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塘官立小學（秀明道）2012-2013 中文文刊 第二期
寫作是一個無限創意的空間，讓同學自由翱翔。這是他們努力的成果，讓我們一同分享吧！ 中文科組
各位家長：
本校將會編輯學生的中、英文寫作作品，製成文
刊，定期與家長和同學分享，希望在孩子的成長路
中，留下彩筆，細細回味。
遊公園
1B 余宗澍
星期日，媽媽帶我到月華街公園遊玩。
那天天氣十分晴朗，我在草地上看見花兒和樹
木，真是漂亮。我聽見小鳥在樹上唱歌，真動聽。我
和媽媽一起談天，一起散步。
大家過了快樂的一天。

生日會 1C 許敏怡
今天是我的生日，家人替我在家中舉行了一個生
日會。我們一起唱歌，一起吃蛋糕。爸爸和媽媽送我
紅包。
今天，我覺得很快樂。
遊公園
1D 黃梓洹
星期日，爸媽帶我們到公園遊玩。
那天天氣真好，我在草地上看見花朵和蜜蜂，真
是美麗。我聽見小鳥在樹上唱歌，真動聽。我和弟弟
妹妹一起玩耍，一起吃東西。
大家過了快樂的一天。
樂於助人的健強
2C 陸天堡
一個老婆婆在菜市場購買水果，突然她的塑料袋
破了。健強立刻幫老婆婆撿拾水果。
然後，健強從背包裏拿出一個環保購物袋，把水
果盛載，老婆婆很開心，健強也很開心。

樂於助人的健強
2E 伍曉灃
星期天下午，老婆婆在市場買水果。可是老婆婆
的塑料袋破了一個大洞，裏面的水果掉了下來。健強
看見了，立即走上前幫老婆婆，並從背包裏掏出一個
環保袋，把地上的水果放入環保袋裏。老婆婆說：
「你
真是一個好孩子，謝謝你。」健強說：「老婆婆，你
不用謝。」
我的同學
2B 庄峻旭
我的同學叫蕭文澤，今年八歲。他的頭髮短短
的，有一雙圓溜溜的眼睛，他今年讀二年級，最喜歡
上體育課，因為他喜歡和同學一起玩耍。
他是我的好朋友，因為我們常常一起學習，一起
玩耍。

我的好朋友
1A 吳慧晞
我的好朋友是趙嘉蔚。她有一雙又大又圓的眼
睛，一個高高的鼻子，一把黑黑的頭髮。她最愛吃水
果和零食。
小息時，我們愛在操場上一同談天，一同吃小
食，大家玩得很開心。我喜歡和同學們一起玩耍和學
習，校園生活樂趣多。
我的好朋友
1E 蔡一言
我的好朋友是魏學霖。他有一雙又大又美麗的眼
睛，一個高高的鼻子，一把烏黑的頭髮。他最愛吃西
瓜和芒果。
小息時，我們愛在課室上一同談天，一同玩耍，
大家玩得很開心。我喜歡和同學們一起吃東西和唱
歌，校園生活樂趣多。
聖誕節
2A 湯詠晞
十二月二十五日是聖誕節。聖誕節是紀念耶穌誕
生的日子。
聖誕節是一個普天同慶的日子，我和家人會在家
裏吃聖誕大餐和火雞，我們還在聖誕樹上掛上燈飾。
我會向家人送上聖誕咭和禮物表示關心和愛意，分享
大家的喜悅。
這個聖誕節我很開心。

我的同學
2D 黃玉瑩
我的同學叫楊浩添，今年八歲。他的頭髮是短
的。他有一雙大眼睛，美麗的笑容。他的心地善良。
我很感謝他，因為他常幫助我。他既聰明又有禮貌。
有一天，我幫他拿東西，他向我說：「謝謝！」
他真的很有禮貌。
他是我的好朋友，因為他是一個善良的孩子，我
能夠認識這位同學，真的十分高興。

寓言故事續寫：小狼的故事 3A 謝詩泳
一天早上，小狼在公園的路上見到一隻小烏龜迎
面而來，小狼不但沒有理會小烏龜，還狠狠地踢了牠
一腳，把牠踢到很遠的草叢裏。
第二天，小狼在公園又遇見小烏龜。當時小烏龜
看見小狼便生氣得頭上冒煙。小狼想：他是不是還恨
我昨天踢了牠一腳？我應不應向牠說聲對不起？於
是小狼便走到小烏龜前，說：「對不起！我昨天做錯
了，請你原諒我吧！」
最後他們成為了好朋友，這個故事教訓我們做錯
事要勇於承認。

參觀香港房屋委員會展覽中心
3B 黃麗瑤
今天，老師帶我們去參觀香港房屋委員會展覽中
心，它位於何文田廣場。
我們先觀看展示屏，玻璃展示屏上有詳盡的文字
資料和豐富的圖片，展示由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香
港公共房屋的發展概況和屋邨管理模式的演變。然
後，我們參觀瞭望橋，玻璃瞭望橋下的立體香港地圖
模型展現了房委會物業的規模和分佈情況。接着，我
們去觀賞展品，透過建築模型和模擬單位、實物擺
設，窺探過去數十年的社會變遷和了解日益改善的公
共房屋居住環境。最後，我們到互動角玩遊戲，看圖
像和影片，我們都玩得很高興。
透過這次參觀活動，我學到很多有關公共房屋的
知識，希望有機會能參觀更多不同類型的展覽。
寓言故事續寫：小狼的故事 3C 趙慧嫻
有一天，小狼在森林裏的路上散步。小烏龜也在
路上散步，牠對小狼說：
「早安。」小狼卻大搖大擺
地走到小烏龜面前，一腳踢起小烏龜。小烏龜大叫救
命。小狼卻嘻嘻地笑了起來，十分狡猾。
第二天，小烏龜很生氣，小狼有點害怕，不知怎
麼辦。小烏龜對小狼說：
「我要告你傷害我！」小狼
非常驚慌，很後悔自己做的事。
小狼誠心向小烏龜認錯，他對小烏龜說：「對不
起，我知道自己做錯了，請你原諒我吧！我以後也不
會傷害別人了！」小烏龜覺得小狼很有誠意，於是原
諒了他。
日記一則
4C 謝曉嵐
十二月六日 星期四 陰
今天早上，我很開心，因為校運會沒受天氣的影
響，能夠如期舉行。我們坐車一起到九龍仔運動場，
然後坐到觀眾席的前排，為我班打氣。
我參加了女子組六十米的比賽，所以我去了六十
米比賽的召集區。我和一群正在比賽的健兒充滿了體
育精神，在比賽時全力以赴，發揮到最好。雖然最後
我輸了，但我沒有氣餒。
比賽後，我回到觀眾席的前排，我看見同學們正
在為同學打氣，男的拿沙槌，女的拿啦啦球，氣氛十
分熾熱。這個時候，我也拿起一個啦啦球為我們班打
氣，最後我們班更奪得「清潔獎」和「啦啦隊獎」
。
今天真是難忘的一天。
日記一則
4D 黃嘉俊
十二月十五日 星期六 晴
今天，我和一些四年級的同學一起去遠足，同學
們先進入了學校地下的學生活動中心，然後準備出
發。
等了半個小時，終於出發了。上了車後，司機開
車，有些同學拿出自己的平板電腦玩遊戲、聽歌和攝
影、有些同學像木頭一樣坐在座位，我就非常非常
悶，就這樣無無聊聊地去到目的地了。
我們就開始遠足……最後，用了三個小時，我們
終於完成了這個遠足。在回程的時候，發生了一場「攝
之戰」。
男對女，平板電腦和手提電腦立刻變成大炮，在
這場戰爭中有些被「擊中」，其中一個人就是我。過
了半個小時，終於結束了這場戰爭。
今天我非常開心，因為可以看見很新奇的植物。

原子筆的自述
4A 林莛津
我是一枝原子筆。
我是由香港的一間工廠生產的。我的身形修長，
我十分喜歡替自己打扮，所以我穿着七彩繽紛的衣
服，還在頭上佩戴了一頂美麗的帽子。
我有很多優點：我的價錢既便宜，又實用，而且
攜帶方便，最重要的就是我有一隻尖尖的腳，每當我
的主人嘉琪使用我的時候，我可以替她寫出又整齊又
美麗的字，又或者畫出美麗的圖畫，加上我的身體內
有四枝不同顏色的筆芯(分別是：紅、綠、黑和紫色)，
可以讓主人寫出不同色彩的字或圖畫。
不知不覺我跟着主人一起生活已經有三年多
了。主人待我十分好，但我知道終有一天，當我肚子
裏的墨用完後，我便會被主人丟棄的，所以我十分珍
惜和她相處的每一天。
我覺得十分幸運能夠跟隨這個主人，所以我會盡
力為主人提供最好的服務。

原子筆的自述
4B 李卓欣
大家好！你們知道我是誰嗎？我就是一 枝鉛
筆，我的名字叫「小青蛙」。
我身穿一件粉紅色的斑點衣裳，我的面上有一隻
小青蛙。我每天都笑咪咪的，從不生氣。每當主人傷
心的時候，看到我就會不由自主地微笑。我還有一雙
大眼睛，我可以看到主人開心和生氣的樣子。
我體內有一枝黑溜溜的芯，這是我身體之中最重
要的部分。人們可以利用我的芯來寫字和畫畫。我是
挺有用的！
我本來住在一間小商店裏，後來主人把我買下
來，我從此便住在主人的家裏。主人有時對我好，有
時對我差。他高興時便會和我談天；生氣時，便不理
睬我，還把我扔到好遠的地方！
我的同伴有很多，例如：原子筆、鉛芯筆、顏色
筆和毛筆等。
我知道我漸漸會被鉛芯筆淘汰，我也知道我總有
一天會消失的，我不可能永遠守在主人的身旁。因
此，我十分珍惜現在和主人相處的每一分，每一秒。
我真希望可以永遠地為主人服務，與他快快樂樂地生
活在一起。

給同學的信 4E 羅子希
浩智同學：
你好嗎？你在新的學校習慣了嗎？
你在學期初就轉校了，我們都沒有時間談天。我
們之前常常有聯絡的，現在功課多了，已經很少聯
絡，你近來是不是也很忙？
下星期是我們學校的聖誕聯歡會，那天你會前來
出席聯歡會嗎？到時我們可以一起玩耍，相信一定很
開心的。
聖誕節那天，如果你有空的話，不如我們出來玩
吧！很久沒見，我真的很想你呢！
祝
聖誕快樂！
同學
羅子希上
十一月三十日

香港遊踪
名勝「一日遊」
5A 蘇熙驊
我家有隻海豚布偶
小奇。它一身藍色的裝扮，眼
睛睜得大大的，好奇地望着這個奇妙的世界。我看見它又
可愛又好奇的樣子，想起了「結識」它那天發生的事情。
那是一個星期天，爸爸不用上班，我們一致想進行一
個「香港一日遊」！所以，精彩的遊踪開始了。
早上，當然是去海洋公園。因為早上不去，下午會很
多人。那裏有熊貓、海豚、企鵝等動物，還有「越礦飛車」
、
「滑浪飛船」等刺激的遊戲。我最喜歡的是企鵝。牠們走
路時左搖右擺，像個不倒翁，十分可愛。我還在紀念品店
「結識」了小奇呢！
接着，我們便到了九龍寨城公園。對我來說，這是黑
暗世界。為甚麼呢？因為這裏以前的罪案很多；也是一
句，為甚麼呢？因為這裏以前是「三不管(即英國、港英
和滿清政府)地帶，所有法律也不能在這裏生效，所以這
裏有很多人進行黃(賣淫)、賭(賭博)、毒(吸毒)。
晚上，我們到了著名的「海上皇宮」
珍寶海鮮舫
吃特色海鮮餐，真令人回味無窮！
這天，我學到動物和歷史的知識，吃了特色海鮮餐，
還「結識」我的海豚布偶朋友
「小奇」
。

我喜愛的歷史人物
李時珍
5C 蔡芷婷
李時珍是明朝著名的醫學家和藥物學家。
他小時候體弱多病，感受到患病的痛苦，想做個好醫
生。
他全心全意研究醫術，不斷努力閱讀醫書，最後成為
一位出色的醫生。他發現本草有缺點，他想寫一部新本
草。李時珍受到父親的反對，但他沒有放棄。
他去過很多地方，花了很多功夫，例如研究藥材、到
民間遊歷訪問等，經過一番努力，他的作品
本草綱目
終於問世了。
我覺得李時珍很偉大。當發現本草有缺點時，他就決
定要寫一部新本草，就算被父親反對，也能堅持到底沒有
放棄理想。他經過一番努力，終於成功了。我也希望自己
好像他那樣偉大。他那不畏艱苦，鍥而不捨的精神，是很
值得我們學習的。

助人的經歷和感受
5E 劉浩峰
我最記得一次我助人的經歷，就是有一個小朋友在梯
口跌倒。本來那個小朋友是一個很頑皮的小朋友，他會把
吃完的食物的包裝紙掉在地上，當時我覺得他是一個很沒
有公德心的小朋友。
有一天，在放學回家的路上，他和一大班來自不同學
校的小朋友在公園踢球，但是那個公園根本不容許踢球，
所以我就叫他們停止踢球。但是那班小朋友不但不理會
我，還說了一些他們不應該說的話，於是我生氣極了，那
我只好把事情告訴保安人員。
一天晚上，當我外出購買晚飯時，我看見他在梯口嬉
戲。我當時看到他那麼危險，立即跑過去阻止他，因為他
可能會跌倒。幸好，我及時扶着他，他才沒有跌倒。但是，
那個小朋友那麼頑皮，為什麼我要救他呢？我心想他一定
會說：
「你走開！為什麼要救我？」但是他不但向我道謝，
還送了一枝筆給我。然後他說：「對不起，之前我說了一
些不應該說的話，我把這枝筆弄送給你。」我聽了後十分
高興，現在，他已經由一個頑皮的小孩變成一個乖巧的小
孩了。

寓言故事續寫：小狼的故事
3D 陳曉雯
天氣晴朗的一個中午，小狼和小烏龜剛巧在小路上相
遇。誰不知小狼大腳一伸，把弱小的小烏龜踢得四腳朝天。
小烏龜身受重傷，並且氣沖沖地打算向小狠討回公
道。小狼此刻才知道自己犯了大錯。
小狼終於肯承認錯誤，連忙向小烏龜道歉。小烏龜看
見小狼勇於承認錯誤，便既往不咎，和小狼做了好朋友，
大家互相尊重，互相互愛。
所以當我們做錯事的時候，只要知錯能改，便能容易
得到別人的原諒。
參觀香港房屋委員會展覽中心
3E 蔡煒豪
十二月五日，老師帶我們乘坐旅遊車到香港房屋委員
會展覽中心，參觀香港不同類型的房屋模型。
老師先帶我們看展示屏，讓我們更加了解香港公共房
屋的發展以及房委會的工作。接着，我們看了樓宇模型和
模擬單位，以及多輯圖像和影片。整個展覽中心為我們呈
現香港公共房屋的發展歷程。
那天，我真的很高興，因為我可以學到很多知識。
一次助人的經歷
我和老婆婆
5B 趙慧怡
上一個月，我到圖書館借閱圖書。離開時，下着大雨，
人們紛紛走到別處避雨，場面十分狼狽。
我看了看館內的時鐘，現在已經是下午四時半了。心
想：我還要趕回家上繪畫課，要快點回家。我硬着頭皮向
前踏了一步，突然，
「呀」的一聲從馬路旁傳到我的耳邊，
把我嚇了一大跳。
我左看右看，忽然發現了一位老婆婆跌倒在地上。一
個路人經過，一眼也不看那位老婆婆，就走了。我覺得那
位老婆婆很可憐，但上課時間快到了，我不能遲到。於是
我只好裝作沒看到似的，心想：走得快，好世界。不久便
「逃走」了。
那位老婆婆還在說：
「幫……幫我！」我停住了腳步，
轉身望向她，腦海裏浮現出幼時的景象。在我五歲時，爸
媽帶我到公園玩耍。我一不小心跌倒在地上，「哇、哇」
地哭了起來。一位姐姐走過來，立刻扶起我，問：「你怎
麼了？」我擦乾眼淚，笑着說：
「沒事了，謝謝你！」
我低下頭，有點慚愧，突然衝口而出：
「我來扶您吧！
老婆婆。」我慢慢扶起她，說：
「我帶您回家，好嗎？」
「好，
謝謝您，好孩子。」老婆婆說。
可能世上有很多人像我一樣，不知道如何是好，但我
仍會盡我所能去幫助別人。
香港遊踪
海洋公園
5D 關子健
當我打開我們的日記時，我就想起前天到海洋公園遊
玩的情景。
那天，天氣晴朗，我們一家人到海洋公園玩，我感到
非常興奮。
海洋公園裏有很多遊戲玩，我玩了很多遊戲，其中最
刺激的是過山車，我被嚇得大叫起來。
接着，我們走到「冰極天地」
。那裏有南北極的動物，
包括企鵝，海象、北極狐等，這些動物的數量只有很少，
所以我們要好好珍惜牠們。牠們非常可愛，海象有一雙長
長的白牙，由於牠沒有腿，所以走路時身體要左搖右擺地
爬行；有一種企鵝很特別，牠們頭上長着橙黃色的毛，像
戴着一頂小皇冠，非常有氣勢；北極狐身上長着雪白色的
毛，十分漂亮。
最後，我們來到「水母萬花筒」
，那裏的水母種類超
過一千種，有的水母是紫色，有的是藍色，有的是綠色；
有的水母像一頂帽子，有的像一把雨傘，真是有趣極了！

遊天壇大佛
6A 吳梓潞
去年的暑假，我興致勃勃地跟爸媽去觀看世界最
高的戶外青銅坐佛像
天壇大佛。這是遠近聞名的
香港名勝之一。
經過一個多小時的車程，我們終於抵達目的地，
舒展一下筋骨後，就急不及待仰望大佛有多麼宏偉，
有多麼高，有多麼壯觀，有多麼……深深呼吸一口清
新的空氣，就沿着二百六十八級石階步行走近大佛腳
下，看看自己是多麼的渺小。可是，還沒有完成一半
的階級，我已氣喘如牛，逼不得已便坐下來休息，豆
大的汗珠如瀑布傾倒而下，衣襟盡溼。靠近石階旁坐
下，管不了熙來攘往的人群，只顧抬頭一望，那被薄
紗遮蓋半邊臉的大佛，仿似含羞的少女，若隱若現，
時而莊嚴，時而神秘。我注目大佛的容顏數秒，豐圓
端麗的面相，垂肩的雙耳，右手示「施無畏印」，顯
示佛陀救拔眾生的心願。佛相的慈顏微笑，給我安
全、給我安慰、給我舒緩疲憊不堪的軀體，給我……
大佛兩旁，有多個小童子的雕像，相對於大佛來
說，稍有遜色！但挺值得一看。自己仿似站在大佛的
肩膀上，觀看四周的風光如畫，真令人心曠神怡，塵
世間的煩囂與我無間，心中的名利與我絕緣，我就是
這樣擁有一顆平靜的心。
在這裡只玩了半天，不用一會我已墮入在這幅鞅
麗的構圖中。依偎在大佛的腳旁，輕輕吹走佛相前的
薄紗；遠眺眼前風光如畫的「山景圖」
，享受一種平
靜安穩的感覺，真是不枉此行！

閱讀好處多
6D 劉泆泰
近年來，學校和社會各界都不斷鼓勵年輕人多閱
讀，多看圖書，很多學校都設有圖書課，不同機構舉
辦的閱讀報告或比賽更不勝枚舉、五花八門。我們來
談談閱讀的好處。
書本中，我們可以透過閱讀，令寫作的詞藻更優
美，詞彙也會更豐富。書本裏，會有些你不熟悉的詞
語，你可以把詞語記下;不認識的修辭手法，你也可
以記下來作參考。
閱讀除了可以令詞藻優美外，還能認識歷史和名
人，例如愛因斯坦、秦始皇、三國演義……這些圖書
能讓我們認識過去，並吸取歷史的教訓，裝備自己。
閱讀可以學會一些知識，改變你的一生，愛迪生
就因為一本有關科學、物理的圖書，而成為了萬民景
仰的「發明大王」。閱讀後，寫閱讀報告，就可以對
這本圖書有深刻的印象，這樣可以鞏固你所學的知
識。
學習沒盡頭的，要不斷進步，正所謂「學如逆水
行舟，不進則退」
，閱讀是增進知識的方法。
令你印象最深刻而又幫助你進步的圖書是哪一
本？不妨與我們分享一下，令我們的知識「更上一層
樓」
。

閱讀好處多
6B 羅美琪
古語有云，
「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
由此可見，閱讀是多麼的有用。
閱讀可以提升寫作能力，只要多看不同的書，從
中領悟一些寫作技巧，那麼，儘管寫作水平有多糟
糕，也會很快提高，久而久之，寫作水平，就有如
「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閱讀除了能提升寫作能力，也可以增廣見聞，增
加知識。知道蝙蝠為甚麼是哺乳類嗎？知道雞為甚麼
是鳥類嗎？只要一打開書本，謎底就會揭曉。要知道
「知識的宇宙，是無邊無際的」
。
當然，閱讀也可以薰陶我們的心靈，使我們能夠
從心底散發出文學氣息，也就是蘇軾的
「腹有詩
書氣自華」
。
其實，閱讀真的有很多好處，為何我們不嘗試走
進這個連靈魂也可能洗滌的世界？

記一次遊覽香港名勝的見聞和感想 6C 宋偉成
香港的名勝美景數之不盡。
今日是學校的假期，碰巧媽媽也放假，舅母也來
了香港，於是我們一起到天壇大佛遊覽。
首先我們要坐纜車到天壇大佛，經過這熙熙攘攘
的走廊，我的雙腳開始發軟。不久，我們終於可以坐
纜車，觀賞美麗的風景。
到了天壇大佛，天壇大佛的宏偉氣魄，古色古
香，真令我們一飽眼福。在寶蓮禪寺對面，就是世界
最高的戶外青銅坐佛像。我們得上二百六十六級參
觀。遊人往往被宏偉佛像深深吸引，我們也在那裏拍
了幾張照片。
到了市中心有一些排擋擠滿人，步行了二十分
鐘，途中經過大大小小的商店，街頭到街尾，非常熱
鬧。
我十分喜歡坐纜車遊覽天壇大佛。

一件難忘的事
6E 洪杰湃
每當看見藥丸，就會令我想起那一次發高燒的經
歷。
九歲的那一年，我在看電視，突然覺得很累，就
睡在沙發上。醒來的時候，我全身發燙、咳嗽和喉嚨
疼，然後媽媽拿「探熱針」幫我量體溫，結果體溫有
三十八度。本來要帶我去醫院，但我覺得很辛苦，所
以不想去。媽媽說：「你再這樣，只會越來越累。」
我很激動地說：「都說不去了。」
傍晚，我發高燒至三十九度，媽媽飛快地把我送
到醫院去。我在途中覺得很冷，母親看到，脫掉自己
的大衣披在我的身上，當時，我默默地被媽媽的母愛
感動了。在醫院，醫生說要吊「鹽水」，當時已是凌
晨二時多，所以要吊到天亮。
我開始打針，在打針過程中，我偶爾睡了睡，但
醒來時我臉上露出了謝意。
回到家，媽媽就開始做家務，一直沒有睡覺，我
問媽媽：
「辛苦嗎？」媽媽說：
「不辛苦。」我覺得媽
媽是最辛苦的人。
母愛是很溫暖的、母愛是無價之寶，母愛是很偉
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