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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藝報》  第二期終於排除萬難順利出版了。第二期的內容與第一期有所不同

，除保留了刊登學生的寫作作品、讀後感外，是次新增了新老師訪問、粵語歌詞欣

賞。

      2021年度，我校加入了九位任教不同學科的新老師，為了讓同學對新老師有多

一點認識，圖書館委派了兩位學生擔當小記者，於課後時間逐一與新老師面談，再

整理資料。粵語歌詞欣賞方面，這次有三位初中的同學小試牛刀，各自為大家介紹

了一首他們十分喜歡的粵語歌曲，並分享歌曲中令他們感受甚深的歌詞。

      有興趣投稿《文藝報》的同學請把作品電郵至ccasslib@gmail.com。期待下一期

能看到更多同學的創作﹗最後，在此感謝校長和老師的支持、同學們的參與、本屆

學生會Serendipity的統籌，及幕後功臣阿濤的設計。

     圖書館主任
     蔡慰君老師

主編的話：主編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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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教科目：數學
個人興趣：戶外活動，如游泳、
                   行山、風帆

我與畢業學生一直有保持聯繫，亦師亦

友。某次師生晚膳聚會，各自分享自己

升學和工作的點滴。那刻感覺學生都已

長大成人，因而感到滿足和高興。希望

他們將來可以為社會作出貢獻。

有一次假期陪伴朋友駕駛風帆，因此對

風帆產生興趣，也發現自己有這一個小

天賦。希望同學多嘗試不同的活動，發

掘自身的潛能。

同學要隨時準備應對不同的事情，盡

早裝備自己，適應多變的生活環境。    

張俊彥老師張俊彥老師

給同學的說話：

分享照片：

教學生涯中難忘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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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照片：

在芬蘭的地理課上，向學生講解香港環保問

題。發現學生對香港這地方一點也不陌生，

亦感興趣，他們很主動發問和回答香港的環

保問題，亦投入課堂的活動。

給同學的說話：
「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關終屬楚；

苦心人，天不負，臥薪嘗膽，三千越甲可吞吳。」

任教科目：生社、通識、地理
個人興趣：烹飪、琵琶、
最喜愛的樂曲是「十面埋伏」、「霸王卸
甲」。因為這兩首樂曲能表達同一戰爭下
與戰雙方(劉邦和項羽)的感受，反映勝者
及敗者的不同心情。

李佩芳老師李佩芳老師

教學生涯中深刻的事情：
帶領學生去廣西義教。義教安排全由學

生主導，例如籌集物資、教學內容、攤

位遊戲設計。這個過程使學生有所成長

，學會感恩，了解弱勢社群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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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教科目：英文科
      個人興趣：旅行

    我一年會去幾次旅行，有時候隻身一人，
    有時候則與家人朋友一起去，而大部分都
    是自由行。我通常會去日本或其他東南亞地區，
    但近年愈走愈遠，例如到了澳洲旅行。

  給同學去旅行的幾個提示：
 * 出發前先做好功課，準備好電話和查好交通工具。
 * 可以去日本或台灣這些較近的地方。
 * 日本東京消費可能會比較貴，九州比較便宜，與香
    港很接近。

 

  教學生涯中難忘的事情：
  其中一位舊生已經結婚生子。
  舊生回學校請喜酒，一年半後小孩已經滿月。
  發現自己不知不覺中已執教多年，已有歲月的
  留痕。

  日常生活的趣事：平日喜歡帶小狗去散步。
  有一次狗繩鬆脫，小狗走了。另外一次在西九文化公園，我的小狗在追別人的玩具球，結果把玩具
  球咬破了，要賠錢道歉。

顏文智老師顏文智老師

給同學的說話：

希望同學可以多找老師聊天，互相

交流，也可以嘗試用英文與我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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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文茹老師高文茹老師
 任教科目：英文科
 個人興趣：畫畫、旅行、看小說、
 瀏覽網頁

   教學生涯中難忘的事情：

   很高興能夠在自己的中學任教及與

   以前的師長成為同事一起共事。

   分享照片：

   正在尖沙咀的一間日本餐廳享用

   喜歡的日本拉麵。

   如果同學喜歡拉麵，我十分推薦

   嘗試一蘭拉麵。

給同學的說話：

The struggle you’re in today is developing the strength 
you need for tomorrow. Let’s all do our b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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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實真老師郭實真老師
任教科目：設計與科技科、科學、電腦
個人興趣：行山、踩單車、與學生交談、
經常出沒於大嶼山行山徑

教學生涯中深刻的事情：
在潮中擔任魔術學會導師和負責人

，首個任務是自編自導一段影片，

但由於首年到任，並不認識任何同

學，唯有硬着頭皮親自上陣。幸好

這段影片很受同學的喜愛。

分享照片：
我去了澳洲一個叫「彩虹小屋」的地方，那是一個充滿陽光的地方，環境怡人。

沙灘如旅遊書所講，視野一望無際！但蒼蠅數量更驚人！在此呼籲切勿盲目信從

旅遊書！我們應用自己的眼去看、用心去感受一切！

給同學的說話：

「疫」境自強  享受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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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汶洛老師曾汶洛老師
任教科目：音樂
個人興趣：去不同的地方旅行，擴闊視野
                、彈鋼琴及聽純音樂，放鬆心情

教學生涯中難忘的事情：

曾經遇過一名學生，她也喜歡彈鋼琴。

她起初對自己彈琴缺乏信心，但在我不斷的

鼓勵下，她開始建立信心，願意嘗試。還去

了英國修讀音樂。後來更與她成為了好朋友。

分享照片：

2019年12月去了「金澤21世紀美術館」參觀

，美術館給我的感覺十分簡約和明亮。令我

印象深刻的是美術館內有一個「泳池」的作

品，利用反射和視差，令欣賞者產生一些觀

賞上的錯覺，是一次很特別的體驗！

給同學的說話：
珍惜時間，
好好享受中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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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珮瑤老師蘇珮瑤老師
任教科目：體育
個人興趣：做運動

教學生涯中難忘的事情：

一次帶學生外出交流，突然被要求作表演

，需要在有限的時間排好柔力球。排練時

間很少，而且那是在一個有過千人的場地

表演。結果十分順利，並得到了其他學校

的稱讚。

分享照片：

有一次去擔任女排大賽的工作人員，看見

很多國家隊的運動員，也看見了不同工作

人員幕後所做的工作，場面十分令人震撼。

給同學的說話：

要把握機會，多嘗試，因為嘗試後

才知道事情的結果，並找到自己的

長處加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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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教科目：中史
個人興趣：跑步、閱讀(小說)、看電影

教學生涯中深刻的事情：

同學在課堂上會就着老師的提問而展開

討論，而討論的氣氛是熱烈的，正面的

，同學們可以做到「和而不同」。

分享照片：

在新年期間與太太去了大欖水塘郊遊。

這是在水塘拍的合照，當日風和日麗非

常適合到戶外遊覽。香港有很多美麗的

地方值得遊玩。

給同學的說話：

疫情之下學習變得艱辛，

期望疫症早日退却，同學

可以盡情享受潮中的生活。

賴建旺老師賴建旺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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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詠茵老師黃詠茵老師
任教科目：英文科、中文科、普通話科

個人興趣：閱讀、看電影、聽歌

教學生涯中難忘的事情：

* 每年與學生(邊哭邊笑)分享小雞的真人真事。

            (有興趣的同學，歡迎找我告訴你這件有笑有淚的笑話⋯)

* 有一位同學，在佈置壁報時意外受傷，送院期間，情緒不大穩定。

            為令同學冷靜下來，邀請同學背書(最近的默書範圍)，

            同學邊哭邊背書，很快地，她的情緒冷靜下來。

            (如果你有點情緒，可試試這方法，哈哈！)

*          上課時有些同學對老師咬牙切齒，考試後對老師笑逐顏開。

給同學的說話：

各位潮中的同學，人人有不同的強項，希望你能快快訂下自己的短期及

長期目標，努力向著標竿直跑，你們值得擁有更好的未來！互勉！

分享照片：與家人到台灣一遊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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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奕迅於上年11月推出2020年第二首粵語歌《是但求其愛》，
無論是小克填的詞、林家謙作的曲，還是麥曦茵執導MV，都讓筆者
反復欣賞了好多次。那淡然呼出的愛情的無形重量在漸趨轉涼的歲
末悠悠播放，像一杯袒露在寒冷天氣下的熱咖啡，初嚐時濃香，
聽久了，放涼了，卻愈發能夠嚐到其苦澀。

這首歌所講的故事無疑是個悲劇，但其悲劇之處不在於敘事者與情侶
之分離，而具體體現於這一句：「你寵愛父母親／我為良朋憐憫／
怎都算是個好人」。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論悲劇的三個
類型，第一種是故事中存在明顯的壞人，第二種是故事中存在明顯的
厄運，但叔本華認為這兩種情況都不能算是最可取的悲劇，他認為最
悲劇的應為第三種，即故事中並不存在壞人，也沒有突發的厄運，每
個人都是好人，卻由於他們所處位置之不同，或是性格之不同而註定
會出現衝突。《是但求其愛》便是如此，「你」在生活中對父母很好
，「我」為良朋憐憫，二人都算是好人，然而這段悲劇的感情正正是
由這兩個「好人」親手造成。最悲劇的感情莫過於此，在決裂之後甚
至無法去責怪誰，唯一確定的，是我們都曾狠狠地傷害過對方。

嚴瀚欽先生

作詞：小克    作曲：林家謙
編曲：林家謙
監製：陳奕迅 / 林家謙

若愛是但求開心 我問
要不要求其傷心

論盡半生不懂愛
回頭沒有心計 劃未來
才來獨處 好好檢討 什麼叫愛
你 便 來

混亂裡結識到你
浪漫叫一切 粉飾 同盼待
某一剎驟覺 感情深得可愛
在傾吐那刻 回響
感情 從不是愛

若愛是但求終身 你問
怕只怕求其終生 被困
你寵愛父母親
我為良朋憐憫
怎都算是個好人

若愛是但求衷心 我問
要不要求其忠心
縱雙方理念多相同
卻不相融
莫論配襯

再 會 時
沒料到深深擁抱
合力擦出了 火花 和意外
某一剎幻覺 戀情可一可再
在參透那刻 回想
戀情全不是 愛

若愛是但求終身 你問
怕只怕求其終生 被困
你工作覓滿分
我為前途勤奮
怎可再另有心神

若愛是但求衷心 我問
要不要求其忠心
縱雙方理念多相同
卻不相融
莫論配襯

若愛是但求 安心
怕只怕求其 安穩

若愛是但求今生 抱憾
要不要求其他生
看雙方各自的本能
愛的傷痕
極度配襯

愛七色五味多紛陳
更多灰塵
落入五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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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順》由黃偉文填詞，Kenix Cheang作曲，
吳業坤演唱，講述母親的冷漠和偏心對孩子造成的傷害。
黃偉文的歌詞向來隱晦且有深意，需要聽者仔細品味。
《孝順》歌詞中舉了許多生活化的例子，
例如「孩兒畫好鮮花等你去欣賞然而熱湯早送予別人」，
這些例子使聽者更有共嗚感。第二段的歌詞更用童年時
母子關係中的「偏心」對應長大後情侶關係中的「偏心」，
更顯示出父母偏心對孩子造成一生的傷害。

整首歌裡我最喜歡的歌詞是：
「任我今晚 病到多重 慈母不痛
如何像他 深深栽種 你心中
頑皮若此 都教你動容 何其驕縱
頑童常在惹禍 你說不錯
像孝子 體貼如我 做母親 都不愛惜我」
                                   

2B 鄺芷濰作詞：黃偉文    
作曲：Kenix Cheang
編曲：Kenix Cheang
監製：舒文@Zoo音樂/ Kenix Cheang

是我 習慣 待你 極孝順 為了 換個 愉快 的欺哄
炎夏撥扇 寒夜送暖 我要得寵 做遍 廿四樣了 沒有用
用愛換愛 多不可信 任我今晚 病到多重 慈母不痛

如何像他 深深栽種 你心中 頑皮若此 都教你動容 何其驕縱

頑童常在惹禍 你說不錯 像孝子 體貼如我 做母親 都不愛惜我
誰就像你心中次貨 勤力去做好功課 期望去換你一笑 都不理我

滴血奉獻 待你像偶像 但你任我 天生天養
愛的轇轕 就似家裡 難算的帳

孩兒畫好 鮮花等你 去欣賞 然而熱湯 早送予別人 誰能補上

頑童常在惹禍 你說不錯 像孝子 體貼如我 做母親 都不愛惜我
誰就像你心中次貨 勤力去做好功課 然後你話有一句 做錯

痴戀的 都好比母子 上下早有位置 養育我 侮辱我 也沒法 半路離座

誰人涼薄忤逆 你贊他不錯 待你多恭敬如我 就抱擁 都不賜一個
誰又被孝心感染過其實你是否憎我 留著我為了供養 不想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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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喜歡的粵語歌曲是《一人之境》，
作詞作曲原唱都是林家謙。我喜歡這首歌的原因是 
現實裡，很多人都不情願一個人，因為人們通常認
為獨處要麼代表寂寞孤獨，要麼就是代表不合群。
然而，獨處是最自在、接近自然的狀態。因為一個
人走，風景才變得深刻，內心的聲音才能產生共鳴。
獨處的時候，你至能聽見到自己呼吸的聲音。

我最喜歡的一句歌詞是「一個人原來都可以盡興。」 
將自己交給自己吧！一個人，原來也很高興。我們
要學會獨自面對困難，永不放棄。

2A 吳智聰

作詞： 林家謙    作曲：林家謙
編曲： 林家謙
監製： 林家謙

派對裡凝望 友伴笑臉八個十個
節奏裡搖盪 快樂中感寂寞
散去了回望 有著丁點孤寡 但自由
想拆開交結的網 獨佔天清氣朗

泥路上邊走邊數數腳印 竟發現某些裂痕
聽到內心 學會修補再嵌 別把聲音軟禁

一個人原來都可以盡興 多了人卻還沒多高興
沉默看星 聽到月光呼應
繼而平靜到訪這一人之境
原來也很高興 獨個俯瞰每顆山幽之嶺
乾一罐的汽水 呼出嘆息 快樂懶說明 no~
自己一個做證

沿路亮起街燈撫摸著我 光線綻放出冀望
浮雲日出幻變中交錯過 像已找到答案

一個人原來都可以盡興 多了人卻還沒多高興
沉默看星 期待日光牽領
繼而平靜到訪這風花雪之境
原來已很高興 獨個觀看世間變幻事情
乾一罐的汽水 呼出泡影 聽著那共鳴聲
是種心理回應

14



欣賞的歌詞： 

而我想一秒一秒守 還記得初衷不放手 （忠於我一念去走） 
當每刻 盡情就全沒遺漏 無謂得苦衷的藉口 （想～～～將多少所有） 
若拼命無休 當有日回首 
可確實發現我亦能夠 （苦～守～ 至少我不會甘於悔疚） 
奮勇地鬥

各位同學，你有沒有曾經追逐過夢想﹖
我想你是有的，你和我都可能曾經放棄過夢想，
或者還未達成現在的夢想。

如果你問我的夢想是甚麼？
我會回答，在我的腦海中出現的夢想，
就是我想大膽嘗試挑戰自己做不到的事情。

你或許會說：「我還有很多時間。」
但我覺得時間雖然是沒有限度的，
但是對每個個體來說卻並非如此。
你現在有時間和機會的話，為什麼不去大膽嘗試，
突破自己呢﹖只要你自己有努力過，就算可能失敗，
都要盡全力去做，要為夢想而拼盡全力。

如果自己沒有盡全力去做，那麼夢想還是夢想嗎﹖
當十年後，你想到自己在十年前曾經有嘗試過追逐夢想，
那自己的人生就不會有懊悔了。

2C 賴俊杰

作詞：鄭敏    作曲：周國賢/恆仔@ToNick
編曲：周國賢/ ToNick/Goro Wong
監製：Goro Wong

我 往時那稜角 怎麼也削掉了
被 普遍倒模複製 同化了
只相信人類 是渺小
可笑天賦已開竅 竟覺沒意義了
霎眼亦長大了

分秒生存掙扎 彷似給誰掌摑
發光的我竟怕黑 哪有晉級資格

時間早一秒一秒走 誰錯失多少春與秋
(委曲了生命太久)
想愛的 是時候仍沒然後 旁人都早已領悟透
(痛失的缺口)
任歲月流走 誰尚要 再靜候 呆等到最後有沒有內疚
(時間是對手)
而我想一秒一秒守 還記得初衷不放手
(忠於我一念去走)
當每刻 盡情就全沒遺漏 無謂得苦衷的藉口
(想∼∼∼ 將多少所有)
若拼命無休 當有日回首 可確實發現我亦能夠
(苦∼守∼至少我不會甘於悔疚)
奮勇地鬥

我 每樣決定裡 可否當作玩世
像 千塊骨牌堆砌 誰設計
交叉每條路 調個位
足以改變了一切 假設代價極貴
哪算什麼浪費

一秒可成天國 一秒可成醜惡
瞬間可變的太多 要信我的感覺

時間早一秒一秒走 誰錯失多少春與秋
(給屈折雙翼太久)
想愛的 是時候仍沒然後 旁人都早已領悟透
(怕高飛遠走)
任歲月流走 誰尚要 再靜候 呆等到最後有沒有內疚
(何以未仰首)
而我想一秒一秒守 還記得初衷不放手
(堅守我一念去走)
當每刻 盡情就全沒遺漏 無謂得苦衷的藉口
(想∼∼∼ 將多少所有)
若拼命無休 當有日回首
(苦∼守∼)
仍慶幸有命中這惡鬥

縱 挫敗撲空
跌到 困惑迷宮
即使逼到我 太重傷 偏卻也未痛
何時終 見証 革命成功
背對 既定時空
扭轉分秒際遇我掌握去前進
誰會望通
唯有處身最黑暗中 尋遍青空

時間早一秒一秒走 時間的初衷總要守
這秒針 尚存在無限年後 其實早緊握於我手
就鬥命長久 當有日回首
可發現結局確實能夠
(抱緊每一瞬間都已夠)
以我獨有

一秒能創出宇宙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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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 丘籽盈

2C 楊森輝

書名：《神奇柑仔店(1)－－帶來幸福的錢天堂》   作者：廣嶋玲子

這本書描述了一間解憂雜貨店，裡面每一個零食

都能解決一個煩惱。書中有一種零食令我印象十

分深刻，那就是「美人魚軟糖」。書中說從前有

個女生，因為體育課的游泳環節讓她很苦惱，每

次游泳訓練她就感到崩潰了，就好像石頭一樣沉

到水底。後來因到了柑仔店，得到了「美人魚軟

糖」。最後她吃了「美人魚軟糖」，第二天上體

育課游泳時竟然就不再害怕了，而且表現十分出

色。看完這本書後，我覺得這本書很有創意和有

趣，如果現實中也有解憂雜貨店我一定會去光顧

，我想要一種叫「空氣單詞」的零食。因為每次

考試默書都要背書，如果我吸了這個空氣我就會

記得所有字，考試就能合格了。

書名：《A Kids Guide to Cats 》  作者：Arden Moore

讀完這本書後，我覺得內容很有趣。這本書

主要是教我們怎麼去對待貓，這些貓的行為

背後的原因，也提到貓對我們有甚麼好處，

例如：讓我們放鬆心情、保持愉悅……我較

推介這本書給想養寵物貓的同學看。這本書

可以讓他們懂得如何正確去看待貓，而不是

去傷害牠們。雖然我沒有養過甚麼寵物，尤

其是貓。不過我覺得養貓是十分辛苦的，因

為不僅需要時間、金錢，更需要無微不至的

關愛。如果你沒有以上這些東西就最好不要

養貓，畢竟你養了小毛孩你是要對牠負責，

不要因為牠可愛就一時衝動。

17



Hello everyone, today I’m going to share a comic to you guys. Although it’s a comic, but I really 
like it and it’s not that shallow as you think.

So here it is, this comic called “The killing joke”. It is a really classic comic form DC, written by 
Alan Moore. And the story talks about Joker’s Origin via black, white and red coloured theme’s
flashback, while simultareously, depicting his attempt to drive jim Gordon—the police officer, 
insane, and Batman’s desperate attempt to stop the Jocker.

I really love this comic, the detail are exquisite and drawn carefully in every single scene. 
There are different actions and speeches to reflex to the Jocker’s past. It’s so brilliant and makes
 you feel like you’re connecting to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My thoughts on this story and my feelings are Batman and Jockers both are a psychopath, as 
Batman’s parents were killed when he was young. Joker is poor, and his wife was dead because 
of the electronic short circuit. Both of their past are a tragedy, but are chose to be order. are 
chose to live in chaostic. They just chooses different ways to face their deep end. 
Besides, they are just like a filpiry coin. Jocker can never prove himself right, Batman can’t never 
sane or to be friend with Jocker, And last but not least, by the time you are reading, you can also
 find out Jocker is tring to represent “human right”, “justice”, “rationlity” more and more. They are
 the core values from the society, it has never been right or wrong . But that’s the city, country, 
world we are living. We need to let it be or live with it, if not people will define you as an antisocial 
guy.

I would like to share this book to students who love to read comic and who like to enhance their 
English.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it, feel free to come to share with me your views on this book.

書名：《The Killing Joke》   作者：Alan Moore

4A 江恩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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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追逐一夜花語》   作者：琹涵 

書裏的文章和花語，讓我思考未來的人生和建立正確

的價值觀。其中有兩篇文章令我印象最深刻，分別

是「因緣」和「最美的珍藏」。

「因緣」中說到「如何看待因緣的聚散，成為我們

此生的功課」。我覺得這句說得很對，就像一對情

侶感情淡了就分開，但在分開後，卻發現對方的好

處，反復糾纏。老人常說「身在福中不知福」，失

去了才會後悔，又像一對母子經常吵架，但兒子在

母親死去後，才知道自己的錯誤。人往往失去了，

才會珍惜。

「最美的珍藏」，人們往往會想到一些珠寶、名牌

等，但最美的珍藏，卻是我們往日的時光。這令我

想起中史老師說的話：「過去了的時間便是歷史」。

過去的時光無法重返，是我們心中最珍貴、獨一無

二的珍藏。

4A 李梓嫚

我覺得這本書的內容很感人。書裏講述的故事既

有愛情，也有親情，這些故事讓我們明白要珍惜

眼前人。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書中的這句話：「親

情看似平凡，但無可取代。」當時我覺得這一句

說得很好，讓我得到深切的反省。除了親情的故

事外，書裏的愛情故事也很觸動人心﹗很值得一

看。我非常推介這本書給同學，希望同學看了這

本書後，也能好好珍惜眼前人。

書名：《不一樣的故事》   作者：阿濃
2C 李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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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 everyone I’m gonna share a book called Tuesday with Morrie with you. This is a real 

story book about Mitch Albom, the author and his loved professor Morrie. The story is 

about Morrie was told that he is dying, for fourteen weeks, nearly three months, the 

setting of the story surprises me and is also touching. The conversation between Morrie

 and Mitch Albom is loveable. After Mitch visit Morrie on the first Tuesday, their 

conversation is all about life and love, they meet every Tuesday until the fourteenth of 

Tuesday. 

My favorite part is on the fourteenth of Tuesday meeting with Morrie, Mitch needs to say 

goodbye to Morrie, that scene is very heartbreaking, Morrie can barely speak and raises

 his hand to give Mitch a hug. In these few weeks, Morrie said some sentences that I love 

very much, it’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o learn how to give out love, and to let it come

 in the meaning looks easy but the deeper meaning is hard, if you want to know the 

meaning of this sentence, then you should read this book. After all, this is a warm book 

for you to receive comfort and love.

4A 黃思詩

書名：《Tuesday with Morrie》   作者：Mitch Alb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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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   作者：賈德．戴蒙

哥倫布發現美洲，相信大家對這段歷史都耳熟能詳，

但是歐洲人又憑什麼能夠成功征服新大陸？如果你對

社會科學領域有興趣的話，就絕對不能錯過「槍炮、

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這本書。 

作者以美洲殖民為例子，提出了獨特的見解，具啟發

性的分析。他認為文明是建基於農業之上，與環境丶

天氣等因素相扣，並以美洲跟歐亞大陸比較，指出兩

者在植物品種丶馴化物種丶緯度日照等差異。最終令

美洲農業落後，進而使糧食產量受限，人口增長緩慢

，行政體制未能成形，科學發展停滯，同時病毒進化

能力有限，美洲人免疫力缺乏磨練的機會。 

正如書名，作者總結槍炮、病菌與鋼鐵是歐洲人能夠

取得勝利的關鍵，並帶出一個文明的興衰並非與人種

的智商有關，而是取決地理丶農業丶環境丶可馴化物

種等因素的論點。 

6A 胡廣霖

人生總會有大大小小的遺憾，如果有機會改變過去

，我們通常都會認為另一個選擇會有更好的結果。

但是，其實我們有否想過可能最初的決定已經是最

好的？

這本書記載了十位客人的故事，每個故事都令人感

到悲傷。到底他們因為什麼原因來到遺憾修正萬事

屋？你以為遺憾修正了後便會皆大歡喜？修正後而

引發的新人生未必如你所願，亦未必如你想像中的

美好，更有可能比現在變得更差。所以希望大家可

以從這本書中學懂活在當下，享受現在擁有的幸福。

6A 陳進庭書名：《遺憾萬事屋》   作者：理想很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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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一下樓，總是一片人山人海的景象。當然，這只是疫情前的場景了，如今

可就不同了。街上的行人風平浪靜，偶爾只能看見幾個「打工仔」和一些中小

學生了。

一直往前走，經過商場門口，放眼看去，這裡早已不一樣了。從前，一大清早

就有很多學生、「打工仔」等其他的人來這裡吃早餐。從前大商場裡人頭攢動

的景象已經不復存在了。現在的大商場彷彿無人知曉的小店鋪，慘淡經營著。

向前左轉，經過街市門前，裡面的人屈指可數，有的攤檔甚至停止營業了。

拐彎向前是巴士站。以前的這個時間應該是車水馬龍才對，但現在可顯得門庭冷落，

非常冷清。

過了巴士站，再前點便是個往下的斜坡，朝下，瞇著眼睛望去：「咦！這不是在電影

院裡賣栗子的王叔嗎？還有一陣陣撲鼻而來的炒栗子味呢！」我自言自語。

疫情下的街頭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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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了坡，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這裡的人流量比前面多了很多。再向走去，跟

王叔聊了一會兒。「早啊，王叔！你怎樣在這裡炒栗子了啊？」我好奇地問道

。他回答道：「唉，別提了，最近，因為疫情根本沒人來看電影！老闆虧損的

錢越來越多......我便成為了其中一位不幸被『炒魷魚』的一員了。」他說著說著

，一顆顆豆大的眼淚掉了下來。我替他感到不幸，臨別前用我口袋裡僅剩的零

花錢買了一袋炒栗子，雖說是杯水車薪，但也希望能盡量幫他。

向左轉，到了馬鐵站，過往這裡可是每時每刻都是人頭湧湧地，現在眼前的景

象遠不如以前壯觀了！

沿著這條路走，又走到了一個商場，這跟剛才的一樣，裡面的人寥寥無幾，眼

前只有和我同一間學校的同學們踱步著。

下了樓梯，過個馬路，終於回到學校了......

希望疫情快點過去，讓失業的人盡快找到一份新的工作，也讓所有人都能之下

口罩，見面時不再只看見一雙雙沒精打采的眼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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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是因為我太貪心

要不是因為我太貪心，事情就不會變得這麼嚴重。

每個人有七情六慾是很正常的事情，我當然也有慾望，有

了想要的東西也不滿足，我也曾因為太貪心，而做了讓我

後悔不己的事，不知道你們是否也有呢？

那一天，是我的生日，對於被父母寵愛的我來說是個重大

的日子。太陽微微露出一個角，我便起來了，滿腦子想的

都是今天會收到什麼禮物。起床後飛奔到爸爸媽媽的房門

前，很急切地敲著門，爸爸媽媽還以為發生了什麼

，趕忙開啟了門，媽媽看到了我後便問道：

「怎樣了？我的小寶貝！」

「媽媽，媽媽，我的生日禮物呢？」我問道。媽媽點了點我的小鼻子，

「不著急，待會兒媽媽

帶你去買你想要很久的禮物好嗎？」媽媽說道。「好吧！」我答道。

滴答，滴答，滴答......

時間飛快，幾個小時過去了，外面已是陽光普照了，媽媽說：

「走吧，寶貝，去買禮物了。」我聽言，衝向媽媽拉着媽媽的手，

「快走吧！快走吧！我迫不及待地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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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媽媽去逛街，街道琳瑯滿目的禮品看得我眼花繚亂，

東跑跑西摸摸，終於選中一個玩偶，媽媽：「就要這個了，

不許再換啊。」我點點頭。

之後，再逛了一會，我看到一個比我手裡更漂亮的玩

偶，直接橫穿馬路，沒理媽媽的叫喚，我一直衝，

這時大車向我開來，就在快撞上那刻，媽媽把我拉

走了，自己卻被撞，「如果不是我太貪心，想要多

個娃娃，媽媽就不會被車撞到了。」我心裡想。

我整個人呆住了，幸虧大車司機沒有肇事逃走，幫我們打了110。

110來了後，醫生把媽媽送上救護車，我也跟着上去了，護士問我爸

爸電話，我一直呆呆的沒有理會，護士只能找出媽媽的手機打了。

到了醫院，媽媽進了重症室，我在外面等。爸爸也到了，問我：怎麼樣了？

我不知道如何回答，嘴裡一直念着，都怪我貪心！沒有要玩偶，

媽媽也不會被撞。

爸爸安慰我，又過了幾個小時。媽媽出來了，媽媽沒什麼大事，

不然我會後悔一輩子。這事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回憶，也給了我一個大道理

「不要太貪心，因為你永遠不會知道貪心的後果有多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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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微閃的街燈下，回憶起在這條小街渡過的快樂童年，心裏感覺到有種

落寞的温暖。正當我沉浸在回憶中，一輛小轎車從我身邊飛速開過，呼嘯

而過的引擎聲將我驚醒。這時我才想起，來到這裏要辦的事情。

我飛快的沖進那條小巷子裏，路過一間間房子，心裏默數着來到了第六間

。打開了這座空置了許久的房子的大門，飛奔上樓，來到那間熟悉的房間

。我坐到書桌前，從抽屜拿出了那張泛黃的照片。透過那盞黃黃舊舊的燈

能看見照片中，整齊的春聯貼在那斑駁的磚墻，依稀可見春聯上寫的歲歲

平安。照片中爺爺坐在石桌旁，拿着一把小扇子，對着那燒水的小灶子扇

風，而我坐在小灶子旁邊靜靜的看着。石桌旁還坐着其他叔伯，他們臉上

都帶着笑容。這張隨手一拍照片沒精心挑選的地方，更沒有人注意到鏡頭

，可就是這一張隨意的照，看到大家能在結束一年的辛勞之後，與家人在

春節時團圓而坐，歡聲笑語，就如被太陽照到的冰雪一樣融化成春水。

盯着這張照片看得出神，時間在暗黃的燈光下悶不吭聲的走過。看着這張

舊照中爺爺的模樣，我再次陷入了回憶。回憶起爺爺泡茶時的身影，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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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爺爺總愛帶着我和其他叔伯一起品茶。我愛看他泡茶時的井然有序

的動作，還有茶葉在杯子裏的變化。泡到一定的時間後，緊縮的茶葉會

向四面八方舒展開來，緩緩往下沉，猶如一片片秋風中的落葉。爺爺也

喜歡教我下棋，這大概就是我和爺爺的最後一張同框照。

或許是上帝不願給人們太多歡愉的時光，在拍完這張照片沒過多久後，

爺爺就因為身體原因住進了醫院。經過許多次治療仍不見好轉，他再也

不能像以前一樣帶我去泡茶了。爺爺終於還是離開了我，但他為我留下

了童年的記憶裏最難忘的情懷。

這已經是爺爺離開我的第八個年頭了。回想起爺爺，在腦海中浮現的就

是慈祥的笑容，和長滿厚繭的雙手，那雙手泡在泉水裏彷彿有茶色在漸

漸蔓延。石桌上的青苔，一旁坑坑洼洼的土地，還有那老槐樹的年輪，

這一切都記錄了我和爺爺一起度過的時光。

回過神來，將照片放入背包帶走。慢慢走出那條帶着許多回憶的小巷，

回到那個喧囂又繁華的城市，繼續過我的生活，繼續默默地成長著，感

悟著⋯⋯夜晚的風很涼爽，街燈照着白楊木，影子被拉長，越拉越長的

影子，就好像我對爺爺的掛念一樣細長。

28



教育的「嚴」與「愛」

有人說：「棒下出孝子，嚴師出高徒」，也有人說「獎賞是教育的恩物」

。所謂「棒下出孝子，嚴師出高徒」，就是以嚴厲的方式進行教導讓孩

子成材；而「獎賞是教育的恩物」則是給孩子獎勵作為鼓勵，從而讓孩

子成材。雖然二者的方法是對立的，其目的都是一樣的，因此可以互補

不足。 

古語有云：「慈母多敗兒」，以寵溺或者放縱的教育方式是教育不了孩

子的。如果孩子從小就不曾受任何磨練，只在母親的溺愛下成長，那麼

他們長大以後能自己解決什麼問題呢？更別說能為社會奉獻了。相反，

在一個嚴厲的方式下教育出來的孩子必能成材。世界大多數頂級的運動

員，他們的成功都有賴嚴格的教練，在日常訓練中，教練「無情」地要

求他們不斷重複練習，不准他們放鬆。如果他們偷懶，教練便處罰他們

，令他們不敢再犯。著名運動員鄧亞萍的成功離不開教練的嚴厲管教，

在教練的監督下，她每天刻苦練習，最終成為乒乓球「一姐」。 

黃
秋
華

|

教
育
的

與
「嚴」

「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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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分的嚴厲也是不可取的。如果家長和教練只懂得去以嚴厲的方式去教

導，沒有去真正地關心他們，他們的壓力便會因而增加，甚至做出反叛

的行為。 

「獎勵」固然是一個鼓勵孩子的好方法，因為這樣能夠提升孩子的自信

心去解決更多的困難。有調查指出，成績優良的學生大多都是因為不斷

被別人稱讚和獎勵；成績不理想的學生大多都是因為被別人忽視或者過

分的責罵，令到他們無法自我肯定而迷失自己的方向，因此適當的獎勵

能夠提升孩子繼續前進的動力。但過分的「獎勵」，可能會令到孩子變

得很「物質主義」，凡事都要求回報，便失去了做事情本應該有的心態。 

總括而言，「棒下出孝子，嚴師出高徒」及「獎勵是教育的恩物」都各

有好處及壞處，不同的孩子都要不同的教育方式，只要父母及教練因材

施教，保持適當的嚴厲及獎勵，就必定能讓孩子成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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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

開始下雨了。

街上的途人驚慌地往掩蓋跑去。

相比之下拿著雨傘的自己則開始萌生一種微弱的優越感。

「你的背包還真甚麼都有。」

「因為以防萬一啊。」

伴隨著雨水被踢開的聲音，背後出現一位穿著黑色雨衣的船長先生。

「一到港口就不見了你，還以為你中途墮海了。要走的話先說聲，給我想想這幾個

月的飯是誰給的，一句感謝都沒說就走了。」

「我有留了信給你們，我親手交給副船長了。」

「我才不要那種信，有話說就當著面說。你是小孩子嗎！」

「我不擅長對著人。」

看著一邊嘆氣一邊搖頭的船長先生也是一種樂趣，這想法告訴他的話絕對會生氣吧。

「請好好讀我的信，那裡充滿著你要求的感謝之情。那我也差不多要走了，再──」

「喂你......真的不告訴我你的名字嗎？」

對於船長先生的問題，我並不感到驚訝。因為這是我每一次的偶遇都會有的提問，

反正最終的結局是不會變的，從以前開始就是這樣了。

「不，我並不會說。因為──以防萬一。」

「我是你不想要的『雨』嗎？。」

「正確來說是造成『雨』的原因，而我非常討厭雨。

如果船長先生沒有遇到我的吧，

一切會更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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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得真直接啊。」

「不給出正面的答案才是失禮呢。」

「嘛，算了。快走吧，不是趕著嗎？」

「說的也是。那麼，永別了──亞當斯先生。我們不應該相遇的，抱歉……」

「我們把你救起來的時候就已經有著覺悟了，這是大家的決定，別放在心上。

雖然當時弄得滿地血讓我有點後悔。那麼，祝你一路順風。」

「嗯。亞當斯先生，祝你生命安全。」

留下簡短告別的他，轉眼之間已經不見身影。但我好像期待著不會有的奇蹟，

一直看著他消失的方向。

迷失時間在發呆的我，最終轉過身來向反方向走去。

「買一包咖啡豆再回去船那邊吧。」

不知道何時起，我已經停下腳步開始自言自語。

我到底在等誰呢？我在等待誰的回應？

但事實上，這種自問根本沒有意義。心裡早已有個明確答案。

以往的短暫日常完全成為了壞習慣。改掉比較好，我可不想和他一樣像個怪人。

街道顯得昏暗，一個路人都沒有。耳邊只聽到無數雨水擊打地面的聲音。所以

我可不記得有聽到三道腳步聲。

「一點腳步聲都沒有是甚麼回事啊，在玩特工遊戲？」

眼前出現的三個同樣穿著黑色雨衣的人沒有回答。

「該死的『雨』。好吧，誰先來？」

       「雨」──下得更大了。

32



我眼中的小霸王
鍾
成
斌

|

我
眼
中
的
小
霸
王

我坐在課室的後方角落，常在課後小休時默默注視同學們的有趣行為，

各同學們的行為都是善意的，唯獨是他，一位被我們稱為「小霸王」的

同學——小高。 

他長着一張赤黑色的臉龐，濃眉大眼，一張大大的嘴巴，臉上還有一條

短短的疤痕，試想像一下，這些特徵長在任何人的臉上，也是凶神惡煞

的樣子吧！

他每一次搶別人的食物時，就會將他的一雙大手搭在別人的肩膀上，然

後善用語言上的威嚇，威脅別人。若果別人不聽從他的說話，他就會利

用他的一雙大手在別人身上好好照顧一番。有幾個不怕死的就是不聽從

他的說話，已經被他欺負得慘不忍睹。從此以後再沒有人無視他的吩咐

。每一次他想要什麼，我們就會給他。只要是什麼好玩的，好吃的他通

通都會搶，久而久之我們好吃的好玩的便不敢在他面前拿出來了，生怕

他又會再搶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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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有一天，我忽然在街上看到他扶着嫲嫲。原來他的父母已經離異，

沒有人照顧嫲嫲。嫲嫲手腳不太靈活，走路都慢吞吞的，一步一步地行

走。走了一會兒了，他怕嫲嫲口渴，先扶著她走向公園的陰涼處，讓她

坐下，然後便快步走進便利店內買了一瓶水給嫲嫲喝。他的目光由始至

終都是看着他的嫲嫲，生怕她有什麼危險。直到他的嫲嫲喝完水了，然

後扶著她站起來，一步一步地走回家到。這個時候，他在我的心目中已

經不是那個經常欺負別人的小霸王了， 而是那個會照顧長輩的乖孫兒。 

 

事後，在我眼中那凶神惡煞的面孔也變得老實和善良了。我也漸漸明白

他的行為，只怕他是為免嫲嫲擔心而欺負人，免被他人欺負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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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中的小霸王

小高又在欺負同學啦！他一把拽過小明的衣領，把小明摁倒在地，上去

就給了對方結實的一拳。小明在小高的身下顯得十分弱小，只能用手臂

保護自己的頭部，小高毫不留情繼續毆打小明，直到老師的到來，扯開

小高，他才收手。小高是我們班的同學，他臭名昭著，經常欺負同學，

還蠻不講理，班上沒有同學敢和他玩，老師也不喜歡他。老師叫小高出

教室，問他為什麼又打同學，小高面無表情地看著老師，一句話也不肯

說。老師又重複了一次問題，小高冷冷地回答：「我打人不需要理由。」

放學回家時，我望見小高坐在花園的長椅上，心想：咦？小高不回家嗎？

坐在這做什麼呢？好奇心驅使我悄悄地走過去，映入眼簾的是神奇的一

幕：想不到平日霸道無理的他竟然在溫柔地餵流浪貓！小高輕手輕腳地

把貓糧放在地上，生怕嚇到了它們，然後坐回長椅上。他的眼角眉梢全

都是溫柔，眼裡滿腔快要溢出來的寵溺和喜愛。

餵完貓的小高往菜市場的方向走去，我也小心翼翼地跟在他後面。來到

菜市場，他走到一個小店鋪，朝周圍望了望，然後走進店裡，我跟上他

的腳步，又是一幕令人出乎意料的場景！看到小高溫柔地叫了一聲「奶

奶」，然後體貼地幫她按摩，還時不時問老奶奶力度夠不夠，最後細心

地餵她吃飯。難道這才是真正的小高？如此善良孝順的小高？我為了搞

清楚事情，詢問了老師，原來小高的父母在他很小的時候就去世了，是

他奶奶撫養他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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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鼓起勇氣，決定當面問小高，他變回了一貫的冷冰冰，我問

他：「昨天為什麼你要打小明？我覺得你應該有些時沒告訴大家。」

小高說：「這不關你的事，走遠點，別來煩我！」我說：「我看到你餵

流浪貓，還有你照顧你奶奶的情景，也已經知道了你家的情況，說吧，

為什麼你要打小明？」小高眼裡閃過一絲憤怒，然後想了想，把事情的

真相告訴了我：原來小明見小莉平時很少說話，又很膽小，於是藉此欺

負她，搶走了小莉的很多物品，如果小莉不給，小明就威脅她。如果不

是小高看見了事情的經過，還不知道小莉要被欺負到什麼時候！小高還

告訴我之前很多次打架都是為了教訓那些以大欺小的壞同學。

原來大家都錯怪他了，我們眼中的小高並不是真正的他，真正的他是一

個孝順、善良的人，只不過他把事情都埋在心裡，自己一個人承受。經

過這件事，我明白了很多事物不能只看表面，例如無理取鬧的人，其實

只是希望得到別人的關心；喊著「再見」的人，其實是想有人挽留；祝

你幸福的人，是想永遠跟你在一起……所以看事情，看東西，看人心，

不能只在乎表面，還要看背後最本質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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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念正如窗外冬日的雨樸面而來，帶來一種孤獨。它不是秋雨淋瀝後

的潺流，而是冬季雨後的寂寞，冷冷的冰雨無助地飄，像一顆顆寂寥的

心漫無目標地無處著落。

    「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談起知己，我想起了我的好友，一位

曾經一起上學而如今遠在他鄉的的好友。每到冬季，我的手腳便會冰冷

發抖，我的這位朋友看見我發抖便拉著我的手放進她的衣服口袋裡。每

到下課她就會拉著我的手，我便知道她要幹嘛了。雖然這不是什麼大事

，可是在初中三年裡的冬季，她三年如一日的拉著我的手給我捂熱。她

好像早已把我瞭解透了一樣，知道我在寒風刺骨的立冬裡需要那麼一絲

溫暖。就像一個千里冰封的冬天裡，她冒著冰封雪蓋給我雪中送炭。

    那一份溫暖在我最需要時出現，我被打動了。回首往事，好像發生在

昨天一樣，記憶最深刻的事是和她離別，讓我想起了李白的《贈汪倫》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那我與她便是「臘八冬季雪飛

落，不及知己送我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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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來說，知己不一定是最瞭解你的人，畢竟不是「肚裡的蛔蟲」

，它也不一定是要為我「兩脇插刀」有些事是不可以「兩脇插刀」的，

就比如一起逃學，這不是知己，是一種盲從，不是「真正的朋友」！但

知己總能在你需要時幫助你一把，我想這才是難能可貴的「好知己」吧！

      知己也是伴我一生成長的朋友，知己會在我有困惑時幫我排憂解難；

我們也互相信任對方，不計較利益，在我迷失的時候，我就如大海裡失

去方向的小船，知己就像島上的燈塔為我指點迷津，我們不需要太貼近，

便能理解對方的困難。無需太多話語，一個眼神一個動作就能明白。

      談知己，知己卻不是想像中的那麼好談，有的人可能是為博取利益

而接近你然後故意為你排憂解難套呼你，然後騙取錢財。可想，知己，

知己，談著簡單，可這世上又能有多少人能真心理解你呢？知己是難能

可貴的朋友，是雪中送炭的溫暖，對於知己眼裡沒有利益多的是感恩和

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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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我看到那張字條，就為自己的年少無知感到懊悔不已。字條上寫着：

「謹記時刻尊重他人」，這是我小學一位老師送給我的話，如今我仍將

它貼在我的書桌上，時刻提醒自己。

小學四年級時，我常常將歡樂建立在班上的一位同學身上，他叫允行。

他的個子矮小，且有自閉症，不喜歡與人交流。因此每天上學我也會以

他來開玩笑，與其他同學一起取笑他個子矮，替他取綽號，叫他為

「啞巴」。但他並沒有因我的行為作出反抗，只會默默坐在椅子上哭。

到了四年級下學期時，允行經常不上學，聽說是因為患了情緒病，可是

那時候我還未察覺自己有錯，甚至輕佻地到處跟別人說他是因為害怕我

才不上學，想藉此向別人展示自己的影響力。

直至有次我被老師叫我放學後到訓導室，自那天起便是我的惡夢開始，

我的人生就從天堂跌到地獄。我被老師訓斥我欺凌同學，因此要記兩個

大過。更重要的是老師說我的行為十分過分，使允行曾幾度嘗試自殺。

直至那刻，我才發現自己真的玩過頭了。老師責罵我後便在紙條寫上：

「謹記時刻尊重他人」，他還刻意將「尊重」兩字放大，然後就將紙條

送給我，要我記住這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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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那天直到小學畢業時，我反被同學欺凌，他們對我做出相同的行為，

我失去了所有朋友，每天也過得很失落，我想也許這就是我的報應吧！

如今我已經快中學畢業了，但我仍留着那張八年前的字條，還將它用膠

紙貼在書桌上。無論在我溫書，寫作業，還是閱讀，只要當我在書桌前

，每次看到這字條上的字，它都會讓我回憶那傷心的往事，心中的剌讓

我感到心痛，令我忐忑不安。因為在經歷被欺凌後，我心中產生了陰影

，變得害怕與人相處。

可是我知道，這一切的開始都是歸究於我自己。俗語說：「有因就必有

果。」這句話的確是真的。我很後悔自己當初欺凌別人，我對允行造成

的傷害或許會影響他一輩子，就像我一樣，我被欺凌後那些傷痛的感受

仍在心裹，被我深深地記掛着。以前我那自我中心，驕傲自大和自以為

是的性格如今都已經沒有了，因為我不敢再這樣。曾經年少無知，以為

取笑別人很有趣，沒有顧及別人感受，我那笨腦袋卻又沒想過自己會為

別人帶來痛苦，這件事真的讓我懊悔不已。

或許無論我做甚麼都不能彌補允行的心靈，但我會將字條上的「謹記時

刻尊重別人」作為我人生的座右銘，提醒自己在任何時候都要以這態度

待人，不再為其他人帶去傷害。因此，那字條就像一個時鐘，時刻提醒

着我要尊重他人。雖然它總是會勾起那些不愉快的經歷，但每次讓我後

悔過後，也會再次提醒自己，讓我成為更好的人。

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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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是有很多意思的一個字，也是一個有很多形式的一個字，

結有好有壞，好的有中國傳統的中國結，有婚姻裡的永結同心，甚至有

女孩子所喜歡的五彩斑斕的蝴蝶結，是啊世界無奇不有，而我偏偏擁有

這個世界上，所以結壞的一面，那就是大眾所恐懼、所憤怒、所憎恨的

心結。

      汪汪汪......小狗是每個小孩子都喜歡的小動物，玩具小狗的誕生更成

為孩子心目中排行第一的玩具，但只有我對玩具小狗抱有憎恨之心。記

得那是星期六的夜晚，公園裏人山人海，遊樂設施多到眼花繚亂，擁擠

中因為爸爸拉著我的手所以顯得格外有安全感。在一個擺地攤叔叔旁邊

有很多的小朋友都抱住一只小巧可愛的小狗玩具，而小狗玩具瞬間俘虜

了我的「小心臟」，我好像瞬間有了超能力一樣，一直大力地拉著爸爸

過去小地攤。到了小地攤只看見一隻隻玩具小狗猶如真的小狗般栩栩如

生，我不禁伸手過去摸了摸玩具小狗的頭，然後看向爸爸。爸爸就好像

我肚子裏的蛔蟲，斬釘截鐵直接說不行！我就像狗皮膏一樣，緊緊的黏

住爸爸，並且「唐憎上身」一樣一直在他耳朵旁「念經」，就這樣我們

在公園裏走了一個小時，我也念了一個小時，直到再次回到小地攤，爸

爸手機響了，爸爸擰頭就走去一旁聊了起來，似乎有急事。大概過了十

分鐘，爸爸走了回來摸著我的頭，說：「兒子，現在給你一個選擇，買

了玩具小狗，爸爸明天就回香港了，不買爸爸就不走。」當時我壓根不

猶豫直接答買小狗，結果如我所願買到了玩具小狗，直到回家洗完澡我

還抱在懷裏愛不釋手。第二天我像平常一樣去上學，可是放學不再是爸

爸接我了。我開始慌了，難道昨晚爸爸說的是真的嗎？我忐忑不安的拉

著爺爺的手問到，爸爸呢？他怎麼不來接我了？爺爺一點也不含糊說「

你爸爸今天已經走了」，我的大好心情瞬間晴天霹靂雷雨連連不斷，從

學校放學哭到半夜。夜裏我不再是抱著玩具小狗入睡，而玩具小狗成

為了我心中支配著我的「惡魔」，也可以說是心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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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眼間，一個學期過去了。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夏日的陽光格外

耀眼，樹枝的蟬虫樂隊也在演唱著屬於夏日悅耳的歌，而我就躺在床上

聽著那悅耳的歌聲，似乎是屬於我的私人樂隊一樣。突然爺爺拉我起床

讓我快點穿好衣服，說是要帶我去一個地方。我連忙穿好衣服，梳洗完

後馬上穿好鞋子，趕忙來到樓下，只見爺爺叫了一輛出租車。上了車後，

我還是按捺不住心裏的「小貓咪」問道：「爺爺我們要去哪呢？」爺爺

說：「帶你去香港見爸爸。」我欣喜若狂地一直問爺爺「是真的嗎？」

爺爺不耐煩的回答：「真的，真的，現在就去香港。」」暑假第一天就

充滿了驚喜，看來這個暑假一定不平凡。

        開心了沒有半小時，我就開始低落了，不是離開了擁有私人樂隊的

「宮殿」，也不是因為失去了被太陽公公「撫摸」的機會，而是爸爸一

聲不吭的走了，而玩具狗更成為了我的陰影而不是爸爸所想的陪伴物。

就這樣這一路上我的心情七上八下；就連一直陪伴著我的太陽公公也下

班了，所以在月亮姐姐的陪伴下我來到了爸爸住的地方。一進屋我那

「三土米」的大床沒了只有一張雙層床，但是認真一看麻雀雖小，五臟

俱全呀！這時爸爸走了出來，我卻悶悶不樂，視而不見地去收拾自己的

行李，爸爸也不知道該怎麼辦只是說了一句：「都累了吧，先休息一會

馬上就能吃飯了。」爺爺答道「好好好。」過了十五分鐘開飯咯！早已

餓成「死屍」的我突然充滿了生命力，坐在桌子旁拿起筷子就是一頓狂

扭，狼吞虎嚥已經不能表達出我的現狀。吃完飯後我的位置就像剛打完

仗一樣，飯粒就像橫屍遍野般。爸爸生氣的打了我一巴掌，並說：「學

校沒有教你憫農詩嗎？知道什麼是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嗎？所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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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粒粒皆辛苦，你現在却浪費這麼多米飯？」憋了一整天的我也開始

不受控制了。「上次一聲不吭就拋下我現在一句安慰都沒有還打我？我

恨死你！」說完我就跑到樓下公園坐著哭。爺爺也追了下來連忙安慰我

道：「別哭別哭！男兒流血不流淚啊！孫呀！」而我哭著回答：「嗚嗚

！流血這麼痛我還是流淚吧！」爺爺聽了也哭笑不得，之後我哭累了便

睡著了，爺爺才把我抱了回去。因為太早睡覺的關係，我早上六點醒了

。起床後看見爸爸已經不見蹤影，我連忙拉醒爺爺一直喊道：「爺爺，

爸爸又不見了！」爺爺安慰著我說：「他只是去上班了，沒事沒事。」

我天真的以為上班只是上學，回去只是玩而已，就更加生氣了！爺爺似

乎看出我的腦袋上開始有「火星」就拍了拍我的腦袋說：「其實上班很

辛苦的，也很忙沒有空餘時間。」我摀著耳朵喊道「不聽不聽。」爺爺

顯得格外無奈，只是說了句「趕緊去洗梳吧！爺爺帶你去一個地方。」

經過一番折騰，我和爺爺上了巴士，大概四十五分鐘車程，中途還要轉

車。我差點沒有吐出一個「瀑布」。心想為什麼要坐這麼久車程還要轉

車，真的是折磨呀！爺爺一聲不吭的拉著我來到了一個邨裏的物業管理

處，一走進去就看見很多人走來走去，就好像螞蟻搬家一樣，幾乎沒有

停下，而我一眼就看見在忙碌的爸爸。爸爸一個轉頭看見了我和爺爺本

想走過來，但是有一個「螞蟻的首領」（主管）喊道：「那個誰去巡樓

！爸爸聽見後低下頭一聲不吭走了，而我也低下頭懺悔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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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早上我以為爸爸是去玩不帶上我，而爺爺也解釋道：「其實那一天

，你爸爸是想等你回來和你道個別才走的，不過主管一直發信息給你爸

爸回來上班，因為公司人手不足。你爸爸也很無奈，最後還是走了。」

        說完，爺爺把玩具小狗遞了過來讓我打開小狗的肚子，我拉開鏈子

，看見裏面有著一張有點泛黃的紙條，上面說著：對不起兒子，爸爸要

工作了，等你暑假爸爸再帶你去游樂園玩。我頓時淚流滿面，一聲不吭

的坐在一旁直到下午爸爸下班了。我哭累了睡在爺爺旁邊，爸爸走了過

來輕撫我的臉頰。我醒了，我看見爸爸在眼前，豆大滴眼淚滴了下來。

對！沒錯！我還不爭氣的眼睛又開始倒水了！我抱著爸爸一直喊道：

「爸爸對不起！是我誤會你了！爸爸連忙安慰著我說：「不怪你，是爸

爸不好，沒有等你回來。」我一直扭著頭但哭腔中卻說不出話，而這一

個「鬧劇」直到半晚，才回歸到夜裏的寂靜。

        心結，往往令人不敢去面對，只是一味的「火遮眼」燒上心頭而產

生憎恨，其實只要肯去面對，心結自然不攻自破。就好像我一樣，以為

是玩具小狗帶來的惡夢，不敢去面對它，卻不知道，打開惡夢的出口的

鑰匙就在它身上。只是我一味的逃避，才弄出這麼一個「可笑又可悲」

的「鬧劇」。不過「鬧劇」都是有結束的時候。自此之後，我終於解開

了心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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