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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研班佳作賞



於今年的特別假期期間，學校為讓學生善用餘暇，
特開辦「新詩賞析及創作初班」與「散文賞析及創
作班」。在著名詩人關夢南先生的指導下，學生閱
讀古今名篇、學習創作、互相點評，獲益匪淺。現
在就讓我們一起欣賞同學們的佳作！



茵茵
1D陳沛如

你送了我

滿滿一盒

美麗的紙鶴

這些色彩繽紛的

紙鶴

就像我和他的回憶

我把

最喜歡的兩隻紙鶴

拿了出來

放在我家的陽台

每當

一絲春風吹過

兩隻紙鶴的翅膀

隨之揮動

彷彿

隨時

準備好

一起展翅高飛

昨天

忽發奇想

為其中一隻紙鶴

扣上閃亮的鎖匙圈

並掛到書包

今天上學

居然看到

茵茵的書包

也掛著

同一隻紙鶴呢！

評語：進步的作品。但仍
有不少淺露的句子，如：
「多姿多彩 / 色彩斑斕 / 

我很高興」，已代删去，
結段好：「我昨天 / 忽發
奇想 / 為其中一隻紙鶴 / 

扣上閃亮的鎖匙圈 / 並掛
到 / 書包 / 今天上學 / 我
居然看到 / 茵茵的書包 / 

也掛著同一隻紙鶴呢！」
有趣的巧合，意在弦外。



清明
1A鍾天睿

斜陽，

光線仍灑在墓碑旁，

伴隨著煙火撲面而來，

我的心也暗了起來。

忽然，

冷雨驟降，

冰涼的雨點刮過我的臉頰，

斜陽的光輝卻依舊的微暖。

燭火，

還在墓碑前隱隱發光，

漸漸地，

被雨點熄滅。

遺照，

上面的仙人尚且微笑著，

我現在，卻怎麼也笑不了。

評語：構思不錯的作品，
段落分明，前後呼應，更
懂得運用隱喻，如：「光
線仍灑在墓碑旁，/ 伴隨
著煙火撲面而來，/ 我的
心也暗了起來。」結段亦
好，對照深化了主題。



寫一首遊戲詩
柔幽

坐在月光下的一個銀湖旁，

如秋月的清澈，

又如兩顆星星般的爍光，

彷彿再次回憶起三次流星的邂逅，

湖中冒出四隻梅花鹿，

叼走姽嫿詭美的五枝黑曼陀羅，

曾經的孤獨現已化為泡影，

變成

六朵的紅玫瑰，

轉過身去，

看見七個熟悉的影子，

和我在八號的星空下趕走孤寂的夜，

驚艷了時光

溫柔了歲月只因有七個伴。

評語：構思有趣的詩，穿
插數目字：「彷彿再次回
憶起三次流星的邂逅 / ,

湖中冒出四隻梅花鹿 / , 

叼走姽嫿詭美的五枝黑曼
陀羅 / , 曾經的孤獨現已
化為泡影, / 變成 / 六朵
的紅玫瑰 / ,轉過身去 / ,

看見七個熟悉的影子」。
描寫優美，豐富了遊戲的
内容。



日記詩
1A劉逸楠

早上帶著倉鼠去行山

由上水走到太平山

紅燒半筋半腩麵

腸粉燒賣和蝦餃

白汁卡邦尼意粉

下午超市大減價

人多擠迫

推倒了貨架

黃昏到商場買新衫

怎知試穿便穿破

只好買了件破衫

晚上學校辦網課

大廈偏偏發生火警

於是帶着電腦逃生

評語：從生活取材．描寫
有趣，部分想像豐富：
「黃昏到商場買新衫/ 怎
知試穿便穿破 / 只好買了
件破衫」。收結亦誇張得
好：「晚上學校辦網課 / 

大廈偏偏發生火警 / 於是
帶着電腦逃生」。真正遊
戲的詩。



喇叭
1A鍾天睿 我家那大喇叭又失靈了

巴啦巴啦

響個不停

一時發出刺耳的尖聲

好一會兒

又奏起田園小橋流水

想聽甚麼曲

有時要看天氣

評語：既寫物件：「我家
那大喇叭又失靈了，/ 巴
啦巴啦，/ 響個不停，/ 

一時發出刺耳的尖聲，」
又以喻人。收結佳：「想
聽甚麼曲 / 有時要看天
氣」，有趣，戲而不謔。



國瑞路
2D關穎芯

我家坐落在大窩口近葵涌一帶，卻要繞一個大圈才到葵涌邨，附近也沒有甚麼交
通工具，到大窩口地鐵站，要走十多分鐘，而國瑞路就是必經之路。

從屋苑大門步出，已是指向荃灣的國瑞路。那兒有一個小工地，六年多了，工程
斷斷續續地進行，不吵不鬧，卻不時傳出臭膠味，讓人鼻頭一酸，一陣微風吹過，
便散了。然而沒走幾步，鼻子又要受罪。成堆的黑色垃圾桶，垃圾袋在它們腳下俯
伏跪拜，表面稱臣，大軍襲來卻四散東西，任由垃圾桶從神壇上倒下。

整條路只有一所食肆，這十三年來換了三、四個老闆，都是做茶餐廳的，有雪山
冰室、木馬茶座。我很少去光顧，匆匆瞄了一眼，沒甚麼人，倒是夥計叉著手，癱
坐在金屬四腳椅上看電視。

再前行，街道僅容得下一人。修車房門前總是停泊著汽車，有寶馬，有豐田，也
有破爛得看不清牌子的。車房也有洗車服務，這段路常被浸泡在肥皂水中，在陽光
的照射下，能看到彩虹。

店舖的上層是一列村屋，有一戶人家，常引起我的注意。早上七時半上學走過，
會聽到兩下歡快的吠聲，抬頭望，陽台上有兩隻狗，一隻是柴犬，另一隻是哈士奇，
正趴在地上，像是想把頭塞進碗裏。若是晚上八時，便會聽見「啪啪」聲，是那一
家四口在打麻將。後來，剩下夫婦倆，一人分飾兩角。兩隻狗仍是伏在陽台上，每
當有人路過，便中氣十足地吠叫。

對面的行人路沒有任何建築，成片的植物，我只認得粉嫩的五瓣花和豆狀的果實，
是宮粉羊蹄甲。回暖了，有「吱吱喳喳」，有「知了知了」，不幸的話，還有「嗡
嗡嗡」。果實成熟跌落，滿地棕黃，人們踏過，黏黏的。大雨洗滌過後，又重現淺
灰的石地，年復一年，見證了一個小孩從被外婆背著上幼兒園，到被傭人牽著手上
小學，幾年後獨自上中學。以後嘛，也許是拖著行李箱，踏過這條走過千遍萬遍的
路，去……

評語：起段乾淨利落，寥
寥數筆，便交代了路的位
置，進入主題。內容落點
準確，無論寫修車房，或
是村屋，皆構圖簡潔，幾
乎沒有冗言，卻又不失風
景鮮明。的確，春天來了。
不但寫景，還有人。情景
融為一體。



黃昏的北河街
3D秦定娜

從深水埗地鐵站B2出口向前走數步，便會看到那殘舊的路牌，以香港獨有的「監獄體」整整齊齊
地刻著「北河街」三字，不規則的污漬為這裡添上一點時代感。

正值黃昏，夕陽的餘暉為街道灑上一層薄紗，鐵鍊懸吊著的霓虹燈招牌燈似是感受到敵意，隨即
亮起誇張的燈光，想要與夕陽爭輝，生怕它的嫵媚會攫奪行人的視線。大街上盡是售賣水果、魚肉和
蔬菜等等的攤檔，魚腥味尤其嗆鼻，像昆蟲腐爛屍體散發的惡臭，令我不禁加快腳步。街道充斥著音
質極差的廣播聲和顧客的議價聲，各種聲音交織在一起，編織了一首屬於這裡的樂章。另一邊沒穿上
衣，頸上掛著毛巾的搬運工人一邊將一箱箱裝有蔬菜的發泡膠箱搬入店鋪，一邊喊道：「借開，睇
頭！」

穿梭在人來人往的街道上，每走一步都感覺異常艱難。行人一邊互相邂逅，一邊互相忘記，腳步
始終沒有為誰而停下，眼裏只有即將搶購完的特價菜心。本已狹窄的街道還要慷慨容納汽車，發出陣
陣刺耳的引擎聲，霸道地宣示主權，要行人紛紛讓路，仿佛它越大聲就越有理。駛過時還濺起剛剛魚
檔老闆潑下的水，換來路人的怒瞪。放眼開去，兩旁有部分攤檔擺賣平價衣服和二手電器。沒有整齊
的陳列櫃，只有簡單的綠色鐵皮、一張大帆布，和一把彩色太陽傘，簡陋且不規則地擺放貨品，紙皮
上刻有用紅色墨水筆手寫的價錢。儘管簡陋，親民的價錢總是能吸引大批行人駐足。一旁的檔主正在
津津有味地聽著舊式收音機播放的最新疫情資訊，極差的音質大概只有他一個人享受，帶著陣陣雜音，
聲音像是穿越了時代而來。他一邊在佈滿修補痕跡的腰包掏錢找贖，一邊以沙啞的聲音埋怨：「都唔
知衣家想點！」但無法得到多少顧客的回應。

往盡頭看，街道的對面截然不同，這邊遍佈外牆剝蝕多年的唐樓，那邊新建的高樓大廈林立，兩個
世界只隔著一條馬路。原來貧窮和富裕，也只是一線之差。這邊開著攤檔的人，日日夜夜打拼了大半
生也只為了逃離這裡，越過貧窮線，入住所謂的安樂窩。

在這裏出生和成長，縱使深水埗依舊是香港舊區的代表，但我深知這裡已在一點一點地變化。每次
走過這裡都會想，會不會哪天這裡的霓虹燈過於耀眼，汽車的引擎過於響亮，最終吸引到地產商的光
臨。我緩緩拿起相機，好像只要我用菲林把一切鎖住，這裏便永遠不會殞落在頹唐的月色下，成了只
可以回溯的曾經。

評語：學以致用。描寫細
緻具體，文字流暢自然。
起段甚佳。北河街內容猶
如一幅風俗圖，吸引駐足，
其中不少動人的細節，如：
「放眼開去，兩旁有部分
攤檔擺賣平價衣服和二手
電器。沒有整齊的陳列櫃，
只有簡單的綠色鐵皮、一
張大帆布，和一把彩色太
陽傘，簡陋且不規則地擺
放貨品，紙皮上刻有用紅
色墨水筆手寫的價錢。」
超水準之作。多讀多投稿，
必可更上層樓。



森林之旅
3C麥芷晴

提着燈向森林深處走去，光影隨着腳步搖晃。抬頭只見月亮尾隨，樹木高不見頂，只
有狡黠的月光費力地鑽進林裡。這裡有種靜謐，像是支溫柔的搖籃曲在林間徘徊，輕輕
拂過沉眠的樹葉，捎來淺淺的蟬鳴，遠方的山泉叮叮噹噹的，隱隱約約送入耳畔。

一步一步，是沙沙的聲音。偶爾驚起幾隻鳥兒，朝着月亮那方飛去，拍翼扇起小小的
風，捲起蒼老的樹葉，羽毛般落在沉默的大地上。

月光傾瀉，皎潔中染些淡淡的黃，像是蛋黃的一縷漏入清亮的蛋清中。暖黃的路燈卻
沒有被掩蓋，漫不經心地潑灑着幽幽的光，那光像是天撒下的金粉，隨風旋轉着。許多
小蟲好奇地繞着燈撲閃着晶瑩的小翅膀，魯莽天真地飛來飛去。

搖晃的光影下，泥濘路上留下幾對足印。一對大概是人類留下的，鞋底的波浪坑紋清
晰可見；另外幾對小小的，像是動物用腳尖輕輕點地。我隨之而行，來到一棵大樹前，
抬頭只見葉隙間透着幽光。眼前樹紋深刻分明，摸上去粗糙，我心卻莫名舒坦，它也像
是在感受着我的指紋，傾聽我的心事。

總有人說當別人的樹洞，便要傾聽別人訴苦談心。我倒覺得一棵實實在在的樹好多了，
說不出口的事，它總是明白，摸着木紋，耳畔沙沙，一切也便好了。

低頭一看，只見一個小小的樹洞，旁邊還站着隻松鼠，抱着碩大的果實略顯笨拙。剛
才不還有幾對足印嗎？怎麼就只剩一隻松鼠。我瞥了瞥樹洞，心生一念頭。難道都走進
去了？我想起愛麗絲為追趕抱着懷錶的兔子誤闖樹洞，進入仙境。誰不想在世外桃源過
上安逸生活？

突然傳來從容淡定的腳步聲。只見一位老人徐步而來，身後跟着幾隻小狗。
「那麼晚了，還不回家？」他關心問道。
「對，要回家了。多謝關心。」我答道。
回首一看，微風流動，燈光搖曳，蟬鳴悠長。森林恬靜地微笑着，教人眷戀。
我沿着小路前行，前方大廈林立，星星點點的燈火。
月亮依舊尾隨着我，我又要回到另一片森林了。

評語：森林之旅，没有奇
幻，娓娓道來，卻又見野
之趣。前面這樣寫：「搖
晃的光影下，泥濘路上留
下幾對足印。一對大概是
人類留下的，鞋底的波浪
坑紋清晰可見；另外幾對
小小的，像是動物用腳尖
輕輕點地。」已為收結反
高潮留下伏缐：「突然傳
來從容淡定的腳步聲。只
見一位老人徐步而來，身
後跟着幾隻小狗。」結段
呼應自然，視野變化，又
不落俗套。加分。



母女
4D林靖嬉

街口的公園，一個年約二十多歲的女人滿頭大汗，跑向坐在
長椅上喃喃自語的老婆婆，婆婆臉上刻著皺紋的深坑，一頭短髮
像罩了一層白霜，眼神中盡是空洞。

女人撥一撥散亂的髮絲，拭去額頭上的汗珠，眉頭緊鎖，握
著婆婆的手説：「您怎麼又自己偷偷走出來了？」婆婆沉默了片
刻，才輕聲道：「你在說甚麼？對了，我的女兒好像走失了⋯⋯
我還要送她回幼兒園，你能幫我找找嗎？」女人拭擦眼角，微笑
道：「當然可以。婆婆您還沒有吃飯對吧，我們先吃點東西再去
找。」説罷她從布袋內掏出一個不鏽鋼飯壺，把煮得熟透的茶泡
飯餵進老婆婆口裡，女人一邊問婆婆要不要再添一點，一邊用紙
巾拭擦流到下巴的飯汁。

婆婆傻傻的看着女人，突然間發笑，蒼老矇矓的雙眸露出幸
福的笑意。「這樣看看，你有點像我女兒長大後的樣子呢！」

評語：一個簡潔的故事，
一幅濃縮了的城市風景：
辛酸，悲涼又温愛。人物
見面貌描寫，又呈現行為
細節。收結不動聲息：
「婆婆傻傻的看着女人，
突然間發笑，蒼老矇矓的
雙眸露出幸福的笑意。
「這樣看看，你有點像我
女兒長大後的樣子呢！」
點到即止，難免慨嘆。



這一個人
2D李思琪

夜幕降臨，已經是深夜十一點了。我套上咖啡色圍裙，輕輕挽起衣袖，拿過一邊的抹布來清理吧

台。掃視了一圈蕭寂的店舖，人已經寥寥無幾，只剩下三三兩兩的男女談笑風生，還有角落裏那個獨

自一人，單手托著頭的男人。

他看起來五十多歲的樣子，雖是矮個子，卻不像其他中年男子一樣捧著西瓜肚。膀子上包裹著淺藍

和白色間條長袖襯衫，深藍色的西裝褲燙得筆直。他張開雙腿坐著，黑色皮鞋的鞋尖隱隱約約地發灰，

褶皺的痕跡在鞋子上留下了烙印。卡其色的公文包被隨意地丟在長椅的另一端，和深藍色的西裝外套

一起，安安靜靜地躺在一旁。腦袋上三七分的頭髮被髮膠固定，只見他張開五指把頭髮揉得凌亂，然

後隨手往腦後撥，幾縷銀髮全部暴露無遺，從烏黑的髮絲中蔓延出來，和皮膚上的油光一同與昏黃的

燈光相互輝映，高調地閃閃發亮。

響亮的手機鈴聲打破了沉靜，他慢手慢腳地把手伸進公文包裏，摸索了好一陣子才掏出來：「喂？

陳總啊！好的好的，沒問題，合作愉快！」把手機扔回公文包，他用雙手摀住臉龐，抹掉滲出的油光

後苦笑了一番，隨後把桌上那杯酒一飲而盡，逕自趴在桌子上，一個個空酒瓶像保齡球一樣倒下，滾

到地板上砰砰作響。

他不耐煩地鬆開喉結處的鈕扣，試圖扯開胸前的黑色領帶，扭成一團的結似乎已經解不開。他雙手

交叉，枕著不知是因為酒精或是疲乏而顯得沉重的頭部，額頭的皺紋形成一個深深的「三」字，緊皺

的眉頭未曾解過鎖。他緩緩地吸了一口氣，又重重地嘆了一口氣，黑眼圈和眼袋合為一體，臉頰就如

上了一層豔紅的胭脂，耷拉著的眼皮終於閉上，像銀河那樣流轉的眼神就此殆盡。

我躡手躡腳地走過去，小心翼翼地戳了戳他的手臂：「先生，不好意思，我 們要打烊了。」或許是

聽見我的呼喚，他抬起憔悴瘦削的臉，用力揉了揉雙眼，隨後瞇成一條細線，努力著想要看清眼前矇矓

的畫面。「抱歉啊，給你們添麻煩了。」語落，他一股腦兒地把外套塞進公文包裏，把它夾在手臂和身

體之間，又拖著身軀走進肩摩踵接的人群裏，苦苦地奪路回了家。

評語：人物描寫極為成
功：透過外貌及衣服細
節的呈現，讓讀者猜度
他內心世界的寂寞。其
間又穿插接電話的細節，
襯托了劇情。結句略為
平淡：「又拖著身軀走
進肩摩踵接的人群裏，
苦苦地奪路回了家。」
視為美中不足。超中二
水平，加油！



失物記
3C麥芷晴

我摸了摸口袋，下意識甩了甩手，噹噹啷啷的，熟練如我心中大概有個數，過兩三日
肯定不成問題。向下墮的口袋總是讓人心裡踏實，我屈着腿徐徐在沙發躺下，頭擱在椅柄，
身體像是陷了進去，揉了揉眼便昏睡過去。

再次醒來時是被吵架聲吵醒的，原來是電視劇中的爭執。瞄了瞄地板，斜暉穿透窗簾
落在木地板上。我伸了伸懶腰便出門買飯，正打算從口袋掏出鎖匙，摸了摸，總覺得有異
樣，便直接把口袋翻了出來，叮叮噹噹，只見寥寥硬幣落地，沿着邊緣旋轉，再徐徐定下
來。我再翻翻左邊的口袋，只摸到那初起毛粒的布料。我把全身上下翻個遍，也只能找出
十元八塊。我心頓時像被一條魚絲懸了起來，小貓還要貪玩地撥弄着。

「我那張五百元呢？這幾天白做了。」我嘆了口氣，便脫鞋回屋內煮了碗公仔麵。
是掉在回家路上嗎？不對，睡前它還在。我翻遍了整屋，沙發底、床頭櫃，甚至花瓶

裡，也不見那張五百元，倒是尋回不少之前遺失的東西。心中那條魚絲愈發搖搖欲墜。明
天還要上學，這叫我怎麼辦？家中已經落得這個狀況，父親肯定不會給零用錢的，要是告
訴他我把錢丟失了⋯⋯算了，我還是上多幾天兼職賺錢吧。

我吃完那碗毫無味兒的麵，便收拾碗碟，到廚房洗碗。「喀嚓」，父親回來了，我似
是做了什麼虧心事，故作鎮定地抹碗。父親卻是興高采烈的挨在廚房門邊，踉踉蹌蹌地走
來。我瞥了他一眼，只見他面紅耳聾，軟趴趴的靠在潮濕的牆面，濃烈的酒味不斷攻入咽
喉。我應該永遠也搞不懂他是怎麼把這麼燙喉的烈酒整天抱着喝。

「我用你的錢贏了幾千多塊回來！還吃什麼麵？今晚上街吃頓好的！」他含糊地說。
「你又到大檔賭錢？還要拿我的錢？」我喊道。
「沒所謂啦，反正我贏錢了。」
我抿嘴笑了笑，向他要回那張五百塊，又爬到沙發上看電視。
贏贏輸輸，又怎能摸得透？

評語：虛擬一個失物的小
故事，逼近真實。描寫具
體細緻，尤其這一節：
「便直接把口袋翻了出來，
叮叮噹噹，只見寥寥硬幣
落地，沿着邊緣旋轉，再
徐徐定下來。我再翻翻左
邊的口袋，只摸到那初起
毛粒的布料。」結局穿插
爸爸賭錢的小故事，又豐
富了文章的趣味性。佳作。



雙拼
4D文洛妍

小時候放學，第一件事不是趕著回家，也不是去補習班，而是先到又新街的小食檔填飽肚子。
那時候我還住在元朗，每天放學，拿著幾個硬幣，已經買到小小的飽足，小小的快樂。

經營小食店的是一個中年婦女，大約五十來歲，每天下午三點左右，她都會煮好一盤盤小食，
等著我們這些孩子湧去光顧。她的小食檔，燒賣魚蛋是基本，煎釀三寶聞起來最香，天冷的時候
碗仔翅也受歡迎，反正各有捧場客。

那個阿姨知道我們是常客，一見我們放學就樂得很，常常招手大喊，問我們要吃些什麼。選
擇困難的我，總是猶疑不決，徘徊在燒賣和魚蛋之間。有次，老闆娘看我站在檔前良久，可能是
妨礙她做生意了，她忍不住就開口問：「想好了嗎？要不雙拼吧，我平常可不分開賣的喔。」說
完，隨手就用竹籤串了兩顆燒賣，三顆魚蛋給我，還是收五元。初初我不懂反應，就給了錢，說
聲謝謝就走了。

後來我想了想，發現蠻划算的，一個價錢就滿足了我兩個願望。之後每天，我都是點雙拼，
好像成為了我的專屬菜單一樣。

升上中學，我搬走了，也沒特意回去。

前兩天，我剛好有事要到元朗，順路去看看那間小食檔還在不在。那間狹窄的小店還是老樣
子，泛黃的菜單，老遠飄來的油香，只是店前已經沒有人龍，也沒有小孩高聲嚷著等下要吃什麼，
只剩下店裡的小風扇，獨自咯咯、咯咯地吹著微弱的風。

站在店裡的早已不是老闆娘，而是她的兒子，老闆娘只是悠悠坐在一旁，撥著扇子。那些燒
賣魚蛋，煎釀三寶看著沒怎麼變，但我已經忘了它們的味道。

這次，我買了兩串，一串魚蛋，一串燒賣，是屬於大人的雙拼了。

評語：童年記事，具體細
緻，而且一下子就捕捉到
重點。結段重温舊事，見
情味：「那些燒賣魚蛋，
煎釀三寶看著沒怎麼變，
但我已經忘了他們的味道。
這次，我買了兩串，一串
魚蛋，一串燒賣，是屬於
大人的雙拼了。」「雙拼」
的變化，暗喻人生的成長。



參加新詩班，我學懂了寫新詩的要點，
也學會怎樣評論別人的作品，以及不
少常規課程以外的知識，引起我對新
詩的興趣，期望能再次參加這類創作
班。 一乙班曾文恩

學生感想



電腦熒幕上，我揮動着雙手，熟悉的臉龐，百看不厭，細長的手指，不忍心按下「離開」，卻終究要匆匆道
別。

「新詩賞析及創作班」圓滿結束了。經過這兩星期的課堂及訓練，文學素養提高了。這種進步令我很有成功感！
關老師精心準備的筆記，猶如寶藏般集合了多姿多彩的詩。教學內容的水平也十分高和新穎，貼合時代的變遷和我們
的語言。老師上課時跟我們舉很多詩歌的例子，每一首都背得琅琅上口，由古代杜甫的《絕句》到于謙的《石灰吟》，
可見關老師平時一定讀了很多！每一堂課做功課後，都會收到關老師的評語，每一句，我都會記在心底，努力去改
善。

另外，關老師常常邀請和引導我們回答關於詩的問題或讀詩，給予我們大大的發揮機會，也介紹了很多詩人。同
學們的討論激發了大家思考，別有一番滋味和感受。透過閲讀同學富有創意的作品，我理解到更多寫詩的技巧，得到
更多靈感，學懂不少評詩的方法，也學了不少道理。

這個課堂生動有趣，例如，關老師曾介紹過「新詩可以唱」！在我還未開始上這個課程時，我非常緊張，因為我
以為創作新詩需要很多創意，又時光機，又魔法的，但上了兩堂課後，才知道「創新」可以在格式上發揮或以戲劇性
的內容表達，也可以天馬行空，全都很好玩！

我認為作新詩對我來說是有些許困難的，但我卻在課堂過程中，學會克服。我也學會寫詩的細節：簡潔、具體、
集中，不要說得太白、累贅或散文化。關老師曾敎我們：「不要只說回想起小學，可以說回想起校門口的鳳凰木。」
這種教學方式值得欣賞。

儘管如此，想寫得突出是不容易的，要真假相融，留給讀者思考空間。希望我日後能多練習，用新詩反映生活和
社會，隨意抒發自己的感受，引起共鳴，達到有系統地寫作。

隨着一聲聲的再見，這個課程就到盡頭了。但關老師告訴我們：「好好發掘新詩的樂趣，培養寫詩習慣，多閱讀
與嘗試。」他的教誨，刻在我們心底中，永不磨滅。

「桃花依舊，人面全非。」爽朗的教書聲，他教的每句詩句，都是我們未來進步的動力。
一丁班麥嘉瑜



學生感想



三月接了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兩個寫作班：
一個是中一的新詩班，另一個是高年級的散
文班。課程兩周內完成，學生要交四篇作品。
如此壓縮學習，我自然沒有問題，不過辛苦
一點，但擔心同學吃不消。結果有點意外，
近八成半交齊四篇功課，部分且為佳作。新
詩見創意，散文的成績更佳。我每堂選幾篇
同學作品放上網，讓同學互相批評，想不到
反應熱烈，即時提升了欣賞水平。校園作文
側重章法；文學散文傾向創作和想像，兩者
其實是互補關係，高興通過今次的寫作，同
學對作文有了更深一層的體會，若內化為喜
愛，更是意外的收穫。盼同學以後多練筆，
勤閱讀，讓寫作成為你人生遊戲其中的一個
選項。

關夢南導師



於特別假期開辦的「新詩賞析及創作
初班」與「散文賞析及創作班」，
報名人數超出預期，幸得關老師不
計較，容讓我們多收學生。一星期
兩三天的課，關老師批改工作量不
輕，想也吃力，在此萬分感激。

每堂課關老師都以學生的作品為教材，
看見同學的創作意念及構思，實感
驚喜，望同學在文字多琢磨，文章
更上一層樓。

黎建玲老師、王敏麗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