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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 月 29 日 (星期五) 

 

「一年之計在於春，一生之計在於勤。」牛年

快到了！牛是勤奮的動物，希望各位同學今年勤奮

學習，學業猛進！中文科《柴米報》(第十四期)

出版了，本期精選了三至六年級學生的佳作，請大

家慢慢細讀吧！ 

 

 

《雨過天晴》  3A鍾澔鋒 

    今天中午，爸爸和媽媽帶我到郊野公園去遊玩。我指着天空說：「天空

上有幾朵烏雲，好像快要下雨了。」 

    那一刻，天空突然下起大雨，我們

沒有帶雨傘，所以立刻跑向亭子下避

雨。不過，我們還是渾身濕透了。 

    之後，我們在亭子裏野餐。我們帶

了很多美味的食物，有三文治、圓圓的

魚丸和清甜的果汁，十分豐富。我們一

邊聊天，一邊欣賞亭子外的風景，十分寫意。 

 

    雨停下來後，太陽慢慢地爬出來，天空

上出現了一道色彩繽紛的彩虹，我們感到十

分高興。最後，我們懷着愉快的心情離開郊

野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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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過天晴》  3A余璈澄 

    今天早上，爸爸和媽媽帶我到郊野公園去

觀景。我指着天空說：「爸爸、媽媽，為甚麼

天上有一大片烏雲呢？」 

    天空突然下起大雨來，我們沒有帶雨傘，

於是馬上走到亭子下避雨。不過，我們還是被

雨水淋得濕漉漉的。 

    之後，我們在亭子裏野餐。我們帶了很多美味的食物，有香噴噴的三文

治、香氣四溢的魚丸和清甜的果汁，十分豐富。我們一邊聊天，一邊欣賞風

景，一邊聽着滴滴答答的雨聲。 

    雨停下來了，太陽出來了，天空上出現了一道七彩繽紛的彩虹，我們感

到十分興奮。天慢慢地黑了，我和爸媽收拾餐具後，便依依不捨地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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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成績表》  3B 邱子渝 

上班主任課的時候，汝老師在課室裏派

發成績表。我非常期待，因為我考試大部分

科目都取得一百分，所以我覺得我在班內的

排名會非常高。 

我信心十足地從老師手上接過成績

表，一看，我的成績真的非常好，我立刻興

奮地高舉雙臂，笑逐顏開，感到心滿意足。 

突然，我看見鄰座同學大明大哭起來，

原來他的排名是全級倒數第一名，難怪他會

「哇哇」大哭。他垂頭喪氣，淚如雨下，泣

不成聲。我心想：如果我是他，我也會大哭

起來。他哭着對我說：「我今次考試前沒有

温習，所以成績那麼差，我真的很後悔！」我聽到這句話之後，立刻對他說：

「不要哭，下一次努力温習，你一定會拿到好成績。」 

經過這件事情後，我明白到努力温習很重要，才會考得好成績。 

 

 

 



 

4 

《派成績表》  3B 曾俊軒 

早上，盧老師在教室裏派發成績表。我緊張

得冷汗直冒，渾身發抖，因為我很害怕我的成績

十分差。 

 

我戰戰兢兢地從盧老師的手上接過成績表，一

看，哇！我竟然是全班第一名。我笑得合不攏嘴，興

奮得手舞足蹈。我心想：我的成績這麼好，媽媽一定

會買禮物給我。 

 

 

當我正開心不已的時候，看見鄰座同學陳小明的排名是全級倒數第一

名，他泣不成聲。於是我安慰他說：「不用傷心，我來教你吧！」他聽後非

常感謝我，還說要請我吃巧克力。 

 

經過這件事情後，我明白了温習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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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過天晴》  3C 胡逸曦 

在一個天朗氣清、風和日麗的早上，爸爸、媽媽帶我

到城門水塘去旅行。 

來到目的地，天氣就開始變壞了。我指着天空說︰「天空烏雲密佈，而

且颳起大風，快要下雨了！」 

天空果然下起大雨來，我們連忙走到附近的亭子下避雨。然後我們在亭

子下野餐。我們帶了很多食物︰有三文治、魚丸、水果、果汁……食物十分

豐富。我們一邊吃媽媽準備的小食，一邊談天，

感到很快樂。 

不久雨停下來了，太陽又再次出來了。天

空上還出現了一道七彩繽紛的彩虹，我們感到

十分開心。 

爸爸馬上拿出相機給我們拍照，這次旅程真令人難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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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學途中》  4A 余禮仲  

一個晴朗的早上，我如常地上學去。我一邊走

路，一邊聽着音樂，聽得十分陶醉，愈走愈慢，不

知不覺竟然忘記了上學的時間。 

突然，我聽到從不遠處傳來學校的

鐘聲，簡直是晴天霹靂。我心想︰糟糕

了！原來我已經遲到了。我立刻焦急起

來，二話不說，就馬上跑回學校，連馬

路上亮着紅燈也沒有留意，便踏出馬

路。 

忽然，我看見遠處有一輛私家車像野牛般向着我的方向衝過來，令我大

吃一驚，完全不懂反應。在這千鈞一髮之際，我聽到「吱」一聲刺耳的聲音，

眼前的私家車及時在距離我一米多的位置停下來，我驚魂未定，直冒冷汗，

全身發抖，好久才能平靜下來。幸好這一次有驚無險，最後我平安地回到學

校，真是謝天謝地啊！ 

我心想：要是我專心走路，不在馬路上橫沖直撞，這件危險事情就不會

發生。從今以後，我要提醒自己保持警惕。現在我回想起剛才的險境，內心

猶有餘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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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學途中》  4A 蔡訇爵 

今天藍天白雲，空氣真清新，我快快樂樂地上學去。 

經過草叢時，一隻兇惡的貓從草叢邊突然跑

出來追着我，我嚇得大吃一驚，立刻逃跑。看到

那隻黑貓垂涎三尺的樣子，好像聞到我今天帶的

香煎魚柳午餐便當，牠必定想把我的便當吃掉，

所以牠才緊緊地追着我。那時，我奔跑得好像跑車那麼快，希望能擺脫牠。

誰知我跑得愈快，牠追得愈緊。 

  我一邊跑，一邊往後看，心想：牠快追到我了！

我忍不住心驚肉跳起來，只好繼續向前跑。牠忽然

露出鋒利的牙齒，張牙無爪，向我撲過來，我害怕

得渾身發抖，不知所措，只好大叫︰「救命！」 

  那一刻，幸好牠的主人及時追上來，原來黑貓

趁主人不留意時走失了。主人說時遲，那時快，一

手把牠捉住了，然後連忙向我道歉。之後，我繼續上學，平安無事地回到學

校。回到學校後，我坐下來，才敢鬆了一口氣，放下心頭大石，但是回想起

剛才的驚險情境，心裏就不禁猶有餘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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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筆⎯中秋節》  4B 洪彥庭 

今年的中秋節跟往年的不一樣，由於新冠病毒疫情的影響，所

以我們大伙兒都不能到酒樓慶祝，只好一起聚到婆婆家吃飯。到了

婆婆家，我們都互相問好，祝願大家身體健康。 

    傍晚時，我們圍在桌子邊吃飯，看

到桌上有美味的餸菜，有：蝦、魚、雞

和鮑魚等等。大家都開開心心地一邊吃

飯，一邊聊天。 

晚飯後，大家又圍在一起吃水果。桌上有蜜瓜、水晶梨和橙，

當然還有我最喜歡的柚子，月餅也是不能缺少的。 

 

    這個中秋節，雖然受疫情影響，我們不能出外慶祝，但一家人

能聚在一起，大家都感到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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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筆⎯中秋節》  4B何寶嵐 

今天是一個很特別的中秋節，我們一家人從早上到下午都很忙

碌。經過我們分工合作的努力下，我們都順利地準備好今天過節的

物品。 

    大清早，我們一家人早早就起來了，只

有媽媽仍在睡覺。爸爸雖然也早起，但是他

要在電腦前工作，所以就剩下我、姐姐和妹

妹準備今天過節的物品。別小看我們是小朋

友，我們都可以把家裏清潔得乾乾淨淨。我們還把花燈掛在天花板

上，把客廳佈置得十分美麗。妹妹看到家裏這麼好看，又看見爸爸

和媽媽不用幫忙，就抱怨說:「為甚麼爸爸媽媽不用幫忙，但是我

要幫忙準備中秋節的物品呢？」我和姐姐連忙勸導她說：「因為你

是好孩子。」但是妹妹仍然說:「我一定不再做的！」最後，就剩

下我和姐姐倆預備各樣物件了。 

    中秋節一定要吃美味

的月餅，但是我們不用去

買月餅，而是自己製作月

餅。製作月餅的材料很多，有:蓮蓉、蛋黃、麵粉、水……不久，

媽媽終於起來了，她還幫我們一起製作月餅呢！因有媽媽的幫忙，

我們很快就做完第一個大月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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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我們就要製作湯圓了。製

作湯圓是很簡單的，也是最好玩的，

因此本來不想做準備的妹妹也連忙

跑來幫忙。我們先把麵粉和開水混合

在一起，然後就將粉團搓成圓形。最後，把搓好的湯圓煮熟便完成

了。我們還去市場買了不同的水果。這樣，中秋節所需的食品也準

備齊全了。 

    吃過午飯後，爸爸媽媽和我們分工合作，一起為我們三姐妹製

作了三盞美麗的花燈。 

    到了晚上，爺爺和奶奶都來我家過中秋。吃過晚飯後，我們不

能出門玩，只好留在家中一面賞月，一面吃月餅、水果和湯圓。 

    今年的中秋節很特別，但一家人能聚在一起是十分開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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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學途中》   4D黎栢僖 

今天上學的時候，我、哥哥和鄰居陳先生

一起乘坐我家大廈的電梯下樓。突然，電梯故

障，急速下墜。我大吃一驚，害怕地抓着扶手，

心想：這次我一定必死無疑了。 

當我和哥哥驚惶失措的時候，處變不驚的陳先生按下了警報按鈕。終

於，電梯停下來了。雖然消防員已經到了現場幫忙，但是還需要十分鐘才能

把我們救出來。在這十分鐘裏，我在一個漆黑

的環境中，好像墮入了一個無盡的深淵。平常

多話的哥哥，現在也不發一言。我心想：哥哥

也被嚇得魂飛魄散了。期間，陳先生說了很多

笑話哄我們，讓我們的心情平靜下來。 

最後，我們看到眼前有一道光，當時我心裏想這一定是上帝來打救我們

了。回過神來後，我才發現消防員把電梯門打開了。我出來以後，驚魂未定

之際，只記得要趕快跑回學校，我心想：這次倒楣了，要遲到了！ 

就這樣，我對這件事留下深刻的印象。當我把事件告訴我的同學時，他

們都目瞪口呆。讓我不禁心想：看來今天的經歷真的是特別驚險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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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學途中》   4D范雅詩 

每天早上，媽媽都會叫我起床，我刷牙洗臉，換上校服，吃過早餐後，

媽媽就會送我上學。 

我每天都步行上學，在上學的路程中媽媽會

和我背英文單詞或乘數口訣。今天我如常地上學

去，一路上我專心地背着英文單詞，突然，有隻

小狗向着我的方向跑來並對我大聲地吠。當時，

我嚇得馬上躲在媽媽的背後，兩腿發軟，全身發

抖。我抱着媽媽的腿，驚魂未定，畏縮不前。這時小狗的主人追上來，急忙

抱起小狗向着我和媽媽道歉，媽媽就對着小狗的主人

說：「沒關係。」然後就拖起我的小手跟我說：「不

用怕。」之後我們繼續上學了。 

 

這件事雖然有驚無險，但回到學校後，我回想起這件事時，我的心裏仍

有餘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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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做菜》   5C 黃朗謙 

夜，好靜好靜，月光悄悄灑進入我的房間。我躺在床上，回想起我第一

次做菜，久久不能入睡。 

那天是媽媽的生日，我想給她一個驚喜，決定

要為媽媽烹調一碟美味的蜜糖雞翼。我看了一遍烹

飪書便準備下廚。我充滿自信地打開雪櫃，準備食

材。我心想︰這麼簡單，我一定會成功。 

可是，我做了一次又一次都失敗，不是把雞翼燒焦，就是雞翼未熟透。

我本以為蜜糖雞翼很容易煮成的，但是原來十分困難，我彷彿在一個迷宮裏

走來走去，不知如何是好，我灰心喪氣得差點流下眼淚。 

這時，媽媽剛回來了。她看見我哭起來和廚房裏的那碟蜜糖雞翼，她就

知道發生了甚麼事情。她走過來擁抱我說:「謝謝你為我弄了一碟蜜糖雞翼，

你不要放棄，不要沮喪。我們一起再努力嘗試做啊！」我連環點頭，振作起

來，一起和媽媽製作蜜糖雞翼。最後，我們一起做了全世界最美味的「蜜糖

雞翼」呢！ 

從這一件事，我明白到失敗乃成功之母

的道理，只要不放棄，就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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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做菜》   5C周己晴 

每當我看到這一張相片時，都會令我想起自己第一次做菜失敗的經

歷…… 

在母親節的那天，媽媽生病了！所以我決定

做一碟炒飯給媽媽吃。我翻了烹飪書，準備開始

做菜。 

那時，我心裏沾沾自喜，覺得很容易，所以

我在做菜之前，並沒有看清楚做法。我先開火，

然後把米飯放在鍋裏炒。一直想着媽媽會稱讚我。怎不知，炒飯焦了，我忘

記下油啊！我看到燒焦了的炒飯，真的不知如何是好！媽媽聞到燒焦味，便

立刻走過來說︰「發生了甚麼事？」我把事情告訴媽媽，她擁抱着我說:「謝

謝你給我做的炒飯。雖然炒飯焦了，但你也不可以沮喪和放棄。因為每一個

人都會有失敗的時候。就算是愛迪生，他也是靠着不放棄才成功發明了電燈

的！」我點點頭，重新振作，和媽媽再做一碟最好吃的炒飯。 

雖然別人覺得我的炒飯很普通，但我覺得那碟炒飯是我最温暖的回憶！

它令我明白到失敗乃成功之母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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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的朗誦比賽》   5D 劉顥朗 

每次觀看朗誦比賽時，我總會想起我第一次參加朗誦比賽的經歷。 

比賽前，我每天提早回校練習，老師不斷教導我們朗誦的技巧。三個月

艱苦的操練真疲累。老師叮囑我要有堅持不懈的精神，不要輕易放棄。 

到了比賽當天，我穿上整齊的校服到達

比賽地點。比賽開始了，第一位選手開始朗

誦了，他的表情很緊張，連我也看得出來。

第二位選手就是我了，我的心情如箭在弦，

心怦怦地跳着，十分緊張，難以平伏。我在

台上深深吸了一口氣，開聲把誦材朗誦一

遍。我盡量把老師教導我的技巧表現出來，

一陣掌聲過後，我完成了那次的朗誦比賽。 

最後，雖然我只是獲得優異獎，但是爸爸鼓勵我凡事要有信心，有百折

不撓和堅持不懈的精神，總會有成功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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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做菜》5D 林鈴莉 

看着媽媽做菜時，不禁又讓我想起自己第一次做菜的辛苦。 

那一天，我帶着興奮的心情到市場買需要的食材。我買了一些番茄和馬

鈴薯，還買了做咖喱的醬汁。 

回到家裏後，我立刻把番茄和馬鈴薯清洗乾淨，

然後把它們切成一粒粒，但是因為沒有經驗，所以弄

得粗細各異，正所謂「看花容易繡花難」，做這些準

備工夫實在太辛苦了。 

 

清洗和準備完食材後，我就把食物放

在鍋裏。我把爐火調較到中火後，便把咖

喱汁倒進鍋裏。過了一會兒，我心想：原來做一道菜是那麼辛苦，真不得不

佩服偉大的媽媽啊！然後，我把馬鈴薯和番茄放進鍋裏，不久，我嗅到了一

陣陣香味，我心中暗暗歡喜。 

最後，菜式終於完成了，我把它端給我的媽媽品嚐，

我用期待的眼神看着媽媽。她吃了一口後，做了一個奇怪

的表情。她說：「你是不是沒有放糖呢？」原來我把鹽當

作糖用了。 

經過這次的體驗後，我雖然做的菜式失敗了，但我學到了甚麼叫「經一

事，長一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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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令我驕傲的事》  6A 陳哲 

我真的想不到，曾經口齒不伶俐的我能夠在故事演講

比賽中獲得冠軍呢！ 

我一向口才欠佳，咬字不清，說起話來結結巴巴的，

經常被同學取笑。今年，我的中文科老師王主任竟然推薦

我參加學校演講比賽，實在令我難以置信。爸媽都認為這

是一個練習的好機會，我只好半推半就地答應參加比賽。 

之後，王主任經常找我去活動室，指導我演講和咬字的技巧。在訓練的

初期，我只懂像個機械人似的背誦故事，亳無半點感情，說話亦沒有抑揚頓

挫，很不像話。當我灰心喪氣的時候，王主任會温柔地鼓勵我說:「不要緊，

其實你正在一天比一天進步，要對自己有信心呢！」他的話給了我勇氣的動

力，於是，我重拾鬥志，堅持下去，每天都努力練習。 

比賽的日子終於到了。我懷着緊張的心情，戰戰競競地走上台。當我看

到台下那些目不轉睛地看着我的觀眾時，不禁手腳發抖，手心冒汗。我張開

嘴巴開始講故事，竟然一個字也說不出來。這時，我在人群之中看到王主任。

他對我微笑，竪起了大拇指，我頓時安下心來，然後把故事流暢地講了出來。

我一面想着我平時練習的情景，一面講故事，越講越投入。我講完故事的時

候，大家都為我熱烈地鼓掌。 

公布成績了，我得到冠軍，真的喜出望外。我終於能夠克服困難，戰勝

自己，我也為自己感到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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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令我感恩的事》  6A 黃靜桐 

   「感恩」意思是感激別人，而我最想感激的人，就是我的媽媽。 

    我的媽媽十分偉大。她每天都為我做菜、

洗衣服、打掃……做各種家務，從沒有半句怨

言。 

    有一天，下着傾盆大雨，天文台發出了三

號颱風警告信號，我仍要回校上課。在上學前，

媽媽千叮萬囑我要穿雨鞋，可是我勿勿忙忙

的，出門時竟忘記了。由於我想節省車費，所以便選擇了走路回校。在回校

的路途上，雨勢愈來愈大，風勢也愈來愈強。之後，在我走過一條充滿水坑

的馬路時，在閃電雷鳴之間，我一時不留神，雙腳踏進了水坑裏。頓時，雨

水湧進了我的鞋子內，我的腳濕透了! 

    當我回到學校後，立刻到校務處向校工借電話打電話給媽媽，請她把雨

鞋拿給我。於是，媽媽二話不說，一邊撐着雨傘，一邊向前跑來學校。當媽

媽把雨鞋給我的時候，她的手是冷冰冰的，嘴唇正在發抖，而且面色蒼白。

她全身濕透了，我想她是着涼了。那時，我心裏出現了一股暖流，我十分感

激我的媽媽。她寧可自己着涼，也不希

望我濕着腳上課。 

    啊！媽媽，您是時刻保護着我的天

使！感謝您，我摯愛的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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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狂歡〉讀後感》  6B 楊承熹 

前幾天，我看了一篇名為〈週末狂歡〉的文章。看完這篇文章後，我不

禁想起過去的自己，令我獲益良多。 

文章藉媽媽因有事要辦，便給「我」金錢帶妹妺去吃午飯，但「我」在

小息吃了許多零食，只剩一半的飯錢。於是，「我」慫恿妹妹二人共吃一份

午餐，花光了所有錢，但妹妹卻不知道，還擅自吃冰棒。最後，我因為沒錢

付而和妹妺一起等媽媽回家經過付款。 

其實，文中的主角和我小時候很像──我也曾是一個不會自律的孩子。

七歲的時候，媽媽也因有事要辦而給我金錢吃午飯。平時我很少有零用錢，

所以那天我特別興奮。放學時，我忍不住玩了一回夾娃娃

機，還買了不少漂亮的文具。我高興地回家，但感覺總是

有甚麼事忘了做…… 

啊！我忘了吃午飯！我連忙翻開錢包，錢已所剩無幾了。最後，我只好

饑腸轆轆地回家。回家後，細心的媽媽發現我的肚子凹

凹的，便問我是不是不夠飽。我別無他法，只能如實告

訴她自己因為買其他東西而不夠錢吃飯。媽媽不但沒有

責備我，而且還温柔地教導我要善用金錢，令我十分感

動。 

看完這篇文章後，我更明白到自律和做事前要三思的重要，不然很容易

會闖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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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吵架》 6B 何寶儀  

  「咦？我的筆呢？」我一邊焦躁地找，一邊喃喃自語。書包、桌子的每

一個角落我都拚命地找了幾遍，可是終究一無所獲。我正懷疑誰會這樣貪

婪，偷了我最心愛、最新款的筆。 

 

  我心想：小明？不是。小珊？也不是……這時，我看見好朋友小欣正在

用一枝跟我一模一樣的筆。小欣？呀！一定是她！我怒氣沖沖地到小欣的座

位去跟她算帳。 

 

  「小欣，你為甚麼要偷我的筆？」我暴跳如雷，說話

衝口而出。「我……我沒有啊！」她支支吾吾地說，用一雙

委屈的眼神看着我。「你還想狡辯！哼！那你手上的是甚

麼？」我大發雷霆，瞪眼看着小欣。「那…那是我媽媽新買

給我的！」小欣說着，臉頰上已經流着兩行長長的眼淚，

泣不成聲，就像兩條小溪一樣。我心想：她不認錯，我就和她絕交！然後便

一聲不響、滿腔怒火地回到座位。 

 

  吵架後，我的心情慢慢平靜下來。因為失去了一個好朋友，我整日鬱鬱

寡歡，看見小欣也愁眉不展。 

 

  回家後，我洩氣地走入自己房間，竟然發現我的那枝筆一動不動、安靜

地躺在我的書桌上。後悔霎時湧上了心頭，我怎能讓這種傷人的言語從我的

嘴裏溜出來呢？ 

 

  第二天，我難過地走到小欣的座位向她道歉。她猶豫了一下，眼淚又像

下雨一樣滴了下來。看見她如此傷心，我愈來愈覺得愧疚。我暗暗地在心裏

發誓：我以後一定要清楚事情的真相才可做事，不可再肓目行動和冤枉別人

了！原先以為小欣會恨透我，但她卻笑逐顏開、喜上眉梢並說原諒我，我們

終於和好如初了。 

 

  經過這次吵架，我明白到「傷人之語，如水覆地，難以挽回」的道理，

也令我領悟到吵架不但會傷感情，而且不能解決問題。此外，我也學會了朋

友之間應彼此信任，友誼才能長久。我以後說話前會三思，不要再說出傷人

之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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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吵架》  6D曾鈺鏵 

有一天，我和爸爸吵了一場架。 
 

那天我放學回家，感到又餓又累。我心想：如果有些東西吃就好了。 
 

突然，我發現餐桌上有兩顆很大的核桃。難得核桃既健康，又保腦。我

想着想着，就拿出家中最大力的鉗子把合桃打開，吃掉了。吃完核桃後，我

就回到房間做功課了。 
 

「我的核桃！」一聲慘叫，驚動了全家，大家都走到客廳看看發生了甚

麼事。原來是爸爸，他看着餐桌上那兩顆核桃的殼。他勃然大怒，道︰「誰

吃了我的『文玩核桃』！」這時，我頓時呆了，原來那兩顆很大的核桃，竟

然是爸爸的「文玩核桃」。我想到這兒，就承認了吃掉的人是我。爸爸生氣

地說道︰「這對是我小時候就開始盤的，已經包了漿，十分昂貴的！」我覺

得爸爸不對，反駁了他一句︰「那不是我的錯！那是你不好，你又不把你那

對核桃收好。」爸爸聽到了我這句話，立即氣得七孔生煙，大罵道︰「你還

敢反駁我？你明明知道『文玩核桃』不是吃的，是用手盤的，你還吃掉它！」

在此時，我忽然覺得我剛才那句話，的而且確太過分了。我低着頭，乖乖地

聽着爸爸的教訓。 
 

晚上，我上牀睡覺，爸爸的話在腦海中不斷浮現，令我難以入睡。在我

輾轉反側之際，從門口看出去，在微微的燈光之下，隱約看到爸爸的背影。

我在這時下定決心，鼓起勇氣，走出房間，往客廳走。我一到客廳，看到爸

爸心痛地拿着那對核桃的殼，唉聲嘆氣。我慢慢地走近爸爸身旁，他察覺到

我，把核桃殼放在餐桌上，轉了身，看着我。我慚愧地看着爸爸不知如何開

口，爸爸先說:「怎麼了？還不快去睡覺，明天還是要上學的。」爸爸温柔

的聲音，反而令我後悔莫及。我低着頭，含糊不清地說︰「爸……爸，對……

對不起。」他笑瞇瞇的，跟中午和我吵架的爸爸判若兩人。這時，我的眼淚

早已流下來，臉頰上有好幾行淚痕。爸爸說：「沒關係，

反正殼也能盤。」原來爸爸已經原諒了我，我們兩個人一

起坐在沙發上聊了聊一會兒，就去睡覺了。 

經過這次吵架，我明白到親情比吃的重要，也要學習

好好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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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吵架》  6D馬安蕎 

    有一天當我看見別人吵架時，就想起我和我一位最好的朋友吵架的

事。這件事到現在我還歷歷在目。 

    這件事大概是在兩年前發生的。我和小美是很好的朋友，也是很要好的

同學。我們經常玩耍，當我不開心的時侯她也會陪伴着我，一起笑，一起哭。 

    有一天，小美突然不和我玩耍，甚至我主動走去跟她說話，她也不願意

回應我，連看都不看我一眼，好像看不見我一樣。

情況已經連續了幾天，我終於忍不住走過去問她為

甚麼不和我玩耍。她說︰ 「我只是這幾天不想和你

玩而已。」我真的感到很愕然。我們就吵了一場架，

她說︰「我不想和你玩耍就不和你玩耍，還要和你交待嗎？」我馬上回應她︰

「你不應該那麼任性的，你這樣會令到其他人不開心的。」有一位同學走過

來說︰「好了！好了！一人少一句吧！」 

    於是我們大家各自各回到大家的座位，彼此也不瞅不睬，我的心裏卻很

難過。第二天，她對我說︰「對不起！對不起！我不應該那麼任性的！你原

諒我吧！」她很有誠意地向我道歉，我也原諒了她。 

    其實小美只是一時任性而已，希望她改

過。友情真的很寶貴，我們要好好珍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