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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 陳巧凝 《難忘的暑假》 

 

在兩年前的暑假，我和家人到澳洲參觀聞名的企鵝島，保育人

員熱情地介紹給我的生活，令我難忘。 

 

當太陽下山後，雄性的企鵝帶着食物回到岸上，把尋找了一整

天的食物送到家人口中，而我們靜靜地觀察牠們回巢的過程，過程

既興奮又緊張。 

  

圖片來源：Pinterest 

圖片來源：Pint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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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 伍諾心 《到沙灘去》 

 

今天，天氣晴朗，爸爸和媽媽帶我們去熱鬧的海灘遊玩。我們

的心情非常興奮。 

 

到了那裏，我看見了藍藍的天空和碧綠的海水。我們在海灘上

堆沙、拍照、打球、游泳和拾貝殼。然後，我們坐在海灘上吃香甜

的水果和美味的香草冰淇淋。 

 

下午，我、爸爸、媽媽和哥哥開車回家。今天真是難忘的一天！ 

 

  

圖片來源：Pint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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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 蔡子毅 《難忘的暑假》 

 

去年暑假，我們一家到珠海御溫泉渡假村遊玩。那裏有很多不

同顏色的溫泉池，有的是白色的，是濃牛奶池，有的是鋪滿紅色的

玫瑰花池，有的是我最討厭的怪味中藥池。這麼多溫泉池，我一會

兒泡這個，一會兒泡那個，忙得團團轉。 

  

圖片來源：Pint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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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 胡希同 《到沙灘去》 

 

    昨天陽光普照，我和家人一起到南丫島的海灘遊玩。我感到很

興奮。 

 

    到達目的地，我看見沙灘上有許多泳客。有的人在堆沙，有的

人在拾美麗的貝殼，有的人在游泳。我馬上到小食店買水果和冰淇

淋，我吃得津津有味。然後，我和爸爸一起在海灘上打球，媽媽給

我們拍照。 

 

    太陽已經下山了，媽媽説﹕「已經很晚了，我們要回家了。」

然後爸爸載我們回家去。在車上，我自言自語地説﹕「今天真高興

呢！」 

  

圖片來源：Pint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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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 吳泳妍 《住酒店》 

 

有一天，我、閱遙和倩瑜到酒店住宿一天。 

 

這間酒店房間真漂亮，但由於酒店太大，在尋找房間時有點不

方便，花了很多時間才找到我們的房間。我們在酒店泳池游泳，當

時旅客不多，職員服務很細心周詳。我感到十分滿意啊！ 

 

 

  

  

圖片來源：Pinterest 圖片來源：Pint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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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 王家毅 《到沙灘去》 

 

今天，我、爸媽和妹妹一起去沙灘玩。今天真炎熱啊！我們的

心情很快樂。 

 

到了沙灘，我和妹妹都很激動。我們看到很多泳客在太陽傘下

曬太陽。我們首先游泳，然後堆沙，最後打球。媽媽還拿出她做的

水果沙津和漢堡。我們都吃得津津有味。 

 

黃昏時，我們依依不捨地回家了。今天真是個難忘的日子啊！ 

 

 

  

圖片來源：Pint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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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 佘俊熹 《小老鼠大本領》 

 

一個晴天的早上，小老鼠去森林散步，路過時不小心吵醒了獅

子。氣沖沖的獅子想吃了小老鼠！ 
 

小老鼠不是故意吵醒獅子，牠害怕地説：「我不是故意的，

請……請你不要吃掉我，以後我會

報答你的。」獅子看到小老鼠很可

憐，就把牠放走了，心想：「小小

的你能幫我才怪了。」 
 

有一天，獅子在森林裏尋找食物的時候，不小心被獵人佈下的

陷阱困住了。獅子害怕得全身發抖。小老鼠剛好路過，牠看見獅子

被陷阱困住了，趕緊跑過去，用鋒利的牙齒咬斷了繩網。 

 

獲救的獅子樂不可支，牠用雙

手捧起小老鼠，慚愧地説：「對不

起，我小看了你的本領。多謝你救了

我。我們做好朋友吧！」 
 

不能因為對方渺小而看不起對方的本領。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強

項。   

圖片來源：Pinterest 

圖片來源：Pint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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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 何雋熙 《小老鼠報恩》 

 

    一個陽光普照的早上，老鼠在森林裏一面跑跑跳跳，一面大聲

唱歌，把正在睡覺的獅子吵醒了。獅子十分憤怒，便把小老鼠捉住

了，打算把牠一口吃掉。 

 

    當時，小老鼠害怕得全身發抖，連忙向獅子求饒，哀求獅子放

過牠，並答應將來會報答獅子。結果，獅子放走牠，老鼠趕緊跑走

了。 

 

    過了不久，獅子不小心掉進獵人佈下的陷阱，被繩網困住了。 

老鼠看見了，用尖利的牙齒咬斷繩網，獅子得救了！獅子獲救後，

高興得把老鼠抱起，向牠道謝。最後，他們成為了好朋友。 

 

這個故事教訓我們要感恩圖報和互相幫助。 

 

 

  

圖片來源：Pint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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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李文軒 《風雨的幫忙》 

 

早上，雨姐姐起牀後，便到外面玩耍，玩得興高采烈時，她看

見農夫辛勤地工作，豆大的汗水不斷地流下來。這時，她發現田地

被強烈的太陽照射着，變得非常乾旱，她決定要幫助農夫一把。説

完後，她便用盡力嘩啦嘩啦地灑不停。經過一天的辛勞工作後，她

看見農夫露出感謝的笑容，雨姐姐滿心歡喜。雖然她已感到筋疲力

盡，但是她的心總是甜滋滋的。 

 

這個時候，風哥哥不慌不忙地走過，他便問道：「雨姐姐，你怎

麼這樣疲倦呢？」雨姐姐便告訴風哥哥所有的經過，風哥哥説：「我

也要學習你啊！」説完，風哥哥主動為他送出陣陣涼風，令雨姐姐

感到非常涼快，倦意盡消。風哥哥説：「我也有貢獻呢！」他們便不

約而同地哈哈大笑起來。 

  

圖片來源：Pint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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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 戴絃 《妹妹的筷子》 

 

當妹妹在學習掌握用筷子時，因為有時候會用得不妥當，食物

會掉下去，所以浪費過多食材。因此，我想了一個辦法，讓妹妹既

可以練習用筷子，也可以讓食物不掉下去。 

 

首先，我在她的迷你桌子上裝上三個籃子。然後，我準備一些

花生，讓她練習手力。當妹妹看到我的「設計」時，興奮地問我可

不可以現在就試一試。我當然説可以了，因為我不想她失望、難過。 

 

她試用了後，我問她這個設計成不成功，她便説十分滿意。最

後，妹妹能夠順利用筷子了，這表示她原本那張迷你桌子可以功成

身退了。 

 

由於我們家沒有位置安放它，所以把它送到回收站。我想一定有

很多人需要這張迷你桌子呢！ 

  

圖片來源：Pint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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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 王芸汐 《週記一則》 

一月二十七日至二月二日 

 

星期一，今天是個很不錯的日子，我在奶奶家住了好幾天，我玩得很開

心。我也很喜歡我的表妹，她經常跟我玩。我們還玩了「一、二、三木頭人」

呢！ 

 

星期四，我們要去拜年了。在路上我們還有點小激動呢！到了之後，我

們開心地説：「姑奶奶，姑爺爺，伯伯，阿姨，王叔，二毛叔新年快樂！」接

着，他們就給我們紅包了，媽媽一邊把紅包塞回去，一邊説：「謝謝！謝謝！

不用了。」他們卻説：「沒事，就拿着吧！」我在旁邊看着，不知道在幹什麼

了。突然！弟弟一把拿過來，然後説：「紅包多多，福氣多多！」他一説完，

全家人都被他給逗得哈哈大笑。 

 

星期五和六，我們都在家，我因為太無聊了，所以我們決定做一個秘密

基地。做完之後，我的弟弟覺得東西有點少了，便説道：「姐姐，你有沒有覺

得東西有點少了啊？」我回答：「沒有吧。」我盯了一會兒，的確覺得有點少

了，我們就像工人一樣，又建了起來。我們在秘密基地放了很多秘密的東西，

就像是我的玩具號、我的平衡車和我的玩具槍，它們都很好玩！秘密基地的

形狀也特別奇怪，是一個三角形。在這個特殊的形狀下，我們都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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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我們要去買東西了，我特別開心！因為我可以買到我喜歡的東

西。結帳的時候我十分高興，買完東西了，我們該回去了。我興奮地跟媽媽

説：「媽媽，我幫你拿吧！」媽媽同意了，便給我了。我在回去的路上一直看

着那個袋子傻笑，突然！啪的一聲我摔倒了。雖然我摔倒了，但是我很開心！

因為我買了我喜歡的東西。 

 

這個星期我特別開心，因為我在這個星期做了很多快樂的事。最開心的

事是做秘密基地，因為它鍛煉了我的動手能力，同時也給我留下了美好的回

憶。 

 

  

圖片來源：Pint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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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 吳恩鳴 《中國的運動健兒》 

 

   我很喜歡看奧運比賽，因為當不同的國家獲獎時，我能看到不同的國旗，

聽到不同的國歌。在所有的比賽項目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當屬女單羽毛球

比賽：中國女單選手陳雨菲對陣台北隊選手戴資穎。現在就讓我和大家分享

一下比賽的情形吧！ 

 

開局，戴資穎以 4:1 領先，陳雨菲沉着應戰，但得分仍然遠少於戴資穎。

經過陳雨菲一番苦鬥，分數變成 9:7反超，接着擴大到 20:18，最後終於以

21:18的哨聲結束，陳雨菲先奪一城。 

 

   第二局開始，陳雨菲士氣大振，10:6領先對手，但之後卻開始出現失誤，

如發球出界，球拍未接到球失分等，如此被戴資穎輕鬆地打出了 19:18。接

着，戴資穎愈戰愈勇，分數很快拉到了 21:18，第二局以戴資穎的勝利結束。 

 

   最驚心動魄的第三局開始了，陳雨菲開始調整心態，絕地反擊，她一開

始打出了 3:1的好成績，接着擴大到了 17:14。這時，只見戴資穎開始腳步

慌亂，額頭上出現了豆大的汗珠，連球拍也跟洩了氣的皮球一樣，乏力不堪。

戴資穎無力反抗了，陳雨菲乘勝追擊，一直擴大比分，終於以 21:17贏得了

決勝局的勝利。最終，陳雨菲獲得了東京奧運會上的女單羽毛球冠軍，而戴

資穎則成為了亞軍。 

 

   在女單羽毛球決賽中，雖然戴資穎經驗老到，但心態可能沒有調整好。

相反，陳雨菲實力不菲，沉着應戰，堅毅不屈，最終取得勝利。這次決賽分

出了冠亞軍，但無論是冠軍還是亞軍，她們都是中國人，我為她們感到驕傲，

中國女單真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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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 孫俊承《祖國情》 

    七十二年前，祖國母親用遺失已久的尊嚴，築成一道民族新的萬里長

城。把積存的屈辱，一口氣趕出了國門。那一天，就是——國慶！ 

 

    從那一天起，祖國母親告訴孩子們：空氣、陽光、山河、大地…… 

一切一切都屬於我們的。 

 

    從那一天開始，祖國母親不怕苦，不怕累，帶着孩子們自力更生，建

設家園。 

 

    今天，我們脫貧了。我們豐衣足食了，遇上了小康生活。但是，祖國

媽媽時刻要求孩子們腳踏實地，一步一個腳印，正如：當我們吃着香噴噴

的米飯時，要想到「粒粒皆辛苦」；想到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爺爺；當

我們在歡樂的校園學習，要想到「為中華崛起而讀書！」——周總理；當

我們看到中國軍事強大時，要想到為國爭光的錢學林；當我們看到科學發

展時，要想到航天英雄——楊利偉伯伯；當我們看到二零二一年東京奧運

會上中國隊和中國香港隊的乒乓球健兒的「全家福」時，感到自豪。 

 

    這就是偉大的民族精神！ 

今天是祖國母親的生日——國慶！在這特殊的日子裏，我想對你説：

「祖國媽媽，我愛你——中國！」我將不忘初心，逐夢前行！  



26 
 

 

4B 莊語淳 《颱風下的木棉樹》 

 

本周三，八號颱風，我在窗口看到花園下面的小花小草可遭殃

了，被狂風大雨吹得東倒西歪。只有幾棵木棉樹任憑狂風的吹襲，

像個勇猛的勇士般接受着大雨的洗禮。我相信大雨過後，只有承受

得住大風雨的木棉樹才會顯得更加生氣勃勃。 

 

  

圖片來源：Pinterest 

圖片來源：Pinterest 

圖片來源：Pint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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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 蔡國銘 《週記一則》 

一月二十七日至二月二日 

這星期是農曆新年，媽媽在牀前告訴我，表妹會在外國回來探望我，我

十分開心。 

 

星期一，表妹過來了，我和表妹一起找爸爸和媽媽拜年。我們在爸爸和

媽媽的面前雙手拿紅包，我和表妹都很高興。然後，我們一起找祖母拜年和

吃年糕，我們吃得狼吞虎嚥，很快就吃完年糕，祖母也吃得津津有味。 

 

星期二，我們一起到餐廳吃團年飯。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我和表妹都

吃得興高采烈，我們都説這條魚看起來很可愛，捨不得吃掉這條魚。正當我

們苦惱之際，媽媽已吩咐廚子烹調這條魚。最後，我們還是吃了這條魚。 

 

星期四，我、爸爸、媽媽和表妹一起逛街時和年宵市場，我們逛得很開

心，並在年宵市場內買了一朵漂亮的花朵。雖然這朵花的價格昂貴，但是它

散發着陣陣芳香，香氣撲鼻。過了一會兒，年宵市場變得很熱鬧，我們樂在

其中。星期五，我和表妹一起看日落。晚上，我和表妹一起看電視和吃雪糕。

我們一吃完雪糕後，就去刷牙和洗臉，趕快上牀睡覺。 

 

星期六，我和表妹去看電影和喝汽水。星期日，我、爸爸和媽媽一起去

機場送別表妹，因為表妹要回到外國去了，我有點捨不得她。 

 

這次農曆新年假期，表妹由外國回香港探望我們，真是難以忘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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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莊佳琦 《我最喜愛的動物》 

 

我最喜愛的兔子，因為牠非常可愛。 

 

牠有一雙黑漆漆的眼睛，淺棕色的身子和像毛球一樣柔軟的尾巴。牠也

有一對粉灰色的耳朵、棕色嘴巴和大大的牙齒。 

 

牠非常可愛，經常把牠的手放在我的腿上。牠吃東西時，會發出「渣

渣……」的聲音，討人喜愛。有一天，牠用無辜的眼神看着我，我已經被牠

深深吸引住，然後忍不住放了牠出來玩，我和牠有時會鼻對鼻，有時也會握

握手。因此，我和牠也相處得很好。 

 

牠除了性格可愛，有時還很恐怖。有一次，牠跑來跑去，然後跑到我的

腳下，再咬我。當時，那怒火立刻衝上我的頭上，幾乎要爆出來，可是我不

敢出聲。因為我一爆發怒火，媽媽就罵我。深夜時，牠也會發出「砰砰—砰

砰—」的聲音，因為牠會悄悄走到浴室內，咬破廁所裏面的物品，多麼恐怖

呢！ 

 

雖然牠有時很恐怖，但是我覺得牠很可愛。我希望

牠陪我一輩子，因為牠給我帶來很多歡樂，所以我要好

好照顧牠一生一世，千萬不能讓牠離開我。  圖片來源：Pint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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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 許建雄 《難忘的生日》 

 

    今天是我的生日，爸爸帶我去吃自助餐。到餐廳後，我迫不及待地衝進

去，映在眼簾的盡是水果、湯、甜品……不禁令我垂涎三尺。 

 

    吃完自助餐後，爸爸帶我到彩虹樂園玩。那裏有很多機動遊戲，不勝枚

舉，令人流連忘返！我玩得既開心又興奮。 

 

    回到家後，我看見桌子上放了一個生日蛋糕。突然，媽媽從我背後跳出

來，嚇了我一跳呢！她溫柔地對我説：「建雄，生日快樂！」 

 

    今天，我過了一個十分難忘的十歲生日！ 

 

  

圖片來源：Pint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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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 陳浩霆《日記一則》 

 

十一月二日    星期二     晴 

 

    今天，爸爸、媽媽和我去了海洋公園遊玩。 

 

    到達目的地後，我和家人先乘坐纜車到對面的山頂，我

感到非常雀躍。到達山頂的時候，纜車突然停了下來，我看

看窗邊的風景，眼前竟是一片茫茫大海。我凝望着這個迷人

的畫面，不禁激動地説：「香港竟然有這樣美麗的地方！」 

 

    纜車緩緩靠近樂園的另一邊，我們下

車後便前去玩過山車。過山車從最高處衝

下來的時候，那種離心力真讓人感到恐懼，

但又十分刺激。可是，快樂的時間總是過得

特別快，很快我便要離開海洋公園了，我只

好懷着依依不捨的心情回家去。 

   

    今日，我十分感謝爸媽帶我去到海洋公園玩，讓我畢生難忘。 

   圖片來源：Pint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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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B余若馨 《對物質生活的看法》 

 

我並不反對豐裕的物質生活是十分美好的，但是是否代表現在的生活

就是最美好的呢？接下來就讓我解釋一下吧！ 

 

在 70到 80年代時，人們沒有手機、電腦，當然也沒有互聯網，但是

他們還是很快樂，可以和其他人一起看皮影戲，這種快樂不是由電子產品

給予的，而是真正的快樂。這種快樂是由人與人之間的友誼進化而成的，

是真誠的，也是最純真的。重要的是他們儘管並沒有豐富的物質生活，可

是他們心靈卻很富足。在我看來，只要一家人開開心心，健健康康，一家

人團團圓圓，我們就應該知足。  

                                                                                                                                                                              

再説説現今吧！雖然有了豐富的物質生活，可是卻再沒有了從前的那

種純粹的快樂。假設你的父母給你買了一個玩具，你把玩具帶去和朋友們

一起分享，可能你的朋友正好想要這個玩具，就會同父母要求買，從而造

成家庭紛爭。再説了現在做什麼都要花錢，錢來之不易，而錢一揮霍就沒

了，心靈更加空虛。 

 

因此，豐富的物質生活是否就是最美好的答案？已經顯而易見了。不

知道大家和我的答案一不一樣呢？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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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B 黃諾希 《歡渡中秋節》 

 

今年中秋假期，媽媽和我回了深圳歡渡佳節。當晚，我們去了歡樂海岸

看水秀劇場。那兒擺放著無數盆花，簡直是花的海洋。在花海的中間點綴著

一些蒲公英造型的燈，在靜謐的夜晚，看似繁星在花叢中隨風搖曳。 

 

在表演還沒開始，我抬頭看向天空月亮，它是銀白色的，有些透明，像

是玉石雕成的，純潔無瑕，月缺時看上去就像一隻小船。我想坐上去，到美

麗的夜空和星星捉迷藏，和寂靜的夜空訴説心裡的秘密。有的人吃著美味的

月餅，有的人在聊天，有的人玩著燈籠，笑語盈耳。此情此景，讓我想起了

李白的那首「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由於新

冠肺炎疫情，很多家庭都不能團圓，希望明年的中秋節能月圓人團圓。 

 

隨著水秀表演開始，音樂響起，噴泉水花四起，形成一朵朵小浪花，與

色彩變幻的景觀交相輝映。動感音樂觀影變化營造出夢幻之美，水柱與鐳射

煙花共舞，音樂與噴泉交響。水與火，影的視覺盛宴，讓人沉浸其中，人們

正意猶未盡時，又放了一波無比燦爛的煙花，原來在深圳過中秋也是很難忘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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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B 劉家雯 《難忘的國慶節》 

 

 

十月一日是一年一度的國慶節，是祖國母親的生日。在這個有特別含義

的日子裏，媽媽給我買了一件大紅色、十分喜慶的衣服，她告訴我，紅色代

表我們中華民的特點，我也十分喜愛這件衣服。 

 

今天就是國慶了，我穿上新衣服，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約小伙伴們一起

出來玩，小伙伴也是打扮得美美的。首先，我們來到深圳赫赫有名的壹海城，

這裏有各種各樣的遊樂設施，例如：瘋狂搖搖車、瘋狂大轉盤、碰碰車、雕

刻……我們玩了瘋狂搖搖車和碰碰車，都是我和小伙伴討論後，決定下來的。

座上瘋狂搖搖車的那一刻。我突然全身毛骨悚然，搖搖車像一只企鵝一樣，

左右搖擺着。碰碰車在我們的駕駛下，像一只憤怒的企鵝，碰撞在一起。 

 

玩完遊戲後，突然有一個聲音傳來，「今天是國慶節，要不然我們去看

《長津湖》吧，這部電影是關於共產黨的，十分有含義呢！」小伙伴説道，

我們紛紛點頭表示同意。我最喜歡的電影情節就是在雷公奮不顧身地把信號

彈送走，犠牲了，這讓我感動到眼淚止不住地往下流。看完電影後，我們還

到海邊玩了三二一木頭人、玻璃牆等遊戲。 

 

今天真是一個又開心又有意義的一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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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李雨欣《歡渡中秋節》 

 

中秋節在我們中華民族歷史的長河中，是美滿、和諧、富饒和安康的美

好願望，也是團圓的象徵。 

 

那是二零一九年在我的家鄉—福建，度過的中秋。 

 

清晨，一絲絲陽光從窗簾縫隙裏跑了出來，金黃色的光芒把浮在半空中

的幾片白雲鍍上了一層燦爛的金邊。我站露台，心想﹕能和爸爸一起欣賞多

好啊！爸爸為了養家，在我年幼時移居香港，每年特別節曰才回家一趟，但

可惜的是，今年中秋，爸爸工作繁忙……媽媽或許察覺到我的心情，問道：

「雨欣，還在想着爸爸的事嗎？」「別再想了！快要遲到了！」我看了看時

鐘，匆匆出門。 

 

晚上補習完畢，遲遲不見媽媽來接我。這時，一個熟悉的身影出現在門

前，我愣住了幾秒，那個身影回過頭來，我才驚喜地發現那正是我那和藹可

親、任勞任怨、勤勞樸實的父親啊！我馬上投進爸爸懷裏，那溫暖的懷抱我

永遠記得！而我激動的心情久久未能平復。轉頭一看，媽媽也站在旁邊笑着

呢！這一刻，我心中滿溢着幸福！ 

 

回家後，我們到天台賞月。抬天仰望天空，只見深邃的夜空中，掛着一

輪圓月，月兒發出淡淡的白光。中秋之夜，月圓如鏡，月華如洗，寓意團圓，

此時我已和家人吃月餅、賞明月，不知各位怎樣歡度中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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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 李嘉榆 《歡渡中秋節》 

 

在我的家鄉─潮州，中秋夜的街道上張燈結綵，小孩們提着燈籠在街道

上穿梭，好不熱鬧!大大小小的燈籠閃爍着，給四周增添了一份喜悅。 

 

此時的我卻獨自站在陽台上，抬眸望去，我宛如嫦娥般思念着親人，卻

不可相見。記得去年，奶奶不幸離世，我一直耿耿於懷，未能見奶奶最後一

面。「姐姐，你怎麼一個人站在這裏﹖」天真的童聲在耳邊響起，打斷了我的

思緒。站在我身旁的正是我那可愛的妹妹。「沒甚麼，只是……想念奶奶了。」

我笑了笑，摸摸她的頭。我想：許多在前線對抗疫情的人，未能回家過中秋，

他們一定也很想念家人。 

 

皎潔的月光依舊停在空中，晚風吹過，帶來了無窮的思念。嫦娥思念親

人，后羿又怎會不想念她呢﹖這時妹妹扯了扯我的衣袖，説﹕「他們會知道

的。」她那眼神是那麼真誠，那麼堅定。「一定會!」我回應到。 

 

「快來吃月餅!」「快來玩燈籠吧！」媽媽和鄰居的小夥伴們叫喚着，讓

我回過神過，拉着妹妹的小手，提着奶奶最愛的兔子燈籠跑到街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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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陳薇琳《捐款的背後》 

 

在村子裏曾有一位十分「善良」的男人，他常常心繫災區及孤兒，每個

月月底都會長途跋涉到大城市裏給那些流離失所的孩子或殘障人士捐款。村

裏的人每次見到他捐款回來後都會誇讚他：「喲，回來啦！唉我給你準備了

包子，走那麼遠辛苦啦！」「不錯啊，每個月都去捐款。你要不要來我這兒工

作？工資可高啦！就當……我也盡了一份力！」「謝謝各位，我相信那些需

要幫助的人們一定會很高興的！很感謝你們的無私奉獻！」由於吃喝不愁，

又有高薪職業(對很久之前的村莊)，年輕人的生活可謂是風生水起。 

 

一天早上，「大夥們起牀啦！」男人洪亮的聲音下傳遍了整個村莊。屋

子裏的人探出了腦袋：「怎麼啦？那麼高興？」男人轉過頭回到：「我想做一

個小型的慈善機構！」「真的嗎？那我要捐款！」大家都陸陸續續地把錢投

進箱子裏。 

 

從那天起，所有人都開始捐款，但從那天起，所有人都開始過着緊日子。

村裏收入不高本來就是勉強度日，再加上捐款。讓本來就不富裕的村子雪上

加霜，但一想到是為了那些兒童、殘障人士，大家都還是欣然接受了。又過

了幾周，男人坐在自家屋檐下，打開箱子，吐了點唾沬到手指上後翻弄着鈔

票。「這錢可真好賺，我之前怎麼沒想到呢！」「你在做甚麼？」外面傳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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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聲音。一名約十二歲的女孩將村裏的人都叫了起來。「這個人是個大騙子！

他把錢私吞了！」「喂！這話不能亂説啊！我剛剛只是數一下錢，再捐出所

有錢，我做的善事可是大家耳聞目睹！」「你！」「姑娘，你是不是聽錯了？」

一個老婦人突然站出來。「我耳朵好得很！」女孩瞪了一眼老婦人。「反正我

是不會捐了，一群笨蛋！」説完，她便怒氣沖沖地離開了。 

 

後來，那位男士因怕被人找到證據，提前取走所有善款，急忙離開村子。

村子裏的村民都後悔不已，不再相信所謂的「捐款」，整個村子都變得人心

惶惶。男人帶走了村民的錢財，帶走了村民的善良，留下了一份不信任，村

民已過於警惕，不再幫助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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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馮家業《我的人生》 

 

今天下午，我又在我的房間裏思考我的人生。我想：人生這麼

艱難，我們怎麼可以屈服於任何一件小事呢？只要我們輸了不氣餒，

不自暴自棄。錯了不退縮，最後的結果將會截然不同。當我們對某

一件事感到困惑時，我們又需要自我反省一下，再稍微改變一下方

向，説不定事情就會迎刃而解了。 

 

 

圖片來源：Pintere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