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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北區公園  

一個風和日麗的星期三上午，美麗的鄭老師帶領一

仁班學生從粉嶺公立學校急不及待地到北區公園遊覽。 
 

       北區公園有長長的瀑布，有好玩的兒童遊樂場，

還有大大的人工湖。我看到大大的人工湖，開心得跳

起來了。 

 

一年級 

一仁班  甄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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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炎熱的早上，張老師帶領一禮班同學從美麗的校園

激動地到北區公園遊覽。 
 

北區公園裏有色彩繽紛的遊樂場，有古色古香的涼亭，

還有色彩繽紛的花朵。我聽到小鳥的叫聲，高興得跳了起來。 

 

  

一個風和日麗的星期三早上，郭老師帶領一義班同學從

粉嶺公立學校到鳥語花香的北區公園遊覽。 

  

一禮班  羅兆業 

公園裏有綠油油的小草，有七彩的

小花，還有高大的樹木。我來到兒童遊

樂場，高興得跳來跳去。 

一義班  趙鈴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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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郵局去   

  今天早上，老師帶我們到郵局開心地寄信。 

  首先，我到郵局有秩序地排隊購買郵票。 

  然後，我把郵票貼在信封的右上角，準備投入信箱。 

  接着，我興奮地把信封投進信箱裏。 

  最後，我們開開心心地離開。 

二年級 

二仁班    黃芷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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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郵局去   

  今天上中文課時，老師帶我和同

學們開開心心地去郵局寄信。 

  我們很快就來到了郵局。首先，

我們排隊輪候買郵票，我把兩元錢幣

投進郵票機裏，買了一張郵票。 

  然後，我拿着郵票來到櫃檯，把

郵票小心翼翼地貼在信封上。 

  接着，我興奮地來到信箱前，慢

慢地把信投進信箱裏。 

  最後，我們高興地離開了郵局。

今天是我第一次寄信，真期望易老師

快點收到我的信啊！ 

 

   

  星期三，我和同學們到郵局寄信。 

  首先，我們在學校寫信。 

  然後，我們出發到郵局去寄信，一路上我們

安靜地走路。 

  接着，我們有秩序地排隊買郵票，我們把郵

票貼在信封上，就把信封投進郵箱。 

  最後，我們要回校了！我們覺得依依不捨。 

 

二義班 陶熙熙 

二禮班 林逸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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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    

  今天是三年級遊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的户外寫作日，我們由

八點四十五分乘車出發。乘車的時候我還帶着開心的心情呢！ 
 

  乘了大約一個小時的車程，我們才到達獅子會自然教育中

心。一到達那裏的時候，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周圍青綠色的山巒，

翠綠的大樹和一大片竹林，真令人感到心曠神怡

啊！ 
 

   首先，我們先到礦石角參觀，那裏有很多形狀

各異，凹凸不平的岩石；有石英岩、花崗岩……

在觀賞的過程中，我聽到了小烏我叫聲，好像在

歡迎我們似的。那裏真令我大開眼界呢！ 

 

三年級 

三仁班  張雨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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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到貝殼館遊覽，一進去，我就聽到了「哇！」的一

聲，我走到附近前往查看，原本是同學看見了太漂亮的貝殼，所以

才發出那種聲音的，我現在都想謝謝那位同學了，如果她不叫出那

些聲音，我都不知道那裏有那麼多漂亮的貝殼呢！我在那裏看見了

蛾螺、豎琴螺、香螺、渦螺、擬天使翼、金寶貝和玉螺等，那裏很

是讓我驚訝呢！ 
 

  接着，我們到了溫室，那裏有很多蝴蝶，老師先給女同學進入

觀賞，因為我害怕蝴蝶，因此沒有進去。過了一分鐘後，女同學出

來了，她們都說裏面很好玩，很漂亮，不可怕。到男同學進入的時

候，我就和老師說我可不可以進去，老師同意後，我就進去了。那

裏真的很漂亮，蝴蝶們還好像是一組舞者在跳舞呢！ 
 

 最後，我們乘車回校了，回校的路上我就想告訴媽媽今天的事

情。我還學會了一個道理，只要肯克服，就不可怕，今天真是既充

實又快樂的一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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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陽光明媚，我校三年級同學和老師一同到獅子會自然教

育中心遊覽，這次參觀的目的是進行戶外寫作活動。我們和老

師乘旅遊巴前往那裏。 
 

  坐了大約一個小時的車程，我們終於到達獅子會自然教

育中心。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片綠油油的草地，草地上還

有幾個千奇百怪的石頭。草地周圍有一些草堆，草堆裏有一

些小花朵，花朵散發的香氣非常香。我還看見

有幾隻小鳥在樹枝上唱歌，好像在歡迎我們來

到。 
 

        我們沿著小路往上走，經過一個斜坡，就

到了礦石角。走入去時，我發現有一些白色的

昆蟲在天空中飛翔，好像木棉花在空中飄蕩。

我在礦石角看見了非常多的礦石，例如有綠綠

的孔雀石、粗糙不平的水晶和臭臭的沉積岩，

真令我眼界大開。 
 

        離開礦石角，我們沿著小路往下走，經過一個

水池，就到了昆蟲館。我剛開始是不敢進去的。最後，

得到老師的鼓勵，終於我終於鼓起勇氣進入昆蟲館。一進

去，我發現也沒甚麼可怕的。我們觀察了很長的時間，

才發現毛毛蟲在樹枝上變成了蛹，好像要和我們一

起捉迷藏。我們除了看見了毛毛蟲，還看見了其他的

昆蟲，例如蜻蜓、蜜蜂、獨角仙等。離開時，我們仍意猶未盡

啊！ 
 

今天去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遊覽，我感到非常高興，如果

有空的話，我一定會再來這個地方玩的。 

三仁班   陳俊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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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和日麗的星期一，我校三年級同學和老師，登上前往獅子

會自然教育中心的旅遊巴士，開開心心地離開學校。因為今天是

中文的户外寫作活動，所以乘車的時候，大家都發出笑聲，看來

都很開心。 
 

  一到達那裏，首先映入眼簾的是自然區，那裏有茂盛的樹

木，清香的花兒和綠油油的小草們，不時還傳來烏兒在唱歌，好

像歡迎我們而來唱歌呢！那裏還有一個古色古香的涼亭，有時還

聞到一股花草的香氣香味。 
 

  首先我們到了礦石角，我看見很多堅硬和粗糙不平的岩石，

有的長扁的，有些圓滾滾的，還有些很堅硬的。那裏有很多不同

類型的岩石啊！我觀察了一會兒，只有一塊是

圓滑的，其他都是很粗糙的，因此圓滑的

岩石是很稀有的。 
 

  接著，我們來到大家都很期待的貝

殼館去。一踏進貝殼館大家都很高興，所

以就衝了進去了。首先我們看見其形狀奇特

和尖端迴旋的貝殼，它們好像懶洋洋地躺在

玻璃櫃上曬太陽。那裏還展示了一些色彩繽

紛的貝殼，真令人大開眼界。 
 

  最後，老師叫我們收拾東西，準備上車回去。我們全班都

捨不得離開，希望可以在到那裏遊玩。 

                                             

三仁班   呂梓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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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一，中文科老師陳老師帶領三義班同學到獅子會自然

教育中心進行户外參觀寫作，我們懷着急不及待的心情出發。 

  一到達教育中心，那裏人山人海，十分熱鬧。四周都是青

翠的山巒和碧綠的樹林，真令人心曠神怡啊！ 

  首先，我們到香港地質公園。那裏有很多粗糙的岩石供我

們欣賞。 

  然後，我們到漁館。那裏有一艘巨大的漁船模型，還介紹

了很多海洋生物給我們認識，例如︰海龜、紅衫魚、海

馬……真令人大開眼界！ 

  接着，我們到農作物區，那裏有很多農作物，例如︰

紅豔豔的番茄、紫盈盈的茄子……泥沼裏還有一些體形很細小

的蝌蚪，非常可愛！ 

  最後，我們到礦石角觀賞礦石，還可以摸一摸不同的礦石

有甚麼觸感，有粗糙的、有光滑的，還有凹凸不平的呢！ 

  陳老師帶領我們去了一趟廁所後，我們就去了貝殼館。那

三義班   祝詠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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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有很多閃閃發亮的和形狀奇怪的貝殼，真令我大開眼界。 

  這天我很快樂，我們懷着依依不捨的心情離開，我希望

爸爸媽媽會帶我來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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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元朗公園    

四年級 

        今天是星期二，天朗氣清，微微寒意，學校舉行了「戶外寫

作樂」活動，全級四年班和中文科老師乘坐旅遊車到元朗公園遊

覽，讓我們擴闊視野，增加我們的知識。一進入公園大門，一片

綠油油的草地和一棵棵高大的白千層映入眼簾。 
 

        白千層的樹幹摸上去軟綿綿的，像一塊發泡膠，我還可以聽

到小鳥在吱吱喳喳地叫，彷彿在歡迎我們到來。如果你在空氣中

深深呼吸，更能嗅到一陣淡淡的青草香味，真令人心曠神怡！ 
   

   我們沿着小徑步行，小徑旁種滿了粗壯而茂密的細葉榕，

樹上的果實彷如一個個可愛的小氣球。到達了百鳥塔，抬頭一

望，有一座中式建築的巨塔，身披紅衣裳，非常突出。我們穿過

四仁班  蔡展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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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旋門，沿着迂迴曲折的樓梯

拾級而上，終於抵達塔的頂峰。原

來這裏是一個眺望塔，可一覽元朗全

景。舉目眺望，東面，一座座房子像一排排巧

克力；南面，很多人在運動場內跑步；西面，遠

處有一座座高山；北面，有火紅色屋頂的樓宇，無

論向哪個方向觀賞，景色都如此迷人。 
 

   離開百鳥塔，我們經過一段斜路。路邊長滿鮮

艷奪目的杜鵑花，非常吸引。步行不久便聽到了

流水淙淙的聲音，接着來到了瀑布。流水由上飛

流而下，聲音響亮，遠望彷彿一幅美麗的水

簾。雪白的湖水水花四濺，就像一顆顆晶瑩剔

透的珍珠在湖面上活潑地跳動着，非常壯麗。 
 

  其實元朗公園裏還有很多值得學習的地

方，可惜參觀時間太少了，我們要返回學校午

膳，只好依依不捨地與元朗公園揮手作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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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我和同學、老師去到元朗公園參觀。我急不及待地出發，

對這次外出非常期待，因為這是我第一次去元朗公園，所以有點緊

張。 
   

   一到達公園入口，綠草如茵的草地映入眼簾。小鳥的歌聲繞梁三

日，娓娓動聽，同學們歡樂的笑聲傳遍「整個公園」。大家一聽到老

師說「大家可以摸摸白千層！」，都為了摸那軟綿綿的樹幹爭先恐

後。我們聞到了大自然的香味，感到心曠神怡。大自然真是充滿各種

氣息，又充滿着神秘感，令我賞心悅目。 
   

   接着，終於到我最期待的「百鳥塔」。我們拾級而上，來到了第

五層。我舉目眺望，將元朗的美景盡收眼底。在東面看，鱗次櫛比的

大廈，各式各樣的設備，人們顯得非常微小。在南面，也是不一樣的

模式，一些綠油油的樹木展現在眼前，高樓大廈都在爭妍鬥麗，有的

很嶄新，有的很高大，有的設計奇異……在西面看，在平淡的大廈和

建築中，紅色屋頂的住宅，在「黑暗」中凸顯出「自己」。大廈的背

後，有連綿起伏的山巒，一望無際的天空……最後一面──北面，宏偉

的運動場，新建的大廈令我陶醉。然後，我們前往第三個景點，也是

最後的景點，真的有點捨不得…… 
   

   第三景點──人工瀑布，我有一點緊張，但又興奮，

真期待。水花濺到我的臉上，冰涼的水令我感到興奮。但

仔細看看瀑布，除了水聲很大，很壯觀之外，還是有規

律的。雖然大家看得眼花撩亂，但我卻感到十分有趣。 
   

   最後，不知不覺已經要回校用膳了。在火辣辣的陽

光陪伴下，我們依依不捨地與公園揮手作別，將它的

美景深深地印記在腦海中。       

四仁班  湯穎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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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月的元朗，微寒，我們來到了元朗公園遊覽。 
 

   走進元朗公園大門，一棵棵白千層映入眼簾。白千層像雪，    

白千層的樹葉是白色的，樹幹有點黃，也有點白。我摸了摸樹幹，

樹幹很柔順，還很有彈力。我摸到白千層時，感到很高興。因為這

是我第一次摸白千層的樹幹，我非常好奇！ 
 

  沿著前往百鳥塔的小徑拾級而上，小徑兩旁有花朵。進到百鳥

塔，我們沿著螺旋形的樓梯，登上了百鳥塔的第三層。舉目眺望，

那美麗的元朗全貌盡收眼底。向東望，我看見花草樹木、學校、教

堂和一座座高山。向南望，我看見鐵路、運動場和宏偉的高樓大

廈。向西望，我看見天橋和籃球場。向北望，我看見一幢幢高大的

房子。     
 

  離開了百鳥塔，我們沿著蜿蜒的小路往湖心亭走去。沿途看見

一個花壇，這裏種了各種各樣的花。湖心亭上面有瀑布，我看見水

從高處流下來，水聲隆隆。繞過瀑布，我們終到來到了湖心亭。我

看見湖心亭的湖面靜止，好像在睡覺般，讓我感到很平靜。 
 

            最後，我依依不捨地跟元朗公園揮

手作別，還把它的美景深深地印記

在腦海中。 

四禮班  古詩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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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廣州中山紀念堂 

      五年級 

        廣州有許許多多的地標，例如「小蠻腰」、石室聖心大教

堂、沙面建築群等。但我今天要給大家介紹的是廣州人的另一個

驕傲──中山紀念堂。 
 

        中山紀念堂位於廣州市 越秀區，已有八十多年的歷史。這座

規模宏大的建築物是拜占庭式建築風格，面積約三千七百平方

   五仁班  郭俊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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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廣州中山紀念堂 

米，遠遠望去就像一座大大的房子。從遠處眺望中山紀念堂，如

果你看到兩座高聳入雲的柱子，那就是雲鶴華表。雲鶴華表各高

十八米，矗立在地上，就像兩根筆直的巨型鉛筆。華表做工精

細，雕刻了許多栩栩如生的圖案，活像神話傳說裏的建築物，氣

派非凡。 
 

  從雲鶴華表往前走，就到達了孫中山先生的雕像。孫中山先

生左手叉腰，右手用三根手指緊握着一根權杖，象徵着三民主

義，給人一種莊嚴肅穆的感覺。 
 

  最後要介紹的部分便是紀念堂的主建築，它是一座八角形建

築，大堂外高五十二米，佔地面積一點二萬平方米。屋頂採用了

藍色琉璃瓦作為主色調，在陽光下閃閃發亮。大禮堂正門上方還

懸掛着「天下為公」的牌匾，是孫中山先生所書。大堂內部空間

極廣闊，全部採用了七彩繽紛的彩繪玻璃作裝飾，十分漂亮。此

外，紀念堂兩側種植了古白蘭，就像兩位迎 賓小姐迎接

着每一位到訪的遊客。 
 

   只要參觀過這座氣勢宏大，金碧輝煌 的中山紀

念堂，就能令你大開眼界，捨不得向着廣州 人的驕傲揮

手作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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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州中山紀念堂是為了紀念孫中山先生而建，至今已有 80

多年歷史，它位於中國 廣東省 廣州 越秀區。 
 

   廣州中山紀念堂總面積為六萬二千多平方米，就像

二十個足球場那麼大，真是宏偉壯觀啊！紀念堂古色古

香，四周鳥語花香，富有濃厚的中華色彩，令人歎為觀止。 
 

  從南門進入，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對雲鶴華表，它們豎立在

孫中山先生雕像的兩側，猶如一位皇帝身旁站着兩位忠心耿耿的

將士一樣，守護着國父先生。這座紀念堂是廣州市民為了緬懷孫

中山先生而建成，盼望這位英雄在人民心中永不破滅。 
 

  抬頭往上看，華表的頂部雕刻着祥雲和祥鶴，寓意

吉祥；蓮花底座則表達對孫中山先生的謝意。蓮花底

座用灰白色的花崗岩做成，假如把它塗上顏色，就彷

如池塘裏的蓮花一樣，配上直插雲霄的雲鶴華表，莊重

大氣，令人肅然起敬。 
 

  從雲鶴華表往北方走，就可以看到矗立於中央的孫中山雕

像。它位於整個中山紀念堂園區的中央。雕像氣宇軒昂，威風

五義班  李雨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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澟澟，昂首挺胸。這座雕像重 3.9 噸，高 5.5

米，就如三至四個成年人那麼高。雕像雙目炯

炯有神，目視前方；右手握着權杖，期盼我國能實踐五權

分立；左手叉腰，希望能實踐三民主義；擺出踏前一步的姿態，

表示期盼中國能蒸蒸日上。這維肖維妙的造型正是孫中山先

生當年在中山大學時演講時的造型。這栩栩如生的雕像

時刻提醒着人民要不斷進步。 
 

  走過孫中山雕像，便是中山紀念堂的主體建築，它位於整個

園區的後方。建築物頂部用了藍色琉璃瓦覆蓋着，遠遠望去，青

磚藍瓦的中山紀念堂氣勢恢宏，中西合壁，令人注目。整座建築

物以中國宮殿為設計藍本，再加上近代西式的平面設計，使中西

文化融合得天衣無縫。紀念堂的每一根樑柱都刻有彩畫，而大禮

堂上方的牌匾則清清楚楚地寫着「天下為公」四字，叫人讚歎。 
 

  再往上走，紀念堂的梯級看似平凡，卻深藏意義。其設計分

別為九級和五級，代表孫中山先生在人民心中的地位如昔日的皇

帝般。再仔細一看，建築物的每個角落都掛有掛鐘、風鈴，時刻

告誡人們要居安思危、不斷求進。 
 

  沿着梯級走進堂內，紀念堂內部採用了穹窿頂，使室內採光

通透，十分明亮。另外，置身於紀念堂內，不難發現整個演奏廳

內的柱子都隱藏到牆壁去，使堂內地方更寬敞，演奏廳大得能容

納共四千九百多人，十分壯觀。再往裏走，舞台上放置了一塊石

碑，上面刻有孫中山先生逝世前的總理遺囑。這座拜占庭式的建

築物看似平平無奇，內裏卻隱藏着無數智慧，教人佩服不己。 
 

  現今的中山紀念堂已經用作會議廳、演奏廳和表演廳等，不

但供人民日常生活之用，更時刻提醒着國民與時共進，更是表

達對國父孫中山先生的一種敬佩、一份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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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的中山紀念堂已經有八十八年歷史了，它的面積有六萬

二千平方米，大約是六個足球場那麼大。 
 

 雲鶴華表在中山紀念堂主建築的兩側。它的形狀高高的，像

一把巨大的寶劍矗立地上。石製的淺灰色的華表上面刻著雲和

稻穗，象徵五羊城；頂部刻有一群栩栩如生的仙鶴在飛翔，而

底部是一個蓮花座，非常精緻。 
 

 孫中山雕像在中山紀念堂主建築的正前方。雕像神情嚴肅，

雙目炯炯有神；昂首廷胸，左手叉腰，右手持權杖，筆直地站

立在紀念堂的正中央，讓人敬仰。整尊雕像雕刻得唯妙唯肖，

栩栩如生，象徵對未來遠大的理想。 
 

 中山紀念堂主建築坐落在孫中山雕像的正後方。主建築規模

宏大，三層高的建築，全部覆蓋著藍色的琉璃瓦。建築師採用

了中西合壁、拜占庭式的建築風格，十分獨特。二樓的牌匾寫

著「天下為公」四個大字。它的頂部是一個穹窿頂，彷彿一把

八角傘；大門前有八根紅色的柱子，氣派十足。大會堂內掛有

孫中山先生的照片，照片兩側寫著「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

 五禮班 沈子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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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紀念堂裏有五千多張紅彤彤的椅

子，象徵「滿地紅」。此外，還有一個碑

隱藏在舞台的深處，十分精緻。  
 

今天的中山紀念堂已闢為博物館。人們來到中山紀念堂，不

但可以遊覽觀光，還可以認識有關孫中山先生的事跡，這裏真

值得一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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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未圓湖     

     六年級 

        某天早上，烏雲密佈，可是沒有打倒我這興奮的心情，我乘

坐旅遊巴到那風景優美的未圓湖寫生。 
 

        在我遊歷未圓湖時，途中陣陣的草香撲鼻而來，湖水的清香

也隨著到達了未圓湖飄向我的鼻子。然後，我東張西望，忽然看

到了兩棵立在路旁的土沉香，樹上枝葉繁密，那枝葉青綠青綠，

生長得十分細嫩，當風輕輕地吹過，發出蕭瑟的聲響，我已被

六仁班  黃贊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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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深吸引了。忽然，我看到某處樹枝被人斬下了一段，留下了

永恆的傷口，這個景象，讓我回想起一段深刻的回憶…… 
 

        在去年的冬天，我患上了一場大病，當時我病得很重，我

的母親立刻和上司請假，帶我到樓下的診所治理，可是她並沒

有離棄我，反而不斷地尋找好的醫生、好的診所去治理我。 
 

        回到家後，她無微不至地照顧我；在我辛苦時，她會為我

擔心。母親就像那一棵土沉香，為了守護自己心中最重要的東

西，即使受到傷害，也絕不退縮，我的母親也受到我的感染而

患上了感冒。我當時年紀雖小，但內心亦隱隱作痛。 
 

        當我看到這棵土沉香的傷口，我不禁想起那次的事，我非

常感謝母親悉心的照顧，還有她無懼感染的風險。 
 

        既然母親這麼偉大，我們何不努力讀書，好好報答他們

呢？ 

 

 22 



  我很喜歡大海，因為有種在繁忙的生活中，吹着海風也擁抱

着天空的感覺。直到昨天老師帶我們去參觀了香港中文大學的未

圓湖，我才漸漸明白原來湖和海也一樣令人舒順。 
 

  在喧囂繁亂的城市中，竟也有如此環境幽靜、如詩如畫的世

外桃園。在這鳥語花香的未圓湖中，令我駐足停賞的是落羽松。

幼小的樹幹，可在地底下埋藏了無數的樹根，儘管它遭遇過了風

強大的襲擊，可它那無數的樹根總穩穩地支撑着它。可是它又能

每次都支撐着嗎?一次次的外界壓力令它變得有點破損，但每次

卻有養分、水分、陽光令它變得更加完善。在落羽松旁有高高的

路燈，每到黑漆漆的夜裏它就開始貢獻自己，去為有需要的人、

盡它所能做出自己的本分。讓我想到，路燈永遠在為落羽松照亮

它的生命直到生命停止的

那一刻。就像父母為女兒

付出一切，只希望他們為

女兒鋪的路是平

坦，可以輕而易

舉走過，就算前

方的路再黑暗，也有父

母為你照亮；前方的路

再擁擠，也有父母為你

開路；前方的路再慢

長，也有父母的陪伴。 
 

        在清澈明淨的未圓

湖中，湖水粼粼，在這

六義班  劉佳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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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樹木包圍的魚池，裏面的錦鯉有紅色、金黃色、白色……這些錦

鯉都是來自香港的品種，但最吸引我眼球的是「外來魚」──非洲

鯽魚。他們一開始也只是幾數條，直到現在他們不斷繁殖，一代代

的不斷繁殖，令他們的數量增加得非常快，達到魚池中數量最多。

幾隻小的非洲鯽魚，總會有大的在背後守護。這讓我想到每當我身

處何方，都少不了家人的陪伴。也許在魚池裏非洲鯽魚不是最強大

的，但絕對是最特別的，就如父母不一定是最強大，但一定是最偉

大。不論受到哪種歧視，父母永遠都會站在你身邊支持你，在別人

眼裏你可能就是個「異類」，他們對你不只是單單的質疑和誣陷，

他們不會理解你的想法，可是你有最堅強的後盾──父母。他們不

會說太多的好話，但是他們的口頭禪是「你是最棒的」、「加

油」、「我相信你」……人生很漫長，可當有家人的陪伴再漫長的

時間，也會變得短暫，「暴雨後的彩虹，顯得格外耀眼美好。」儘

管生活中遇到很多不幸的事，父母也會第一時間為你解難，每當走

過一段段凹凸不平的路途中，遇到一件小事，也

會覺得格外美好。 
 

  我們走到一個曾經綻放出華麗

姿態的荷花，而充滿生機的荷花池。

池中只剩下凋謝的荷花，還有對荷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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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說十分重要的生活所需──水。到訪之前，我一

開始的預想是荷花池中冒出了如同仙女般存在的

荷花，散發出陣陣芳香，令人陶醉，但是當到我去

到那一刻，我才發現再美麗的荷花也會有凋謝的一天，再珍惜

的東西也會破損的時候，而每每荷花凋謝都有水的陪伴。這讓

我想到每當我們心情最低落的時候，家人會默默在你身後，他

們並不要求你做到最好，只希望你還那個無憂無慮的快樂小

孩，因為看你笑的時候，原來焦慮的他們也會變得快樂，不管

是小孩還是老人，在日常生活中，「倍伴」是每個人都需要

的。 
 

     「愛」不是說出來的，而是做出來的，如果說就可以，那

就不會有那麼多孤獨老人，身邊沒有父母的小孩，其實「愛」

真的不難，多陪伴，多珍惜，有的小孩只需要父母帶他們去快

餐店，他們就能開心一整天，在這世界再難的事，都有人幫你

撐腰，不是所有都能給錢就能開心的，錢是甚麼都買得到，但

是唯獨親情是絕對買不了，親情是靠「愛」磨合的，一次次的

陪伴，美好的回憶都會成為想要珍惜的時刻，每次都有家人當

我最堅強的後盾，除了你們，還有誰會為我撐腰，支持我，做

我最強的後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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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步入未圓湖，環顧四周，鳥語花香，景色宜人。 
 

        最矚目的是無憂樹和地湧全蓮。無憂樹的顏色，嫩綠的葉

子，黑色朽木的樹幹，結着淡橙的果實。我低頭一看，看見璀璨

絢麗地湧金蓮。 
 

        當我目睹到無憂樹對地湧金蓮的照顧，聯想到父母保護和照

料子女，不禁心存感激。父母奔走勞碌照料，

以至身心俱疲，不辭勞苦地照顧子女，感謝

父母的愛。有一次，我生病了，父母從遙

遠的地方奔波勞碌趕回來，父母驚慌失

措，那時候我看到父母如此着急，我很心

酸，感謝父母的愛，可是父母慢慢地變

老，所以我一定要珍惜跟父母相處的時

光，父母為我們遮風擋雨。 
 

        我心中深深地受了感動──父母啊！你是

無憂樹，我是地湧金蓮。寒冷的天氣中，誰能懷

抱我，溫暖我？在無憂樹的溫暖中，我微笑着。我覺

得自己是一個小孩了，現在睡在父母的溫暖中。感謝

父母對我們悉心的照顧！ 

     
 

六禮班  黃欐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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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籌：陳婉勤主任 

資料來源：中文科科任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