是群居的生物，社會一直都以群體形式生活。但是，人類沒
有了同類還能生存下去嗎？著名以生存為主題的電視節目《人在野》
正證明了人靠着自己也能夠生存的。其實，我們總以為一切溫暖都來
自體外，殊不知，我們除了能自己生存以外，也能像太陽、火爐般，自己
給自己帶來溫暖，以致在這世界發光發亮。

試想像，在嚴寒中孤獨一個，沒有大太陽，沒有可取暖的火爐，更沒有
其他人相伴，只能依靠自己身體的太陽得到溫暖。要這樣捱得到第二
天早上，若沒有撐到第二天的目標，便不會有努力的志向，沒有溫暖自
己的動力。要有志向才能走過難關，溫暖自己，期待第二天的陽光。

「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也。」人要心在志向，宛如心有火苗，才可
溫暖自己。人要學會自主，才能自強。在沒有陽光的日子裡才能靠着不
滅的信念，產生力量，渡過難關。就如日本傳奇人物阿信，自小歷盡磨
難，憑着求生的信念，堅強活下去，更創造了日本最大的百貨集團，在
困難時期，堅韌頑強的信念溫暖自己。

在溫暖自己的同時，有餘力也不忘照亮同行人，英國著名作家羅琳早
年飽受、家庭暴力、離婚，成為單親媽媽，食靠綜緩生存等種種艱苦，
但她仍不放棄她寫作的信念。終於靠着成名作從《哈里波特》，不僅改
善了自己生活狀況，成為億萬富翁，更用她寫的故事拯救了其他人。她
自己在患憂鬱症時透過寫出「催狂魔」這種生物，一步步克服了病患。
其後，在其著作被搬上大銀幕後，羅琳更證明了她在溫暖自己時可以
照亮別人，因為在戲中飾演露娜的演員伊凡鄉．林奇小時患的神經性
厭食症正是因為露娜這個角色而漸漸好轉的，現在換她去溫暖別人，
可見自強的影響力不僅僅對自己很大，也能幫助別人。

就像螢火蟲一樣，除了為自己亮燈，也不忘照亮同行人，以至整個森
林。有一種溫暖來自我們自身。或許沒有火爐般安穩，也沒有太陽般
猛烈，但我們可以在溫暖自己的同時，也不忘溫暖一下身邊的人。

人類為自己的利益和方便，便將植物或動物進行基因改造，將牠們身上的不足和
缺憾改良。 以現時的科技與多年來科學家的努力，已經將大豆改造成一種可以抵
受著強力除草劑的植物、粟米變成了一種可以抵受到害蟲的無敵農作物、番茄能
夠減慢組織軟化、而馬鈴薯竟然能抵抗病毒。 種植這些逆天的植物真的是「好」
嗎?缺少了弱點，是否真的「完美」嗎？

人類在享受自己的實驗品的同時，也是在危害大自然。基因改造生物具有外來基
因，代表牠們會表現出一些不可預見的新功能和特徵。若將牠們胡亂地釋放到大
自然，很可能會破壞原有生態平衡。另外，基因改造生物會通過自我繁殖及與近
親品種雜交 ，使外來基因在大自然擴散，造成難以挽回的基因污染。

在日常食物中，大豆、玉米甚至大米中有些變數，在基因改造食物在推出市場前都
沒有經過長遠的安全評估，人類長期食用是否安全仍然成疑，科學家也對此沒有
共識。

基因改造農作物會透過花粉將基因傳播給近親植物，令其他植物也出現基因改造
農作物（如抗除草劑）的特徵，擾亂生態平衡，造成基因污染。如果抗除草劑的基
因傳播到雜草，更會出現「超級雜草」，危害糧食生產。

另外，一些基因改造農作物具抵抗害蟲的能力， 可是害蟲長年累月接觸某種毒
素， 體內自然會產生抗體， 有可能變成不怕殺蟲劑「超級害蟲」。對基因改造棉
花中內的毒素造成主要會蟲棉蚙的抗藥發展，有可能導致超級害蟲的出現，令基
因改造棉花在八至十年內失去抗蟲力。

大自然之美正正就是在混亂和不「完美」中，在生物努力地生存，正就是他們發光
發熱的時候。這種美，在人身上也看得見。

蘇樺偉，天生就患上黃疸病和弱聽，徘徊生死邊緣。這孩子在一出生的時候便與
死神手上搶回自己的性命。二十九年過去，那家人真的養活了一個殘障兒，卻成就
了百年難得一遇的短跑奇才。在蘇樺偉身上，我看見了傳說中的不死鳥，能於灰燼
裏重生，且翱翔天際。他就是一隻先死而後生的鳥。他曾經在2000年的雪梨傷殘
人士奧運會中， 男子100米、200米、400米中取得金牌，跑出了自己的名堂。

在生命中，沒有人可以是完美的，正因為我們有缺點，生命才能發光發亮。 如果
我們每一位都是完美無缺的話，我們對每一件事的觀點都是一樣，這個世界便會
變得枯燥無味， 這一般的生活與機械人每日的工作有何分別。

4V 張傑容 4V 張安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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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毅暉老師評語：
在現今社會，大家都喜歡表達自己，大家都喜歡「我」成為主角、成為大家的
關注點。特別是成人，要讓人知道自己的能力、要讓人知道自己的好惡，也要
讓人知道自己在群體裡面的存在。有多少人願意放慢速度，細細思考才表達？
有多少人願意先聆聽？「聽」是一門一輩子的課，願我們一起學習。

楊培紅老師評語：
以窗前和門外為隱喻，描寫朋友之間的感情，文末流露淡淡的憂傷，取材立意佳！

聽孩子說話 門外與窗前

我不明白，為何別人認為我出生在幸福的年華？沒有戰爭，沒有糧食不足，甚
至有着歸宿。 這是很多人渴求的美好生活。我比很多人富有，能讀書和買奢
侈品。然而，我卻感到什麼都沒有。 我只是一個沒有色彩的機械人，每天做著
重複的事，是一個如空殼般的旁觀者 。

近年來， 香港不斷報導青少年的精神問題。當你隨意地開啟電視消閒時間
時，也會得知一些悲哀的消息—— 小學生跳樓自殺，青少年受壓力吸毒死
亡......究竟香港何時淪落到如此境地？繁華的背後是不被人為意的吶喊？

如果你說生命是在平淡的水中激起陣陣漣渏， 將一滴充滿顏色的水點落在
湖裏，擴散，映照出色彩繽紛的天空，孩子只是一個傀儡，被名為束縛的絲線
強迫地將父母喜歡的顏色滴進湖裏， 佔據着整個生命。 競爭是使香港發光
發亮的「明燈」。 由於被這些濃厚的競爭風氣籠罩，父母希望孩子成龍成鳳，
為自己爭光。讀書是為了什麼？ 為何我要學小提琴？這些問題普遍地浮現在
現今社會中。 孩子需要的只是幸福的童年和溫暖。比起在家中苦練鋼琴、書
法，孩子更希望和朋友玩耍、聊天。孩子不是虛殼，而是靈魂。 比起不斷的競
爭和比較，靜靜地感受着生活的美好不是更為重要嗎？「入得廚房，出得廳堂 
」難道不是成人對社會的強加價值？

「你是一個特別的孩子，只要努力，一定能成功。」這是天大的謊話，也是孩
子最渴望的說話。香港，是一個充滿負能量的地方。或許是生活的忙碌，或許
是言論自由引致的種種目光，導致香港人無法脫離名叫「負面」的漩渦, 被捲
到黑暗的深淵裏，只有能力才是一切，愚鈍的人無法在社會生存，弱肉強食。
「為何這次考試如此低分？你有沒有用功！」種種類似的說話經常浮現在現實
中，低分是否等同於無用功？輸在起跑線是否等於同於絕望？人生是被規劃
好的嗎？難道世界被命運支陪着，孩子是一台預設好的機器，能走多少便是
多少？我甚麼都沒有，沒有才能，沒有夢想，只是一個小小的齒輪，被世俗遺
忘。即使是謊話也好，請讓機械人發光發亮，只因感情的浮現。

「存在的一切奧秘都是用比喻說出來的，對於聽得懂的耳朵、大海、星辰、季
節、野花、 嬰兒都在說話，而聽不懂的耳朵卻什麼也沒有聽到。」有些說話被
世俗埋沒了，他有說，只是你沒聽。打開心靈的耳朵，細聽他們的話語，或許
使能養育出世界上最為璀璨的果實。

窗前的景色雖然美麗，但只有一面窗的大小。當你走出門外，接觸比窗外更多的景
色，你不會再甘於只留在房間裏，看着僅僅一面窗大小的風景。

由於自小便住在村屋，加上家裏管得較嚴，我連只是到家樓下玩也要得到批准。
所以除了上學，基本上很少會去其他地方認識其他人，也因此與住在隔壁比我小一
歲的女孩很熟。 印象中，從很小的時候我已認識她，小得連怎樣認識也忘記了，
連翻看小時的照片，也有一半是她。

「喂！日風，可以下來一起玩嗎？」女孩在外大聲道。「媽，可以嗎？」「不要去太
久。」「好的。」我邊跑到門外邊說。很快，我便跑到了女孩面前，「我們玩甚麼啊？
」但女孩沒有回答我，拉着我到一台單車前，「教我玩，可以嗎？」。就這樣，有時
我們會玩一些他父母帶回來的東西，有時卻只是兩個坐在長椅上聊聊天，說說
笑，有時也會到對方家裏玩。這樣的日子雖然平凡，但是充滿了樂趣。

然而，快樂的日子過得很快，我升上了中學。生活雖然比以前忙碌了，但還是有空
閑的時間，不過家裏管得嚴，我不像其他中學生般，很少在放學時到學校附近逛，
也不會在假日約出來，所以仍能在假日陪陪女孩，偶爾與她聊天。但不久，女孩的
母親離去了，漸漸，她少了踏出家門，我們很久也沒有一起談天說地。不過，有一
天，女孩又重新找我了，「日風，有空嗎？」「當然！怎麼了？」這次不再是到樓下的
空地，也不是樓下的長椅，而是到了她家中。「我這題不懂。」她手拿着的是一份數
學作業，以前的她從沒有向我問過功課的問題，她好像有點不同了。在這之後，她
更常找我幫她溫習，而我和她之間好像只剩下學習這話題。

很快，女孩也升上了中學，她之前所努力的並沒有白費，升上了九龍的名校。現在
的她比我還忙碌，我們再沒有到家樓下的空地玩，再沒有坐在家樓下的長椅聊天，
再沒有到她家一起溫習。因此而空閒的我，常常打開「臉書」，逛逛女孩的頁面，
每天也看到不同的更新，每次去的地方也不同，與她合照的人也不一樣，但每張
照片都笑得很燦爛。這不是當然的嗎？我只不過是她窗前的景色，現在她早已踏
出門外，看到了更多更美的風景，當然笑得更燦爛。然而，對我來說，女孩是我窗
前的景色，也是我門外的風景，就算每天都看得到，但怎樣看也不能把它看透，不
過我應該再看不到吧。對了，女孩搬了家，應該是為了方便上學吧。

窗前的景色，我們每天都看得到，儘管再美再宏偉，也會有覺得平凡無奇的一天。
但門外的，我們不會放很多時間細看，然而，就算不如窗前的美，卻永遠都有一種
新鮮感，令我們想看到更多。不過，當窗前的也消失不見了，你還會想尋覓門外的
嗎？

4V 徐詠賢 5N 劉梓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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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聯昆老師評語：
情感真摯動人；結尾議論部分可再加強，藉以引起讀者的反思。

母親的嫁妝箱

使用多年的皮夾經不起歲月的摧殘而顯得千瘡百孔，儘管在不甘願，
也得換一個新的。在清理舊皮夾的時候，一張已泛黃的照片飄到地
上。而我所撿起的，不僅是那張照片，更是埋藏在心裡以久的思念及
愧疚。

「允行，今天是你的生日，媽媽買了一個生日蛋糕給你。」這句話在我
心中盤旋著；那年是我十七歲的生日，然而我卻忙著應付壓力沉重的
公開試。

「喔。」我冷淡地回應。

慈祥的母親體諒我，溫柔地說：「兒子啊，我們倆來拍張照吧。」當下的
我是想盡快敷衍她，臉上露出意絲絲不耐煩。

時光飛逝，公開試過後，我得償所願入讀心儀的科系。可惜，我並沒有
用時間補償過去冷漠母親，反而更忙著「上莊」、玩樂，每晚都與同學
外出吃飯，回家吃飯的次數逐漸的一週比一週少。但母親總是不厭其
煩的三更半夜獨坐於客廳，等我回家。

「允行，肚子餓嗎？媽媽煮麪給你吃好嗎？」

「別煩了，我很累了，你也早點睡吧。」我關上了房門，母子如同陌路。
三年過去了，我由大學生的身分轉戰職場。年輕人血氣方剛，拼勁十
足，每夜都在辦公室工作至深夜。

「兒子啊，今晚你要回家吃飯嗎？媽……」

「不了。工作很忙，先這樣吧。」

在話筒裡，我冷酷的一句「不了」把母親充滿熱情及滿懷希望的心給
澆熄了。

這樣的生活陸續過了好幾年，把工作與生活畫上等號的我跟母親見面

5J 朱星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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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間越來越少，甚至一個月也見不了一次面。不孝的我卻把母親所
做的一切當作理所當然，忽略了一個重要的事實——  母親老了，健康
亦大不如前了。

工作過勞的我終於病倒了，母親坐在床邊輕輕摸著我的臉頰，我頓時
發現我已經很久沒有仔細看看母親了。歲月不饒人，她臉上佈滿皺紋，
老態盡現……

「允行，讀書別太操勞，今天就別上學了，在家好好休息吧。」

「媽……你說甚……甚麼，你是說『上班』吧？」

「傻孩子，甚麼上班，這麼愛跟媽媽開玩笑。多睡一會，媽媽去煮粥，
待會才叫你起床。」

原來母親患上了腦退化症，我的淚水不由自主地流下來了。

讀書時的我總是想著努力讀書，就能踏上康莊大道；大學時的我眼中
只有朋友；工作時的我每天希望透過努力工作得到賞識，我的眼中就
從來只有「自己」，忘了一直等著我回家、簡單吃一頓晚餐、閒話家常
的媽媽。只可惜，所錯過的時間亦不能彌補。

一年過後，年紀老邁的母親離世了。在收拾她房間時我無意發現了這
張照片：媽媽把這照片放到她一生人最珍而重之的嫁妝箱裡。

「允行啊，這箱子裡的東西都是媽媽最喜歡，最重視的東西喔。」小時
候的這句話在我腦中迴盪——  原來我是媽媽最重視的人。

正當我們都沉醉於自己的世界中，為何不退一步，好好把握時間與身
邊的人相處溝通。也許，我們都想得太複雜，要媽媽開心，一通簡單的
電話、一頓晚餐便足夠。「愛得及時」並不困難。

我拾起了照片，輕輕地對母親說：「媽媽，我愛你。」

101100



2S 羅芯誼同學評語：
唐老師的形象在作者的刻劃下顯得生動而傳神。作者以描述自己的經
歷，突顯出唐老師愛閱讀，甚至感染了作者和讀者。

我的語文老師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本書，是陳慧的《小事情》。這本書分了很
多個章節，而且裏面的題材也非常生活化，很有趣的，我覺得挺適合
你們看。而且……」他又來了，為甚麼每一節中文課都要折磨我們的耳
朵呢，唐老師？我心裏想着。我隨即趴在書桌上，迷迷糊糊睡過去了。

 「咯咯。」我感受到桌子上的震動，睜開雙眼，一抬頭便看見唐老師面
帶不悦地俯視着我。我心裏一驚，立刻站起來，對唐老師笑一笑。他板
着臉説：「跟我出來吧。」「一心，」他嘆氣説道，「我知道你不喜歡看
書，也不喜歡我上課時的分享，但我看見你的語文成績每況愈下，我真
的很擔心你。是這樣的，昨天我在圖書館看到這本書，身為視覺藝術
科的學生，我相信你會感興趣的。」話畢，唐老師從他手中抽出一本米
白色的書，遞到我手裏，隨即就轉身走了。

我握着書，看着唐老師漸行漸遠的身軀，忽然覺得自己其實是多麼的
渺小。我回神過來，看看手中的書。「《設計》」我被這兩個字深深吸引
着，抱着書本跑回課室裏。一個人靜靜地坐在位子上原來也很舒服。
我緩緩地打開書，裏面的文字竟然沒有把我弄得暈乎乎，不像我以前
所看的書。也許，是我遇不到適合自己的書吧。感覺到身邊投來驚訝
的目光，但我沒有理會，「設計，是解決問題的最好方法」原來如此，
我心裏想着。如是者，幾天過後，我看完這本書，解決了我創作上的困
難，而且我還打算找相關類型的書籍來看。

這一天飯後，我來到陌生的圖書館，一推門，就看見了熟悉的身影。原
來是唐老師，他帶着一副無框、厚鏡片的眼鏡，雙眉微微地皺起來，盯
着手上的書。想不到工作繁忙的老師也有時間靜靜地坐在圖書館裏看
書。我走過去問唐老師：「老師，你不用批改作業嗎？為甚麼那麼休閒
的在這裏看書呢？」他托一托眼鏡，慢慢抬過頭來，瞇起雙眼對我説：
「一心，老師當然有工作要做，但每天飯後閲讀是我的習慣，不管工作
有多繁忙，每天閲讀是必須的，不單能吸收知識，更是一個舒緩壓力
的好方法。」我似懂非懂的點點頭就走過去找我的書。原來老師那麼
厲害！我很佩服他，又要上班，又要抽時間看書，怪不得他説話的語氣
聽起來像詩人一樣，而且行為彬彬有禮，真是模範教師。我不斷在成千
上萬的書堆裏尋找着令我眼睛發亮的書本。《創作靈感》、《藝術》終

5S 江綽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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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找到了，正當我拿它們出來時，看見了旁邊的《小事情》，忽然記起
這是唐老師早前推介給我們的書，在好奇心驅使下，我翻開了它。正
好翻到了其中一個章節「零食」，原來每個章節也只有三到四頁，而且
題目也非常有趣。我毫不猶豫地把它放到我手中。「鈴鈴鈴！」上課鐘
聲響起來了，我趕緊辦理借書手續，然後一口氣衝上課室。途中，我在
想：「想不到自己也有抱着幾本課外書的一天，這種感覺，煥然一新。
」想着，心情不知不覺地好起來了。

「是魯迅先生的作品。」原來是唐老師的課，我不好意思的對他點了個
頭，然後回到位子上。「《彷徨》是一本小說，表現了魯迅先生在『五‧
四』運動後新文化陣營分化的時期在革命征途上探索心情。這也是你
們值得一看的書。」唐老師每天的分享又來了，但我卻沒有像以前一樣
趴在桌上，反而對唐老師所說的書有興趣。這是閱讀課，我把剛借的《
小事情》拿出來，從目錄選擇自己有興趣先看。因為作者選取日常生活
的事情為題材，所以很容易令我產生共鳴。唐老師在一旁看著我看書
的樣子，欣慰的笑了。

我看一看時鐘，原來已經快下課了，時間過得真快，尤其是閱讀的時
候。從來也沒有嘗試過如此享受於書本之中。上一次的《設計》，到今
天的《小事情》，兩本也是唐老師介紹的書，本以為自己會不感興趣，
原來只是我一直都沒有踏出第一步。是唐老師把我推前了一步，令我
感受到文字的力量﹑閱讀的樂趣，而且我發展，閱讀除了能舒緩壓力，
還能解決問題。一些在藝術創作上遇到的困難，通過閱讀吸收知識、
新元素，也許這樣就會有創作靈感了。

唐老師愛閱讀，也愛分享，令我對閱讀這個詞語不再陌生，並樂在其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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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明珠老師評語：
志向和道德一直是師長希望子弟一直堅持的成功元素，但花花世界實
在美麗，令人難以抗拒誘惑。道理大家都明白，也耳熟能詳，甚至能倒
背如流，只是「不為也，非不能也」。在漫漫人生路上，還好有大大小
小的明燈，以及不同的「機會」，還有人與生俱來的勇氣和良知，讓「
志向和道德」在我們的心裡扎根。

心有千斤墜，風雨不動安如山

面對無垠深海的震濤駭退，甚麼樣的船才能在無邊無際的滔天巨浪中
穿行而過，安然無恙呢？我想，答案是顯而易見的，有經驗的船長都會
告訴你，船在負重時最安全。試想想，越洋航行的巨輪何曾不敵風浪？
反觀那小小舢板，小小風浪便已是風雨飄搖，搖搖欲墜了。

比之船於海上，我們人生所要面對的風浪又何曾少了半？在茫茫人海
中，百軻爭流千帆竟，自己這一艘小船要怎樣才能不為風浪掀翻呢？
我想，我們可以給自己加上兩件重逾千鈞的貨物—— 志向和道德。

所謂的負重，究其根本，於人而言便是壓力，壓力往往來自鴻圖大志。
說出「燕雀安知鴻鵠之志」的陳勝究其一生都為推翻暴秦而奮鬥，最
終揭起了反秦的第一波浪潮。西遊記中的唐玄奘在歷史上真有其人，
雖然真實中並無數之盡的妖怪攔路，卻也沒有神通廣大的孫行者貼
身保護，是什麼讓他和他的白馬在戈壁的無盡風沙之中依舊不屈不撓
一步一腳印前行？正是他心中那道將佛法帶回中土的堅毅志向，白馬
背上的萬卷經書是千鈞重壓，卻更是他在千里跋涉中不致迷失的動
力。

胸懷大志無疑令我們肩上沉甸甸的，胸懷天下的孔聖便曾說過︰「土
不可以不弘毅，任重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
」是啊，使「天下歸仁」這樣的志向難道不重於泰山乎？但正正是這樣
的大志，這樣的責任，讓孔子成為孔子，青史留名；而不能擔負起重責
的其余人等，只能隨着歷史的風浪沉入海底，久久不見天日。正如彈簧
永遠只在力的作用之下方能顯示出其內在的潛在劫能。若然不將自己
逼迫到極限，以心中的宏圖不斷鞭策自己，負上逾千鈞之重的壓力，才
能徹底釋放潛在我們每一根血管中的強勁潛能。

除了心中氣吞山河的鴻鵠之志，更加沉甸甸的是我們心中崇高的道德
責任，於每一個人生海洋的航海家而言，道德不僅僅是天上指引方面
的閃耀北斗星，更是使船在大風大浪中始終巍然不動，風雨不動安如
山的秘密。除了途中的艱難跋涉，風雨攔路，我們不要面對更險惡的
風浪—— 無窮無盡的名利色權的誘惑。

6J 梁君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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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麼讓本來星途蒸蒸日上的藝人柯震東和房祖名沉淪毒海，身陷囹
圄？是什麼讓本來作為中國最受歡迎的三鹿奶粉一時成為了人人喊打
的腎石元兇？使他們這艘船永去不復的正正是這種看似人畜無害，包
在誘惑在糖衣的毒藥。這些誘惑我們放棄了堅持心中崇高的道德標
準，將船上一箱箱最值得留下的「貴重」貨品毫不猶豫地通通抛入海
中。是的，船上沒有了這些貨物讓我們在頃刻之間如釋重負，輕身上
路。可有否想過，在糖衣融化後，待藏在風和日麗的暴風雨現出端倪
時，我們已經是恨錯難返，萬劫不復了。

反觀那些面對誘惑時依然能夠恪守道德的人們，儘管在其人生中未必
能夠得享富貴榮華。如居里夫人雖然兩獲諾貝爾物理學與化學獎，卻
是始終不受名利誘惑，她沒有以其卓越的研究成果致富，終身於貧窮
中赫赫業業地做着現實的研究作。這樣的例子放諸古今中外也是猶如
恆河沙數，包拯、海瑞、于謙等，不勝枚舉，我想，正正是因為這些船上
都馱住這樣沉甸甸的道德的重量，才讓他們成就他們自己，一顆顆在
歷史長河中光耀萬丈的星辰。

唐宋詩人杜荀鶴詩曰︰「涇溪石險人兢慎，終歲不聞傾覆人。卻是平流
無石處，時時得聞有沉淪」，我想了所以在「平流天石處」「時時聞有
沉淪」正正是由於人們在這時便放下了他們思想上的自覺，放下了他
們的大志和道德責任，在名成利就風平浪靜時便急不可待地把這些「
重擔」卸下，於是在風浪搏面而來時便只剩傾覆沉淪一途了。因此，我
想如此擔子雖重，我還是不會輕易放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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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培紅老師評語：
文章善用正反論證，說明方向正確與否與成功沒有絕對的關係，相反只要有
正確的心態，即使方向錯了，也能促成前進，見解精闢！

嚴聯昆老師評語：
見解深刻、獨到、精闢；反語、諷刺得宜；行文生動、有趣之餘，內容亦教人深思。
誠為佳作！

如果方向錯了，那麼前進就是倒退。
你對這句話有什麼的感悟和聯想？

網絡審判看似可以維護公義， 
其實是濫用私刑

在現今世俗裏，很多人都會認為如果方向錯了，那麼前進就是倒退。換句話
說，他們覺得既然方向錯了，就不應繼續前進。以大學選科為例，當學生發現
選讀的科目並不適合自己，他們一般會有改變選修科目的念頭，因為他們會
覺得繼續前進便是浪費時間。再舉一例，不少已踏入社會作的成年人只會甘
心從事自己喜愛的工作，當自己被委派到一個自己不願意的工作崗位時，他們
會認為前進就是倒退，覺得自己不應浪費時間和資源去從事不理想方向的事
業，否則只會前功盡廢，埋沒自己無限潛能。

但這亦驅使我聯想不少問題︰他們又怎能知道自己的方向錯了？是因為做不
好事情嗎？還是因為別人的眼光？假如方向對了，就應繼續前進，永不倒退
嗎？

生存在這世上已有十七年的時間，這世界告訴我凡事沒有絕對，即使方向對
了，並不代表我們一定會前進，因為促使我們前進的因素並不單是在於「方
向」這個因素。繼續以選科為例，擅長醫學的，大學修讀醫學是無可置疑的
事，但卻要比一般人多付出時間去研習醫學數據、分析檔案和到不同地方觀
察及進行實習。方向看似對了，但又能經得起「時間」、「耐性」的考驗嗎？接
受高等教育是我們最渴求的東西，同時間亦有些人渴望到外國留學，修讀外
國有名而專業的科目，即使他們有能力修讀，方向看似對了，但他們又能負擔
得起「金錢」這個因素嗎？生命往往諸多限制，即使方向對了，亦不代表我們
能夠前進。

還想補充多一點，為何在方向不對下，前進等於倒退？對我而言，我則認為倒
退就是前進，因為倒退促使我們前進。

以為人熟悉的愛迪生為例，在他進行實驗的過程中，他失敗了一千多次，都沒
有找到適合做燈絲的材料。他大多可以演繹為方向錯了，但他反而視這些失
敗為寶貴，因為他敗裏他發現原來哪些物料不適合做電燈的燈絲。失敗驅使
他前進，即使選用材料的方向看似錯了，但他繼續前進，在方向不對時前進並
不是倒退，而是勇敢、堅毅的表現。

方向的對與錯並沒有絕對的概念，一切都只是主觀的感覺，視乎我們看事情
的角度和心態。正所謂「成功的秘訣，在於永不改變的目的」，不跌倒和倒退
過，我們從來不會知道自己的限制是什麼，這根本擔不起繼續前進的架子，因
此，我認為即使方向錯了，前進不是倒退，而是勇於面對生命的表現。

近幾十年來資訊科技發展的步伐從沒有一秒停過下來，尤其是網絡資訊平台，一
路步向大眾化、普及化，而瀏覽網絡亦基於智能電話等裝置而便利化。現代人想
在網絡上尋找資訊或發表意見只要從口袋裡拿出你的電話，所謂「足不出戶能知
天下事」。

如此便利的網絡為市民的生活服務得淋漓盡致，可謂文明的利器。啊，不對！應該
叫作文明的「利器」才合適不過。

在每一片大陸上近乎每一位世界公民的心中都充斥著現代人類高等文明的普世
價值，名為公義。對，每個人都有著一顆充滿正義感的赤子之心，對每一件「不公
義」的事件都希望提出「自己的正論」，可謂文明社會的典範！但其發表的平台在
網絡上，而發表的形式卻是潑婦罵街，還真是文明的典範。

我們一般稱以上行為為網絡審判，就好像在網絡上有一個法庭維護公義一般。但
事實上，網絡審判並非一個有明文法例的法庭，而是一個每一位路人都可以自由
參與施刑的刑場。在這個「法庭」上，我們只能見到被告人，其餘的網民都是身兼
法官的控方律師；不容有陪審團、不容有辯方、不容自辯，否則以上三者都會變成
被告之一，這還真是個制度完美的大法庭！網絡果然是文明的「利器」！

我以為網絡審判不但不能維護公義，它甚至逆其道而行，是文明社會中最為不文
明的舉動網絡發達、資訊流動令人傲慢起來，自以為無所不知，對社會上自認為的
不公義，恃著自己妄想的「上帝視角」做出批評。人兒網絡資訊是不可靠、不全面
的，因任何一個人都可以在這平台上發放資料，而對此盡信的網民可謂「自以為知
之者，殆而已矣」。民眾對不了解的事情憑不全面的資訊妄下判斷甚至正面批評，
如此一舉還算得上文明之舉？如此「公義」到底是事實上的公義？還是只屬於民
眾的公義？

再者，網絡審判並非真的一場審判，而是行私刑。某位學者說過「民眾是盲目而
不理智的」，民眾之間有一股壓力，當中每一個人都受那股壓力影響，只要有一
個明確的風氣，民眾中的每一名個體都會有種孤立感，而孤立感導致他們的不智
行為。例如如果從今天開始全球超過三分之二的人認為「二加二等於五」，那餘下
的三分之一的人便是錯的。同樣，只要在「網絡私刑場」上引起一股批鬥他人的風
氣，其餘的每一位施刑官都會跟隨那股風氣行刑。而事實上，承受這股「盲目的壓
力」的受害者輕生的個案多不勝數。

最後，網絡上的發言是匿名的，網民「不知自己從何而來，不知自己從何而去」他
們對網民身份的自我不定型，所以發言時會有意無意間出言重傷、人身攻擊等情
況並不罕見。他們又不了解言語的威力，憑一把利嘴斷送一條性命的案件有上百
宗，如此妄舉還可以稱上為公義嗎？

所以公道不在人心，在法紀。要維護公義不是靠在網上潑婦罵街，而是在於嚴刑
峻法，以法達義。

6J 楊諾 6J 潘志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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