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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1月 29日 (星期二) 

 

「一元復始，萬象更新；春臨大地，福到人間」豬年

快要來臨了！祝願大家福杯滿溢、學業進步！2019 年中文

科《柴米報》(第十一期)出版了，結集了二至六年級學的

佳作。大家先睹為快，迎春接「福」吧！ 

 

《郊外寫生》       2C   古善行 

今天是校外寫生日。下午，老師帶我們到郊外的公

園去。公園裏有很多花草樹木，還有一片草地。 

 

到達草地之後，李老師温柔地對我們說：「各位同

學，今天風和日麗，我們就在綠油油的草地上畫畫寫生

吧！」然後，她就叫我們找個位置開始畫畫。同學們畫

畫的興致很高，他們先取出畫筆，接着歡天喜地開始畫

畫，有的畫花，有的畫草，有的畫蝴蝶，大家都很開心！我看見遠處有兩棵非常翠綠

的大樹，特別喜歡，就決定把它們畫在畫冊上。 

 

這次的郊外寫生真特別，我覺得很有趣，因為可以在大自然的懷抱中畫畫。 

 

《雨過天晴》        3A   梁巧欣 

 

昨天的早上，爸爸和媽媽帶我到郊野公園去遊玩。我指着天空說：「天空上出現了

許多黑壓壓的鳥雲，快下雨了！」 
 

天空突然下起大雨來，因為我們沒有帶雨傘，所以連忙跑到亭子裏避雨。我們的

衣服都被雨水弄濕了，身子感到有點涼快。 
 

然後，我們在亭子裏野餐。我們帶了很多食物，有三文治、魚丸和果汁，十分豐

富。我們一邊吃東西，一邊聊天，吃得津津有味，十分

高興。 
 

雨過天晴，太陽出來了，天空上出現了一道七彩繽

紛的彩虹。我們感到十分高興。我們快樂地看着美麗的

彩虹，陶醉在美好的時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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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醬油》    3C    鄭曦悠 

 昨天上午， 媽媽在廚房炒菜的時候發現醬油用完了，媽媽立

即吩咐我到市場買一瓶醬油回來。她給了我兩個十元硬幣，我馬

上就出發了。 
 

途中，我經過了玩具店的時候，看見自己渴望已久的玩具，

那時我感到很興奮。我立即來到扭蛋機旁邊想也不想就把硬幣投

進扭蛋機內。一個扭蛋慢慢地滾了下來，我感到興奮莫名。可是

過了一會兒，我看看手中的硬幣，遲疑了一會兒，才記起媽媽吩

咐我買醬油的事，但是我已經不夠錢了。 
 

最後，我懷着沉重的心情回到家裏，我低着頭向媽媽說︰「對

不起！我花光了錢，不夠錢買醬油了。」媽媽看見我勇於認錯，就原諒了我。 
 

 

《東郭先生和老虎》      4A   馬振淳   

自從東郭先生和狼的故事發生後，東郭先生行事便更加謹慎了。 

一天，東郭先生在遠足時，遇見一隻躺在地上的老虎。原來這隻

老虎受傷了，牠虛弱地對東郭先生說︰「先生，求求您救救我吧！」

東郭先生說：「好吧！我就救你吧！」老虎十分感動，牠說：「謝謝您，

我一定會報答您的。」 
 

東郭救了老虎的幾個月後，有一天，老虎正在散步，聽見從遠方

傳來呼救聲。牠立刻跑過去，看看發生甚麼事。 
 

只見東郭先生痛苦地躲在路邊。老虎連忙問：「先生，您怎麼啦？」東郭先生說：

「哎！剛才不小心摔傷了腿，現在我不能走路了。」老虎聽了非常着急。牠突然想起

附近住着一位醫生，於是牠立刻請來醫生為東郭先生醫治。 
 

東郭先生對老虎萬分感激。老虎温柔地說︰「您給了我第二次生命，我應該報答

你的。」看看這隻知恩圖報的老虎，東郭先生的傷口似乎沒有那麼痛了。 

 

《日記一則》          4C   馮穎怡 
 

十月廿一日       星期二    晴 

今天，我收到中文科默書簿了，我立刻看看分數是多少。原來是一百分！我高興

得跳了起來，真想立刻把這個喜訊告訴爸媽。 
 

回想在一星期前，收到老師的通知，原來只有一星期的時間預備温習默書，心裏

有點忐忑不安。回家後，我便請家人幫助我温習。到了默書那天，

我也很專心及努力去默書，果然「皇天不負有心人」，我得到一百

分的好成績，老師更獎了一份禮物——一支原子筆給我，欣賞我的

努力。 
 

我學會了做每一件事，也要付出努力，才會獲得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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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郭先生和綿羊》       4B    李沁翹 
 

一天，東郭先生在回家的路上遇見一隻小老鼠，牠愁

眉苦臉地對東郭先生說：「求求你，可以幫幫我嗎？我剛

剛放風箏時不小心把風箏掛在樹上了，可是我不敢爬樹，

請幫我把風箏從樹上拿下來。」東郭先生想了一想，就笑

呵呵地說道：「沒有問題」。才剛說完，東郭先生就向上跳

一跳，一伸手就把風箏拿下來。 
 

可是老鼠這忘恩負義的小傢伙，牠拿回風箏後，連謝

謝也沒有說，而且還搶走了東郭先生的食物。東郭先生十

分生氣，就大發雷霆地對老鼠說：「可惡！我幫了你，你竟然連謝謝也不說，還搶走我

的食物，我以後再也不會幫助你了！」剛說罷，老鼠就害怕地跑走了。 
 

這件事傳開後，人們都在交頭接耳地討論老鼠的忘恩負義，還打算排擠牠。因此，

老鼠十分後悔，十分傷心。可是，已經沒有人願意和牠來往了。 
 

第二天，東郭先生遇到了一隻小綿羊，牠對東郭先生說：「這片草原上的草被其他

羊吃光了，請問可不可以告訴我哪裏可以找到草吃呢？」東郭先生說：「當然可以！只

要你不要忘恩負義就行了。」然後，東郭先生帶綿羊到一片廣闊的草原。綿羊十分高

興，笑瞇瞇地說：「謝謝你帶我到這片大草原。我想我應該好好報答你。」 
 

最後，綿羊讓東郭先生拿走牠的羊毛來做衣服。東郭先生還稱讚綿羊懂得知恩圖

報呢！ 
 

這個故事告訴大家不要忘恩負義，而且好人有好報。 

 

 

《日記一則》          4C   楊洛鋒 
 

九月二十日              星期五     晴 

今天，學校裏發生了一件事，這件事令我非常高興。 
 

小息的時候，大家在課室裏一起玩耍和聊天。小明準備喝水的時候，發現自己開

不到水壺蓋。他用盡了氣力，也是徒勞無功，十分疲累。我看見了，心想：他扭不開

水壺蓋，一定又累又渴了。於是，我走上前幫他。幾經一番功夫，我成功了。小明馬

上向我道謝。 
 

老師看見了，都讚賞我愛護同學的良好表現。我感到很開心，以後會更積極幫助

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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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郭先生和猴子》         4D     林煒敏 

有一天，東郭先生在森林裏散步，卻聽見猴子的叫聲，好奇地走前去看一看。 
 

突然一隻頑皮的猴子跳到東郭先生身上，意想不到地拿走了他的帽子。當東郭先

生發現時，一邊破口大罵地說︰「你太頑皮了，你別走，快把帽子還給我！」一邊追

着猴子。就在這時，東郭先生一不小心掉進了一個枯井。 
 

當猴子看見東郭先生掉進井裏，立即敏捷地飛奔跑去救他。牠用一條繩子救了東

郭先生。東郭先生很驚訝，沒想到頑皮的猴子會救自己。東郭先生說︰「謝謝你救了

我！」猴子說︰「不用謝！是我太頑皮，才使你掉進井裏，我不應該拿走了你的帽子，

我下次不敢再頑皮衝動了。」 
 

最後，東郭先生看見了猴子真心認錯，便原諒了牠。這故事教訓我們要知錯能改，

也要三思而後行，免得鑄成大錯。 

 

《第一次參加朗誦比賽》         5A     姚學琳 
 

從二年級到五年級，我經歷了許許多多第一次，而我

最難忘的，是發生在我二年級第一次參加朗誦比賽的時

候。 
 

那天，我要準備參加朗誦比賽，因為那次是我的第一

次參加比賽，所以我非常緊張，我怕如果我獲不到冠軍，

會被老師和父母罵。 
 

當我到了比賽場地的時候，我已經緊張得手心冒汗，心亂如麻。我看到其他參賽

者時，我的身體更僵硬起來呢！ 
 

到了我出場了，我臉紅耳赤地背誦出詩來，還背誦得期期艾艾，口裏的字都說不

清楚。突然，我的腦頒時空白一遍，不記得怎樣背。我的心更像熱鍋上螞蟻般不知所

措。這時一個觀眾拍手，然後其他觀眾跟着熱烈地拍手，給我鼓勵，我心裏十分感動，

我還想哭呢！我鼓起勇氣努力完成比賽。 
 

雖然，我沒有拿到冠軍，但我學會了人生，像這樣的第一次仍有許許多多，只有

不放棄迎接新的第一次，就能感受到從未有過的甜蜜與新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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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做菜》         5B      張菁銅 

每次在電視機前觀看烹飪節目，我都會想起我第一次做菜，手忙腳

亂的情境。每次回想起那個場面，都會使我會心微笑。直到現在，我還

是會不時想起那次經歷。或許那次的經歷實在太有趣了，令我牢牢地記

着呢！那次經歷真的十分難忘…… 
 

那天，我在學校聽了一個關於孝順父母的講座。聽完講座後，我突

然想起爸爸媽媽平時總是用心地照顧我，於是我想︰讓我回家後煮一個

番茄炒蛋給他們吃，當作報答你們吧！ 
 

我回家後，便立刻飛奔到廚房準備材料。我從冰箱裏拿出材料後，我的心情既緊張，又

興奮，因為我快要「開火」下廚了！ 
 

我小心翼翼地把蛋放到鍋子旁邊，然後輕輕地「打蛋」。怎料，我太緊張了，不小心把整

個蛋都掉到鍋裏去了！那些碎蛋殼都混到蛋品裏了，我只好重新再做一次。弄好蛋後，輪到

鮮甜多汁的番茄了！我拿着尖尖的菜刀，用心地把番茄切片。我把番茄放到鍋裏，再放了點

調料，我心想︰平時吃的番茄炒蛋那麼甜，應該需要很多糖吧！於是，我把剩下的半瓶糖全

放到鍋子裏。「啪啦！啪啦！」我的手被那些不斷跳來跳去的小油點燙着了！但是我忍着痛，

一心要完成這道菜。 
 

終於做好菜了！我急不及待地嘗了一口，天啊！這道菜比糖果還要甜，怎麼吃呀！這簡

直是晴天霹靂，我整個人都快要暈過去了。但我還是硬着頭皮把這道「甜品」拿出去給爸爸

媽媽試吃。想不到爸爸媽媽竟然吃得津津有味，還稱讚我是個「小廚神」呢！此刻，我真的

十分感動，還流下了幾滴眼淚。 
 

那次的經歷，雖然是有點失敗，但是卻令我明白到心意可以令一道難吃的菜變成美食，

更體會到爸媽無條件的愛。 

 

《週記一則》      5C     謝博諺 

九月十六日至二十二日 

這個星期，令我最難忘的事情就是超強颱風吹襲香港。 

颱風吹襲香港的前一天，我一開始並不感到這個颱風十分

可怕，因此我和媽媽只是做了一些簡單的防風措施。後來聽到爸爸的話後，我才知道原來這

個颱風叫「山竹」，比「温黛」更厲害呢！我心裏就不禁地想到我家的玻璃，會不會在這場

颱風中全部都破碎呢？  

    星期一，我剛起床，就聽見窗邊傳來陣「唰唰」的風聲，還看見一些樹葉被風吹到半空

中。我在電視中看到一些巨大的樹木躺在路邊，像是正在睡覺的巨人，另外又有一些樹被吹

得左搖右擺，像是喝醉了酒的老伯，還有些臨時搭建的小木屋屋頂也飛走了，而最嚴重的是

香港多處地方發生山泥傾瀉，造成人命傷亡。 

    這「山竹」逗留香港一天後，造成的損毀可不輕。幸好這「山竹」已經離開了香港。這

次颱風總算告一段落。 

    今次颱風「山竹」襲港，讓我感到原來平時温柔的風，也會有這麼暴躁的一面。這次風

暴帶來這麼多的災難，真令人意想不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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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游泳比賽》      5C    鍾幸傑  

上星期六是我第一次參加游泳比賽的日子。比賽前，

我和其他的參賽者一樣，都要做好熱身運動，以防受傷。 
 

比賽準備開始了，大家站在跳台上。「呯!」槍聲響

起了，我們馬上跳進水裏。比賽開始了，我非常緊張，並

用盡全力向前游。可是我漸漸地被其他參賽者拋離了，還

有一圈就到終點。那一刻，我心裏提醒自己：不要理會別人，只要超越自己的界限，

不一定要超越別人。 
 

於是，我沒有理會其他人，一口氣游向終點。我成功了，我竟然得到了冠軍！ 

領獎的時候，我站在頒獎台上，對着台下的家人說：「感謝你們的支持，多謝！」

我還感動得哭了出來。 
 

經過這次游泳比賽，我明白到凡事總有好的一面，不要覺得任何事情都是負面的，

不然一定不會有成功的機會。 

 

《中國文化----中秋節》         5D   譚敬生            

中秋節是中國傳統的節日，每年到了八月十五日，大家會玩花燈、吃月餅、吃水

果等等。 
 

 與中秋節有關的故事有多個，如「嫦娥奔月」、「吳剛折桂」、「朱元璋與月餅起義」

等。我先講「朱元璋與月餅起義」的故事吧！傳說中原的老百姓不堪忍受元朝統治階

級的殘酷統治，紛紛起義抗元。朱元璋合各路反抗力量準備起義，但礙於朝廷宮兵的

搜查十分嚴密，傳遞消息十分困難。軍師劉伯温便想出一計策，命令屬下把藏有「八

月十五夜起義」的紙條藏入餅子裏面，再派人分頭傳送到各地，通知他們在八月十五

日晚上起義響應，所以便有月餅的出現。 
 

中秋節的美食種類繁多，有月餅、水果、烤肉等等。 
 

你知道我們吃的月餅有甚麼種類嗎？有紅豆餡、奶黃餡、蓮容餡，甚至有冰皮月

餅，我還知道台灣人在中秋節時會吃烤肉。 
 

中秋節的民間別稱也有很多，分別是︰秋夕、八月節、八月半、月夕、月節和十

五夜。孩子們會玩花燈，花燈有公仔燈和傳統的花燈。 
 

你們喜歡中秋節嗎？我很喜歡，因為大家在中

秋節時可以吃月餅，和一家人一起賞月，多温馨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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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吵架》         6A     廖煒晴 

今天家裏大掃除，在收拾東西的時候，我無意中看到小時候的照片，其中一張是

小時候到迪士尼樂園遊玩的。看着照片裏牽着媽媽的手，令我不禁回想那段不堪回想

的經歷…… 
 

噼噼啪啪……窗外的雨聲令我火上加油─原本媽媽會帶我到迪士尼樂園，但臨時

風雨不測，居然下起暴風雨來。剛好，媽媽從房間走出來。原本我已經十分失望，現

在看到媽媽，便立刻怒髮衝冠起說：「都是你不好，你答應過我的事怎能夠反悔？」

媽媽看到我的樣子，便立即解釋，說：「沒有人能意料到，這我也不能……」媽媽話

未說完，我便說：「你不要再說謊了，你只是不想浪費你的金錢！」媽媽聽到後，就

大發雷霆地說：「你怎能這樣說呢，我可是你的長輩！」就這樣，我們一直吵下去。 
 

過了一回兒，我便忍受不住，像箭一般衝回房間。「澎」的一聲，門就被我鎖上

了。房間裏傳來一陣陣哭聲，我哭了又哭，跟着便迷迷糊糊

地睡着了。睡醒後，我想了想：錯的並不是媽媽，暴雨的來

臨，誰也預料不到。我決定走出房間，和媽媽道歉。想不到

媽媽居然沒有生氣，還大方地原諒我。 
 

經過這次的事，我明白到不應胡亂發脾氣和怪責別人，

我決定以後都不會再像那天般胡鬧。雖然事情已隔多年，但

我一直都沒有忘記，我還記得那段對話、那一番感受、那個

最初的我。 

《吵架》     6B      張樂熙  

我和姐姐看見地上一片片玻璃碎，還有一大灘鮮血，令人不寒而慄。這時，我深

知闖禍了，既後悔，又害怕…… 
 

媽媽送我和姐姐各一個巧奪天工的玻璃杯。我看中了其中一個綠色的玻璃杯，但

姐姐也看中了那個玻璃杯。 
 

媽媽說她先去菜市場買菜，把我們留在家中，叫我們自行分配兩個玻璃杯。我跟

姐姐便開始吵了起來。我們互瞪着對方。「我要那個杯。」我說。但姐姐也不是吃素

的，她反擊道：「孔融讓梨，拜託你學習一下他吧！」「老人家要照顧晚輩！」「甚

麼老人家？小孩要讓長輩！」……就這樣你一言，我一語，我們愈吵愈激烈。我終於

沉不住氣，伸手搶走綠色的玻璃杯。姐姐當然不給我這樣做，她縱身一躍，企圖奪走

那個玻璃杯。 
 

「砰！」玻璃杯跌在地上，粉身碎骨。我也被一些玻璃碎刺到手掌，血流如注，

觸目驚心，好不恐怖。姐姐呆住了，不知所措。這時，媽媽回來了，看見這血淋淋的

畫面，她以為一切是姐姐所為，便開始「教訓」她…… 
 

吵架，雙方都是輸家，永無贏家。我受傷了，姐姐

被懲罰了，杯子都沒了，兩敗俱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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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吵架》         6C     梁瑋晉     

有一天，我和媽媽在整理房間。我看到了小時候用過的算盤，令我回想起我跟媽

媽在吵架，主要是討論要不要學珠心算的事情。 
 

那時候，我已經學習珠心算兩年了，我覺得珠心算的內容很沉悶，所以我開始反

抗，跟媽媽吵架。我跟媽媽說：「為甚麼我要學珠心算呢？」媽媽怒氣沖沖地說：「因

為你其他科目成績不太好，只有數學好一點，要利用數學的表現

來多那一點獎項啊！」她的話像一把冰冷的劍刺中了我的心！我

感到十分傷心，說：「我不喜歡珠心算，是你逼我學習的啊！」媽

媽便反駁道：「如果你不去學，你又怎麼能夠考到一間理想的中學

呢？我是為你着想，但是你為何不聽我的話呢？」 
 

那時，我已經甚麼話也聽不進去了，所以我只好走回房間冷

靜一下。 
 

回想一下自己和媽媽說的話…… 後來我想通了，決定和媽媽商量一下可不可以改

學數學班，例如「奧林匹克數學」。 
 

結果，媽媽和我一起決定學別的數學班，我們也和好如初了。這是吵架，令我明

白到要學習從別人的角度去看事情，不能只是看見事情的表面。 

      

           《吵架》                6D     黃穎珊 

上中文課時，一把震耳欲聾的聲音傳進我的耳朵裏，臉上的眼淚一滴一滴地流下，

班上充滿了一絲絲的哭泣聲和傷感，心想︰陳美鈴這一輩子也不再是我的朋友。 
 

下課鈴聲響了,我心中的那團怒火旺盛地燃燒起來,我下定決心一定要為自己討回

公道!我理直氣壯地向陳美鈴質問︰「陳美鈴，你真是一個心腸惡毒的巫婆，你竟然把

我的手冊裏的家課改掉了，哼！」陳美鈴無辜地

說︰「這是一場誤會。」聽到「誤會」這個字眼

我便火上加油，我心想︰明明就是有意。我咬牙

切齒，手握拳頭，心中的怒火爆發了，眨眼間給

了陳美鈴打了一記耳光。 
 

同學們看見了便告訴老師，我把整件事一五

一十地說出來，老師聽後便嚴厲地看着陳美鈴，

她低着頭，哭喪著臉，結結巴巴地說︰「這……這是因為我最近近視加深了，就連自

己的座位在哪也看不清楚。」我聽後便把生氣的事情拋得九霄雲外，我便立刻慚愧地

說︰「美鈴真的很對不起，我誤會了你，還給你打了一記耳光。」美鈴說︰「沒關係，

你不是給老師罵了一頒嗎？我們做回朋友吧。」 
 

經過這件事後，我明白到朋友要互相包容、體諒和互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