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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永佳的寫作歷程
＿＿＿
＿＿＿＿＿＿＿＿＿

作家呂永佳先生是我校的舊生，他在
一九九九年由保良局八三總理中學 轉校到此
讀預科。我們在他完成了作家講座後，難得
有機會訪問師兄，暢談寫作問題。當第一眼
呂永佳（前排中）、劉致光老師（後排左一）及
《仁文》採訪小組合照。
看見呂永佳 師兄，我們真有點驚訝，他竟然
比想像中要年輕很多，而且說話幽默，令本來擔心訪問過於嚴肅的我們頓時放下心頭大石。
當問及有關轉校的事，師兄細說當時入學的感受：「當時聽說皇仁舊生會中學的校風不俗，所
以對轉校也有一定的信心。」他表示，入學時感覺沒有什麼特別，只是有點新鮮。不過幸好當
時有家人支持，因此很快就適應新環境。現在回想起當初轉校，其實只是一件小事。

＿＿＿

＿＿＿＿＿＿＿

求學之所有轉換 文學之路無改變
師兄自小對文學有所堅持，為了修讀文
學而不惜轉校，不少人也對此感到好奇，「當
然，學習氣氛不同會有所影響。會考時還好，
但中六、七的高級程度會考文學較難，課程範
圍廣，壓力也大，不太享受！」師兄笑了笑回
答道。他又表示要文學成績好，真的需要努力
溫習，不可蒙混過關，更重要是必須有興趣才
能支持下去。

大學二年級打開寫作之路
大家都以為師兄能有現在的成就，必是從
小就有寫作或投稿的習慣，他的回答卻讓眾人
驚訝。「沒有呢，我是上到大學二年級才開始
投稿。」他表示，以往的教育不及現在的多元
化，也沒有這麼多的方向讓同學進步和選擇。
被問及為何大學二年級時才開始投稿，他則回
答：「中學時身邊的同學都沒有投稿，我不知
道這種途徑，那時我們只知道溫習。直到大學
______的新詩會、舊
二年級時，加入了香港浸會大學
詩會之類的文學社團，才開始學習寫作。」而

胡燕青 老
當時的召集人更是師兄的恩師─ ___
師，她支持師兄參加文學獎的比賽，屢敗屢
戰，才有現在的成績。「所以說，你們現在的
教育環境比起我們當時幸福多呢！」師兄說。

《無風帶》的誕生
對於一個剛畢業的大學生，就獲得出書的
機會，實在是一種光榮。除了師兄本身有寫作
___老師鼓勵他創作和
的天份外，還要感謝胡燕青
積極地推動他去參與各項寫作比賽，如：青年
__文學獎、大學文學獎及全球華文
文學獎、中國
青年文學獎，給予他一個個肯定自己能力的機
___老師及很多作家都是因
會。師兄說：「胡燕青
為奪得了『青年文學獎』，所以才冒出頭來，
成為作家。」
在他讀碩士一年級時，奪得了『青年文學
___老師引薦匯智出版社
_____的編
獎』。其後，胡燕青
輯給師兄認識，讓他有出書的機會。他還向我
們介紹：「《無風帶》是集結了一大堆新詩而出
版的，是一個結集。由於不同時間有不同的想
法，所以內裡的文章是經過不斷的修改，希望
令讀者印象更深刻及有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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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支持創作

對於《無風帶》的誕生，師兄會否十分興奮
呢？他的答案卻叫我們意外。「出書是會有一
種喜悅的，但喜悅過後便要返回文學的路途上，
繼續了解生命，喜悅只是過眼雲煙，一剎那而
已。」他說最大的喜悅其實是在改進的過程，因
為可以對自己有新的要求，也可以透過這本書和
讀者有交流，從而找到自己的聲音。所以，他認
為出書並不是為了什麼。另外，也是因為在取得
___前輩提醒—『攞獎一
青年文學獎時，得鍾國強
時，寫詩一世』，這番話使師兄明白奪得獎項及
能夠出版並不是為了虛名厚利，而是為了找到生
命的意義和心底裡的聲音。

相信對很多人來說，父母的支持往往勝
過獎項的嘉勉。師兄的父母一直支持他的創作
路，師兄說由於他並非以寫作維生，所以父母
都不會太擔心或給他施加沉重的壓力，給予他
很大的創作自由。「父母都沒有反對，因為這
在別人眼中也是頗光榮的事。況且文學在我們
的觀念來說是藝術的一種，又不會對別人造成
影響，所以他們都不會反對。 」

︻

從創作了解生命

主

寫作的意義

題

被問及寫作在生命中的重要性和意義時，
師兄則有很多的想法。他認為寫作在他生命中
不單意義重大，而且他能在文字中找著自己的
聲音。「我出版一本書最大的喜悅，是我在書
裡找到了自己的聲音。」他一邊把玩著自己的
第一本作品《無風帶》，一邊娓娓道來。師兄較
喜歡到處遊歷，擴闊自己視野，因此他有寫遊
記的習慣，靈感到時立即下筆。他享受在寫作
過程中認識自己及整個世界。

靈感源自生活

版

師兄不時在《月台》及網誌、報章上發表個
人作品，究竟他源源不絕的靈感從何而來時？他
語重心長地道︰「聽音樂吧，音樂很能帶動人
的情緒，有些人也會選擇看電影找尋靈感。另
外，看書是必須要做的事，去不同的地方旅行和
拍照，也是一個找尋靈感的好方法。」因為要令
到自己的生活能夠有起伏，才能有創作靈感和進
步，不單只是每天工作、睡覺。他說曾經自己一
___旅行十多天，發現很多與平日不同的
個到北海道
__道冬天的時候
事物給他帶來很多的衝擊。「北海
下午三時五十分左右已經漆黑一片，路上人影也
很少，那時的感覺真的很深刻。 」而他每次去
旅行亦會帶電腦記錄所發生的趣事，也會嘗試做
一些平常不會做的事，來累積自己的經驗。因為
寫作的確是需要很多人生的經驗和閱讀量，才能
創作出令人深刻難忘的好作品。

寫作之路不容易

︼

寫作是興趣

那麼在師兄的創作路途上，有否遇上挫折
呢？面對我們的問題，師兄笑稱自己幸運，在
寫作路上也不是太難走，至於出書，他只是把
一直累積的作品投到出版社，再結集成書，所
以沒有太多的緊張與壓力。
對於想走作家之路的學生，師兄有一點忠
告。他強調，很多人以為修讀中文科就能成為
作家，其實最後是成為學者。作家只是一份小
職業。「成為作家，閱讀是必需的，更重要是
吸收書中內容和其中帶出之訊息。此外，不可
自卑，沒有人一開始是成功的，但更要接受別
人善意的批評，否則很難進步。」他指有些人
會有錯誤的觀念，認為金錢可以衡量所有事，
然而，只要我們知道想要什麼，並堅持目標便
可，不可盲目跟隨，因為作品是屬於自己的。

不是職業

在寫作課題上，為寫而寫的作文都令作為
學生的我們感覺疲累，總是缺乏靈感。不少把
寫作視為職業的作家在面對截稿期限時，亦曾
靈感枯竭。我們借機探問師兄曾否出現類似情
況。對於我們的疑問，師兄笑說：「不會啊！
寫作是我的興趣，只要是自己的嗜好就不會感
覺疲累。」他說日常疲累的感覺都是來自工作
以及要寫論文，更坦言不會自稱作家，因為寫
作不是他的職業，而是興趣。他的正職是《月
台》雜誌的編輯！

自由度高

《午後公園》經已面世
師兄的作品一向是隨筆而生，與讀者分享
自己的生活點滴及個人想法，而體裁多屬新詩
或散文。當被問及是否有寫小說的打算，師兄
表示有興趣，但認為自己拙於以局外人的角度
演繹角色故事，因此還需多加努力。
收錄了師兄在二零零六至零八年間散文作
品的新書《午後公園》已於五月面世，有興趣同
學可前往各大書局查詢選購，捧師兄的場！
訪問學生︰
4A 崔淑慧
3A 楊寶琪
2D 李靜儀

貳

4A
3A
2E

劉翠瑩
葉殷岐
陳瑞妍

4A
3B
2E

倪慧雯
鄧玉玲
林鍶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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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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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話

鄧小鳳老師
書 名
主 編
出版社
ISBN

：
：
：
︰

《歇後語諺語大全》

崔鍾雷
吉林人民出版社
9787206055287

閱後感︰
書籍，是歷史的烙印，是智者的低吟。讀
書，可以神交古人，汲取先賢智慧；佳句，可以
美化文章，成就驕人成績。一向酷愛諺語歇後語
_________看到這本由名家推
的我，於深圳少年宮購書中心
薦的《歇後語諺語大全》便即購為己有，回到家便
三頁併作兩頁地細味咀嚼當中的睿智，時而思謎
尋底，輕皺眉頭；時而恍然大悟，嘴角莞爾。
書中的歇後語是按普通話拼音的A至Z音序
排列，每句附加注釋及例句，令同學更能學以致
用。當中有大玩諧音的如「和尚的房子— 廟
___的軍師—吳（無）用」；
（妙）」、「梁山泊
暗含典故的有「哀梨蒸食—可惜（糟蹋）了好東西」，它與我們熟知的牛噍牡丹的
_朝秣陵
__人哀仲
__家梨樹上結的梨又大又好味，被稱為「哀
_家梨」。把
意思一樣。相傳漢
哀家梨蒸熟吃，指把好東西浪費或糟蹋了。至於諺語更令人會心微笑，例如：「不懂
裝懂，永世飯桶」、「斷弦猶可續，心去最難留」、「潮有漲退，人有盛衰」、「筆
勤能使手快，多練能使手巧」、「天上無雲雨不下，人無志氣事不成」，全皆人生路
上的指路格言。惟一美中不足的是書中收錄有部分硬銷愛國意識以及全不押韻的生硬
諺語，讀來倍覺彆扭。
_______出版，是名家推薦十大學生必讀叢書之一，其他的叢書
本書由吉林人民出版社
有《感悟成長的勵志故事全集》、《名人名言》、《史記》……等。本書內容分為歇後語和
諺語兩部分，合共四百二十三頁；而諺語細分為知識、忍耐、困難……等七十八個細
目，排版疏落有致，伴以山水國畫，正合「牡丹雖好也要綠葉扶持，警句雖妙也要彩
圖襯托」的道理，一邊咀嚼前人智慧，啟迪心靈之餘，一邊欣賞名家畫功，實乃賞心
樂事。同學們，同登這書山之路，齊泛學海之舟吧！

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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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 劉皓晴

︻

書 名
作 者
出版社
ISBN

︰ 《術數師—愛因斯坦被摑了一巴掌》
︰ 天航
︰ 蓋亞文化有限公司
︰ 9866815911

師

閱後感︰

生

___，自小便患上讀
故事的主人翁—樊系數
寫障礙症，因此常常拖累全班上課的進度。但
有一天，他在一個收購舊電器的小店中，遇上
_老爹。余
_老爹發覺
一個改變他一生的人—余
___
_老爹的循
到樊系數 異於常人的數學天賦。在余
___走進入超越數學的更神秘的
循善誘下，樊系數
境界—術數。
_
___與「數」有緣，又有俠骨
余 老爹說樊系數
___懵懵懂
仁心，正是作為救世主的條件。樊系數
_
懂不了解和平時代為何需要救世主，殊不知余
老爹早就算出世界將邁向毀滅的命運……

書
話

上、新聞都沒發覺到有
人去報道。在我們的身
邊亦有為數不少的長輩
經歷過文革，但他們都
隻字不提。就算說了，
現在的年輕人還想聽嗎？我卻倒想聽一聽。看
到書中的描述，我簡直難以相信人竟會做得出
這樣的事情，不會對不起良心嗎？
除了文化大革命之外，金融風暴亦在1997
___的尚
_家因為瘋狂
年席捲全球，一直收留樊系數
炒樓，在金融風暴中首當其衝成為受害者。一
個「貪」字，足以家破人亡。正如書中講述︰
「祿命透支，其禍無窮。這個世界，所有事情
都是一條平衡的等式。有人賺錢的同時，原因
也只是有其他人損失同樣的金額。這不是單純
的理論，而是萬物運行的必然規則。」

︼

相信，大家都知道，每一個漢字都有其意
思。故事以術數為題，我本以為數字單單只是
大家每天看財經新聞和上數學課中的數字。但
我萬萬想不到，數字也千變萬化。書中出現了
一個「卡普耶卡恆數」。用四個不同的數字組
我希望各位同學在看畢這本書後可以對學
成一個四位數，由大至小、小至大排列遞減， 習產生興趣，遇到困難亦要跟別人求助，不要
最多重複七次。最終的答案必然是6174。
獨自承受，這樣才能夠體會到更多、更深。此
在書的中段，作者娓娓道出「數獨門」在 系列仍在出版中，我十分期待故事的下文……
__曾 註︰第二卷為《術數師－蕭邦的刀，少女的微笑》
文化大革命中如何渡過。我才知道原來中國
經發生過為期十年的文化大革命。在學校、街

4D 曾慶喜
書 名
作 者
譯 者
出版社
ISBN

︰ 《過於喧囂的孤獨》
︰ 赫拉巴爾 Bohumil Hrabal
︰ 楊樂雲
︰ 大塊文化
︰ 9867975634

閱後感︰
試想像一下︰污穢不堪，滿是耗子蒼蠅的
__就在這惡劣的
地下廢紙回收站是如何的？漢嘉
環境下度過了三十五年的時光。本是一無所知
的青年人，由於每天翻閱送來回收站的書籍，
使他的知識慢慢增長，成為一位隨時能引經據
典，絕不平凡的廢紙回收員。
本書以第一人稱敘事，內容扣人心弦，讀
者會不期然地有置身其境的感覺。當中他更藉
壓力機把文字經典壓碎至體無完膚及老師教學
生撕破書本投入壓力機的事件，從而感嘆人類
對書本的摧殘。然而，他對送來回收的書籍都
珍而重之，將它們收藏起來。

肆

__
漢嘉曾提及到他
閱讀書本時，其實不是
「讀」，而是把美麗的
詞句「溶解」在身體
裡，滲透大腦、心靈。這番說話最令我印象深
刻。他這個讀書的境界亦令我有所反思，我們
不能為讀書而讀書，囫圇吞棗，不經自己的思
考便吸收。細味字詞的意義，這才是讀書應有
的態度。
__
究竟過於喧囂的孤獨是否孤獨？而促使漢嘉
當三十五年回收員的推動力又是什麼？大家不妨
往圖書館借閱，深入了解這位回收員的經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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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零零八年的暑假，本校中一及中二級暑期精進班的學生，參加由巧．
克．力寫作頻道主辦的第五屆《仲夏夜之夢Crossover》2009全港中小學暑期網
上寫作比賽。比賽的學生必須寫作第一部份《首部曲》，並選擇其他同學於第一
部份發表之文章，交叉寫作第二部份《延續篇》。3A周芳穎的《家人失憶了》上集
奪得傑出文章獎，至於3A曾育芳、3A譚宏鋒、3B盧芷盈、3E李依茹、2D朱頴儀
則獲得各校最受歡迎文章獎。

《家人失憶了》上集

3A

周芳穎

三雙充滿期待的眼睛目不轉睛地緊盯著病床上的動靜。床上的人的雙手動了一動，眼睛微微
跳動，緩緩地張開，眼睜睜看著光亮的天花板，像是在想自己身處在甚麼地方，思索自己是誰。
良久，她將視線投向我們，像在詢問我們是誰。
看見床上的人甦醒了，我急不及待走上前，想一把擁抱著她，「哎！」她慌張得往床邊退
去，充滿恐慌地望著我的雙眼。「姐，你不認得我們了嗎？」我不解地問。她搖搖頭道︰「你們
是誰？我……又是誰？」從她乾涸的喉嚨發出的聲音，傳進我的耳朵，感覺完全陌生。我激動得
趨前牢牢捉住她的手，「姐，你真的忘記了？我是你妹妹，他們是你的爸媽呀！」她想了想，仍
是茫無頭緒地搖搖頭。
媽媽看見這情況，傷心地投進爸爸的懷抱裡哭泣，爸爸亦垂下眼簾傷心起來。我根本無法
想像，親愛的姐姐竟會將自己從她的生命中忘記。「姐，姐……」她仍是迷茫地看著我們。這時
__，姐應該疲倦了，我們明天再來探望她吧！」我不解地望著爸爸，但爸
傳來爸爸的聲音，「小琳
爸只揮揮手表示要我離去，並不回答我的疑問。「姐，明天再見。」我依依不捨地向姐姐揮手道
別。原來爸爸急著離去是為了找醫生了解姐姐的情況。 醫生表示姐姐的身體狀況沒大礙，只是頭
部因嚴重的撞擊而導致失憶。
翌日放學後，我就趕往醫院去。打開病房的門，看見姐姐倚著床頭坐，正心不在焉地望著
窗外的景物。她看見我走了進來，微笑著對我說︰「你來了。」 聽後，我心情異常緊張地問︰
「姐，你記得我了？」「嗯，你是昨天那位小妹妹，不是嗎？」她疑惑地看著我，接著問︰「你
認識我的吧，可以說一些從前的事給我聽嗎？」雖然很失望，她仍然不記得我，可是不抗拒與我
___，是……」我開始滔滔不絕地告訴她以前的事
說話，已經是一個好的開始，「嗯，你叫李皓文
情，直到她需要休息才停止，每天如是。
半個月後，姐姐終於可以出院了。步出醫院的時候，我拉著姐姐的手，說：「姐，我們回
家了，回去尋找你失去的記憶，但無論你能否憶起，你始終是我最親愛的姐姐。」說罷我竟然哭
__，我會努力記起來的。」我聽
了出來，姐姐看見這樣的我，不禁上前擁抱著我，安慰道：「小琳
後，心踏實了不少，抬頭望向姐姐報以微笑。遠處傳來爸媽的催促聲，我們向聲音的來源處望
去，看見爸媽揮著手等待著我們，我倆無言對望，然後，攜手走向爸媽那方向，踏上歸家的路。

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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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全國學聯和全國中學報刊專業委員會主辦「中國中學生作文
大賽永隆文學之星」比賽中，大會要求參賽者選用規定的題目，並以
「用愛點亮人生」為主題。本校有六位學生獲得優異獎，分別是3A
楊寶琪、3A劉翠茹、3A葉殷岐、6A林明珊、6A陳蘊內、6A高芷楹。

雋

《淚》

6A

陳蘊內

文

每個人首次踏入世界，第一件事所做的不是笑，而是哭。那時的淚是很純粹的，因為
痛、因為餓，所以流淚。但隨著時間的過去、年歲的遞增，淚亦變得複雜了。脫離嬰孩時期
後，人所經歷的事愈來愈多，淚水，可以是為自己而流，但亦可以為別人而淌。

篇

因個人而流出的淚，是「小我」的淚，因為他只是在愛自己。為自己的痛苦而痛苦，為
自己的幸福而幸福，所有的單位都是自己，如果一個人只會因個人流淚，他，是自私的。但
幸好，這樣的人是少數的，因為人生在世，就要接觸到人；接觸到別人就很容易和他產生感
情，然後出現共鳴感。我們會為別人的痛苦而痛苦，為別人的幸福而幸福。更甚者，一些情
感細膩的人會在閱讀或看到某些感人情景時流淚，這均是「大我」的淚，是愛的表現。

︼

在淚中，能夠彰顯多種偉大︰親情、友情、愛情，甚至愛國之情……
我想鮮有人於父母的喪禮中不流淚，即使那是「笑喪」，流淚是不被允許的。 但只要
回想起父母的養育之恩，多年來的相處，心中便會浮起「子欲養，而親不在」的悲哀，眼淚
就會自自然然的淌出來；在女兒的婚禮前後，也有不少的父母會流淚，這些淚混雜了高興和
不捨，但更多的是無限的祝福。
__和奈斯丁
___，他們均以成為
曾經聽聞過一個真實的小故事：在十幾世紀有一對朋友丟勒
畫家為目標，互相扶持，一直奮鬥。但由於他們的經濟情況實在太差了，一邊工作一邊作畫
的結果是進步得很慢，這樣下去他們二人一輩子也當不了畫家。最後，他們決定抽籤由一個
__能夠去
人專注工作以供養對方到外地學畫，那人學成後才供養回對方學習。抽籤結果是丟勒
___一句怨言也沒有，甚至一直工作負擔丟勒
__的學費和生活費。多年後，丟勒
__成
學畫，但奈斯丁
名了，他並沒有忘記當天的諾言，興奮回到舊住所，想讓好朋友也能學畫。可是他卻赫然發
___的手早因日夜工作而變得僵硬扭曲，再也無法提起畫筆了。他哭著把那雙手逐筆
現，奈斯丁
__的淚是為了好朋友而流的，感動他為自
逐筆畫下來，成為舉世聞名的《禱告的手》一畫。丟勒
己的付出，亦心痛他永遠不能達成願望的痛苦。
__詩詞中不少為愛心傷
親情、友情、愛情三者之中，令人流淚最多的，想必是愛情。中國
的名句：「相顧無言，唯有淚千行」的憶妻心切、「還君明珠雙淚垂，恨不相逢未嫁時」的
相逢恨晚、「淚濕海棠花枝處，東君空把奴兮負」的怨婦恨、「淚濕羅巾夢不成」的深宮幽
怨……多不勝數，他們的淚觸動了後世同樣為情所困的人的心，安撫了他們偷偷啜泣時脆弱
的心靈。
事實上，哭泣並非一件壞事，有醫學調查甚至指出哭泣可以紓解壓力。但正如著名詩人
___
泰戈爾所說：「如果你只顧為錯過太陽而流淚，你也將錯過星辰。」我們可以流淚，卻不能
「只」是流淚而放下所有東西，因小失大，平白錯過身邊值得珍惜的人、事、物。
最後，希望天下幸福的淚水會愈來愈多，痛苦的淚水會愈來愈少。

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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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景這邊獨好》

6A

高芷楹

︻

那天下午二時二十八分之後，這裏便成了廢墟，所有建築物也在
瞬間被夷為平地，可是正正因為這個原因，人們久違了的惻隱之心、
憐憫、慈悲、愛心亦在這刻爆發。看！這邊剛逃出生天，手手腳腳也
擦損的人，正徒手掘泥希望能救出其他埋在瓦礫下的人；四方八面的
救援人員，救援車同一時間往這邊出發，即使這邊的情況如何惡劣，
人們也毫不介意，他們只懷著一個信念盡快到達救助被困的人士；中
外人士紛紛大解慳囊給予親切的慰問，用金錢表達最直接的支援。

雋

或許你會質疑這邊的環境滿目瘡痍，又怎能說是好的表現？但縱然災後的風景是令人徒
然生悲的，但人們的愛心早已在這空間流傳。人們的善心在空氣散播，這邊的風景的確是獨
好：獨在它能激發人們對社會、國家的關愛，好於人們也樂意表現對受苦者的關懷。
蒼涼的環境下，他坐在帳篷內。那是臨時搭建的帳篷，十分簡陋，沒有燈、沒有床，
但床單被子卻一應俱全，在凹凸不平的地上鋪滿着。帳篷內除了他，還住着和他有相同經歷
的人。他們彼此間沒有交談，獨自在其小小的帳篷空間內坐着、躺着。他靜坐着，看見門
外一名老婦坐在三吋高的椅子上抱着一名小孩，眼內充滿憐憫。小孩「依依呀呀」地叫着
「媽」，但那老婦始終不發一聲，只見她輕掃着小孩的背；看見車水馬龍的救援人員汗流浹
背地拯救被困的人，已經三天三夜了，他們除了吃飯外，便沒有停手地掘泥救人，即使帶上
手套，手部仍被擦損，但他們的動作仍是快速且有規律；看見一大堆物資等待義務人員分
配。義務人員是來自各地的志願人士，他們不怕這
裏已頹垣敗瓦，不怕工作艱苦，第一時間趕到這邊
幫忙。看到這裏，他終於笑了，是被拯救後的第三
天第一次展露的笑容，他為自己雖不幸，但仍有很
多人的幫助的大幸而笑了，是充滿感動的笑。他發
現老婦不忍說謊的真，救援人員和志願人士不怕艱
辛的善，都形成了這裡的美！美不勝收，不是外在
的風景美，而是內在的心靈美。
這刻的風景真好看！

柒

︼

__大地震至汶川
__大地震，儘管在那刻，所有的建設化為烏有、死傷無
極目遠眺，由唐山
數、呻吟聲不絕，但往後發生在這地方的事卻被人視為最真、最善、最美的呈現。世界各地
__關懷。救援人員湧往當地，救援物資充裕，救援資金除了在「五一二」
的人都渴望給予汶川
那幾天有捐贈外，往後也不斷有人響應捐輸。這一切一切也顯示出這邊的與眾不同。

篇

__，主導全球經濟的美國
__，她們的物質環境固然比需要他人
相比起被喻為東方之珠的香港
__，更為豐盛，人們更能享受現有的生活。然而他們只追求
救援的地方發生八級大地震的汶川
物質的享受，彷彿忽略了對世界的感覺、對人們應有的情感。在這些地區，縱使沒有遭受任
何天災、人為的傷害，建築物依然高聳入雲，樹木仍然蒼綠，但這風景給我們的印象卻是模
糊、冷淡，不能使我們有深刻的印象、感受。

文

__
__王國的自然樸素美，也不及這兒的美；中
_
埃及金字塔的神秘美，也不及這裡的美；不丹
____
國九寨溝的山靈水秀美，也不及這邊的美。只因全世界也聚焦在這小小的地方，它的美不在
於環境，而是它能激發起人們的真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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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第六十屆香港學校朗誦節得獎名單

︻
資

級別

組別

中七級

女子散文獨誦
女子詩詞獨誦
男子詩詞獨誦
女子詩詞獨誦

中四級

二人朗誦
女子詩詞獨誦

訊

中三級

中二級

篇

中一級

二人朗誦
女子散文獨誦
女子散文獨誦
女子詩詞獨誦
女子散文獨誦

有趣有獎問答遊戲

參賽同學 成績
7A
4D
4D
4A
4B
4B
3A
3D
3D
2D
2D
2E
1B

魏婷婷
陳恩慈
石毅俊
崔淑慧
鄭伊琳
邵詠詩
楊海欣
吳麗琼
邵詠欣
黃婉雯
李靜儀
林鍶雯
王小蕾

亞軍
冠軍
冠軍
亞軍

同學只須填寫下列十題歇後語的答案，
填妥個人資料並於六月三十日前放入中文科
壁報板前的公文袋內，即有機會得獎。答對
而又被抽中的五位同學，可得小禮物一份。

季軍
季軍

1. 冰糖煮黃連—

共

季軍

2. 大白天碰見閻王爺—

見

3. 墳頭上耍大刀—

亞軍
季軍
季軍
亞軍

4. 空棺材出喪—

人

5. 牛郎織女哭梁祝— 同
6. 砒霜拌辣椒—又

︼

二. 香港仔街坊福利會社會服務中心主辦
「持續發展同努力，優化城市齊共享」
全港原子筆中文書法比賽

7. 水泡豆子—
8. 紙糊欄杆—

嘉許狀︰
6B 徐樂琳、5A 何佩珊、4D 成慧鍁
4D 黃善琦、2E 吳穎欣、1E 張曉勤

三.

10. 紙造燈籠— 一

第六屆全港微型小說創作大賽

姓名：
班別：

)

《仁文》第四期編委
顧問︰
許湧鐘校長

__中學生作文大賽
2008/2009中國
(香港賽區)—永隆文學之星

優異獎：
3A 楊寶琪、3A 劉翠茹、3A 葉殷岐 (初中組)
6A 林明珊、6A 陳蘊內、6A 高芷楹 (高中組)

六.

(

巧•克•力寫作頻道主辦
《第四屆仲夏夜之夢Crossover》2008
全港中小學暑期網上寫作計劃
傑出文章獎：3A 周芳穎
各校最受歡迎文章獎：
3A 譚宏峰、3A 曾育芳、3B 盧芷盈、
3E 李依茹、2D 朱頴儀

五.

不

9. 發夢中六合彩— 一埸

高中組嘉許狀︰5D 孔子妍
參賽作品：《菁之誌》

四.

又

第二十屆「中學生好書龍虎榜」
讀後感寫作比賽

總編輯︰
劉致光老師 黃兆恩老師
編輯︰
鄧小鳳老師 張佩慈老師
學生編輯︰
4A 崔淑慧 4A 劉翠瑩 4A 倪慧雯

校內作品推薦獎(高級組)：4A 崔淑慧
參賽作品：《最後的演講》讀後感

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