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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編者的話編者的話編者的話    

很高興《純陽小作家》終於誕生了！回想起二零一五年九月

開學初期，老師與四甲班同學一起設計這本刋物的徽號、一起投

票，以致選定李盈瑩同學的作品作為本刋「吉祥物」開始，同學

們便每逢周四的中文拔尖課進行一系列的寫作之旅。 

當中，老師於《記人篇》及《記事篇》進行重點輸入，透過

提問、小組討論和文章評賞等活動，目的讓您們寫得其法，而所

選課題內容方面，選取身邊的人物或事物學習寫作技巧，期望您

們多從生活中觀察，明白隨時、隨處可寫，只要能夠多學、多寫，

每位也可以成為小作家，從中學會與人分享作品的樂趣。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在《記人篇》部分您們把班中的「死黨」

描寫得繪形繪聲，相信同學們翻閱後也不禁會心微笑。請好好收

藏呀！數十年後再翻翻看，一定百般滋味。 

恭賀黄馨儀和楊子恆同學能成功投稿，並刋登於二零一六年

五月第四十三期《小學生文藝月刋》中，希望您們繼續努力！再

創佳績！ 

學期即將完結，謹祝各位同學身心康泰！學業猛進！ 

                                       中文拔尖班老師 

                                          李文玉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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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人記人記人記人篇篇篇篇    
4A 方子皓 

 

《我的同學》 

  耀翔是我的好同學和好朋友，我們經常一起去圖書館，小息

後又一起回課室。 

  耀翔個子較高，樣子比較成熟，他瘦削的臉蛋，經常裝嬰兒

說話，被同學取了一個名字──「梁嬰兒」。 

  耀翔是一個誠實的同學，記得有一次，老師派默書，耀翔發

現老師沒有扣分，便馬上告訴老師。老師知道後雖然把耀翔的默

書成績扣了分，但卻稱讚他非常誠實呢！ 

  除了性格誠實，耀翔也是一個勤奮向學的學生。還記得耀翔

於四年級才加入四甲班的，他不但沒有因此而跟不上，而且努力

不懈地學習。在每次考試，均能名列前茅呢！ 

  耀翔誠實和勤奮向學的性格真令人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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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人記人記人記人篇篇篇篇 

4A 任榮成 

《我的朋友》 

  嘉羲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我們經常一起上學，一起放學。 

  嘉羲個子很高，他是我們班最高的呢！他有一個圓圓的臉，

像個大皮球，常被人說成「皮球」。 

  雖然嘉羲只是個十歲的小孩，卻能在任何時候保持樂觀面

對。有一次，嘉羲被老師帶到教員室罵了一頓。他出來以後，卻

一點都不傷心，要是我早就大哭起來。他說我們只要繼續努力，

就可以了。我十分佩服他的表現。 

  他除了樂觀外，他也十分誠實，有一次他在地上撿到了五元，

可是沒有自己拿走，卻是把錢交給老師，我會向他學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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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人記人記人記人篇篇篇篇 

4A 李盈瑩 

《我的爸爸》 

  我的爸爸是我學習榜樣，他不但努力工作，養活我們一家，

而且悉心地照顧我。爸爸每天均駕駛電瓶車接載我到福田口岸 

上學。 

  爸爸個子比我高（我認為他很高），身型略胖，鼻樑上架著一

副長方形的眼鏡。令人感到他很笨（但他內心善良）。 

  我爸爸很盡責，每天早上都很早起來送我上學。有一次，他

因為加班而很晚回來，但是他仍然清早起來接送我，我真的很感

謝他。 

  爸爸雖然很盡責，但是他也很嚴肅，我有一次犯了錯誤，起

初不敢認錯，便隱瞞真相。爸爸為了讓我明白知錯能改的道理，

便狠狠地責駡我一頓。可是，性格倔強的我還不認錯，他便很嚴

肅地把我拉到外面站，我一邊哭一邊哀求他不要這樣，可是他不

願意。最終我終於認錯了。現在回想起來，我知錯了！ 

     我會努力讀書，不會辜負爸爸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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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人記人記人記人篇篇篇篇 

4A 林霖 

《我的好朋友》 

  家儀──我的好朋友，也是我的榜樣。在學校時，我經常和

她一起玩，一起去看書，一起吃東西。 

  家儀個子較高，皮膚黝黑，眼睛較大，樣子十分可愛。 

  她有很多愛好，例如畫畫、閱讀圖書……說到畫畫，她可喜

歡了。她畫的畫十分漂亮呢！家儀十分樂觀。記得有一次，家儀

表妹生日就快到，家儀想畫一張畫送給她，為了畫這張畫，家儀

連小息時間都在畫畫。不久，這張畫畫好了。卻被同學不小心弄

破了，但是家儀卻沒有生氣，反而笑著說沒關係。我真的很佩服

她，如果是我，我一定會哭起來。 

  家儀除了十分樂觀外，還很大公無私。有一次，我不小心弄

破了老師心愛的花瓶，正巧被家儀看見了，我急忙求她不要告訴

老師，可是她並沒有因為我和她是好朋友而不告訴老師，反而帶

著我去向老師道歉。 

  家儀是我永遠的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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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人記人記人記人篇篇篇篇 

4A 袁睿 

《我的同桌》 

  子恒是我同窗四載的同學，他也是我的同桌，我們經常一起

做功課。 

  他個子較高，而且很誠實，他是我們班最胖的一個人，而且

他還有一個黑黑的眼鏡，可是他沒有主見。 

  他雖然沒有主見，可是有一次老師叫他出去匯報，他說：「我

還沒想好啊！」然後我就說：「這一次你一定要靠自己，我們再幫

不到你。」之後，他就出去了，但是他說話的時候很流暢，所以

我很欣慰。 

  他雖然沒有主見，可是他是很誠實的，有一次他沒有做功課，

然後我就說：「現在老師還沒有來，現在趕快做功課吧！」然後他

就說：「不可以這樣的，要先寫手冊，不然被老師發現了就不好了。」 

  子恒雖然沒有主見，可是他很誠實，所以我也很喜歡跟他一

起玩，而且也有越來越多人成為他的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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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人記人記人記人篇篇篇篇 

4A 梁耀翔 

《我的同學》 

  小浩是我同窗二載的好同學，也是我以前的鄰居，我們經常

在星期六一起到公園玩耍。 

  小浩膚色偏黃，身形瘦削矮小，眼睛不但圓又大，而且雙眼

炯炯有神，給人充滿活力的感覺。 

  小浩樂於助人，喜歡幫助別人做事。有一天，我和他一起去

公園玩耍。在路途中，我們看見一位小朋友跌倒了，小浩沒有無

動於衷，反而把小朋友扶起來，用清水幫他清洗傷口，然後用止

血貼貼在他的傷口上，還安撫他。我真佩服他樂於幫助別人。 

  小浩除了樂於助人，還是個誠實的人。記得在二年級的時候，

我和小浩在走廊上聊天。突然，我們發現了一枚十元硬幣在地上，

我撿起十元硬幣放進褲袋裡想獨自拿走硬幣，但小浩卻說：「你這

樣做是不對的，就等於偷人家的東西。」說完，便拿著硬幣交給

校務處。我對自己的做法感到慚愧，同時，還十分佩服他那誠實

的品德。 

  小浩既樂於助人，又誠實，我會向你學習做個樂於助人又誠

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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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人記人記人記人篇篇篇篇 

4A 郭毅 

《我的舊同學》 

  兩年前，我有一個好同學，她叫舒玲，我只和她一起玩了半

年就要轉學了。 

  舒玲個子嬌小，膚色白皙，有一雙水汪汪的眼睛。就被稱是

一個「小白兔」。 

  舒玲她很勤奮，喜歡靜靜地看書。之前，中文科有個突擊考

試，嚇得同學都在考試時哇哇叫，而且在後面有二百五十字作文！

但舒玲她不慌不忙地做完卷，而且作文紙的格子她都寫完了！更

要求老師釘多一張紙！我那時真的嚇壞了，我真佩服她的智慧。 

  除了勤奮，她還很細心觀察事物。那次，科學課要我們觀察

螞蟻，她在一棵樹下找到一隻，她把螞蟻放到顯微鏡下，發現螞

蟻可以在牆上爬是因為牠的三雙腳有網毛，這就成了全校的話

題。我欣賞她的眼力。 

  舒玲，我會學習你的精神成為一個細心，勤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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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人記人記人記人篇篇篇篇 

4A 馮家儀 

《我的同學》 

林霖是我的同學，也是我的好朋友。 

  林霖個子較高，皮膚白皙，頭髮長長的。斯斯文文，看起來

像一個五六年班的學生。 

  林霖雖然只是一個九歲的小孩，但卻有著積極學習的精神。

有一次我和她一起放學回家，我對她說：「林霖，不如我們一起去

公園玩，好嗎？」她卻說：「我不去了，我還要回家溫習呢！」我

不得不佩服她那積極學習的精神。 

  林霖不但積極學習，還很誠實。記得有一次，林霖不小心拿

了別人的東西。第二天，她誠實地跟同學說：「對不起，我不小心

拿了你的東西，還給你。」我真佩服她。 

  林霖雖然只是個小孩子，卻有積極學習，誠實的態度，我真

要好好地向她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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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人記人記人記人篇篇篇篇                             

4A 賴鈞澤 

《我的朋友》 

  我有很多好朋友，其中一位是我最好的朋友──顏諾恩。我

們同班同級。 

  諾恩比我高，臉經常有傻呆呆的樣，同學經常笑他「笨蛋」，

我就不笑他。 

  我覺得諾恩雖然樣子是傻呆呆，卻很聰明，有一次，他上課

時又開始發呆，老師便問他 93÷12=?，他立即回答是 7…9，我很

奇怪地心想為甚麼他可以同時發呆，同時聽書，後來我才知道他

本身的樣就是傻呆呆，他原來是很專心上課的。我覺得我之前不

應該笑他。 

  他除了很聰明，還很誠實，有一天，他把功課袋放在家沒有

帶回來，他誠實地跟老師說，我真佩服他。 

  我最佩服的朋友──顏諾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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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人記人記人記人篇篇篇篇                                             

4A 顏諾恩 

《我最好的朋友》 

  他與我同窗四載──羅希然，是我最要好的朋友。 

  希然個子較高，幽默搞笑，頭很像雞蛋，因此我經常叫他做

「雞蛋頭」。 

  希然雖然很頑皮，幽默，但他富有同情心，我記得有一次，

派發中文默書簿的他看見有人在哭，便走到那位同學前，問：「你

為甚麼要哭呢？」那位同學回答：「我默書只是得了十九分。」然

後羅希然說：「失敗為成功之母，放心吧，只要你下次努力溫習，

你一定會合格的。」 

  希然他很誠實，有次，他去買飲料，在他入錢前，汽水機就

已經有五元下來了，他很誠實地把五元給了書記姐姐。 

  希然雖然是小孩子，卻富有同情心，而且很誠實，我真的要

好好向他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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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人記人記人記人篇篇篇篇 

4A 羅希然 

《我的朋友》 

  諾恩是我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的好朋友，我們經常一起玩耍、

談天。 

  諾恩個子較高，也很成熟。他有大大的眼睛和大大的鼻子。

像一個「小帥哥」「小鮮肉」。 

  諾恩很樂於助人。記得有一次，我拿功課下三樓時，功課太

重了，我一個人拿不下。這是諾恩出現了，他幫我拿了一半的功

課，我覺得輕多了。我很感激他。 

  諾恩除了樂於助人，還很大方。有一天，我很渴，但我沒帶

水瓶，我也把錢放在課室了，如果上去拿的話，小息就完了。這

時諾恩說：「我借你錢吧，等一下你還給我。」然後我就用這些錢

買了一瓶水。我很佩服他大方的性格。 

  諾恩雖然年紀小，卻樂於助人，而且很大方，我真的要向他

好好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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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人記人記人記人篇篇篇篇 

4A 羅渃喬 

《我的爸爸》 

  我的爸爸──是我的很有愛心家人，也是我的好榜樣。我們

經常一起聊天。 

  爸爸個子較高，臉上有一雙有神的眼睛，令人精神一端。他

還有一臉神氣的樣子。 

  爸爸是一個很有愛心的人，他每晚都很晚才回來。雖然他很

晚才回來，但他都幫我細心檢查功課。我十分感激他在很晚的時

候幫我檢查功課。 

  爸爸除了是一位很有愛心的人，他都是一位非常公正的人，

每次當別人發生誤會，他都會解決問題。有一次，我和堂姐在堂

姐家裡欣賞她新買的金魚。在我們玩耍的時候，我不小心弄掉了

魚缸，堂姐十分生氣，但我一直不承認，所以就爭吵起來。爸爸

聽後，就和顏悅色跟我們解決問題，最後我們便沒有爭吵起來。 

  我十分欣賞爸爸是一位很有愛心的人和是一位公正的人，所

以我決心要跟我的好爸爸一起做個很有愛心和公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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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人記人記人記人篇篇篇篇 

4A 陳鶴軒 

《我的班主任》 

  我的班主任是李韋璇老師。她主要教電腦和數學科。我常常

一遇見她，就跟她打招呼，她也報以微笑。 

  李老師長得高高的，樣子漂亮，臉上掛著開朗的笑容，給人

有一個親切和藹的感覺。 

 李老師處事認真。記得有一次，同學做錯了事，她就叫犯了錯

的同學，她連飯也不吃，直令我敬佩啊！ 

 除了處事認真，李老師也很勇敢。記得有一天，控制器不見了。

大家都很驚慌，但是她勇敢地開投影機的開關，我們也鬆一口氣。 

 李老師，我會跟您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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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記記記物物物物篇篇篇篇 

4A 李盈瑩 

《我的寶物—獎杯》 

  我的寶物是一個獎杯。它是我在考試中拿到了第一名，校長

在週會上頒發給我的。 

  這個獎杯是金杯，大大的。金杯下有一個黑色的托子，上面

有一個金色的牌子，寫著：「純陽小學三年級第一名，三甲班，李

盈瑩」。 

  每當我在考試前兩天看到它，我就會想起以前三年級考試的

努力溫習。我就會立即拋下玩的念頭，專心溫習。希望考試時取

得好成績。 

  有一次，我在書桌前看書，一不小心，碰了一下檯燈。檯燈

有一條繩子連接著放獎杯和獎狀的櫃子，由於我碰了一下檯燈，

所以櫃子被打開了，獎狀都掉了下來，不過，獎杯幸好沒有掉下

來。這件事提醒我不能這麼不小心，做事要看清楚才好做。 

  經過這件事，我學會了做事要小心謹慎，真的要多謝這個獎

杯。我希望下次考試拿多一些獎杯，給這個獎杯做個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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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物記物記物記物篇篇篇篇    

4A 梁思怡 

《我的寶物—錢箱》 

  我的寶物是一個錢箱。它是我的好朋友送給我的。 

  這個錢箱的外貌是兔子。顏色是金色。它有一雙小眼睛；它

有一個小鼻子；它有兩隻長長的耳朵。我覺得錢箱就像一隻能招

財的兔子。 

  每當我獲得零用錢的時候，我都會把錢放進錢箱。每當我溫

習默書的時候，我有時候會看看它，因為它像在給加油。如果沒

有它，我也不知道刻放在哪裡。 

  有一次，我看到了一個玩具，非常想玩具買下來。但是我是

懷疑自己的決定，第一，這樣就會浪費我儲了很久的零用錢，第

二，這個玩具很貴。最後，我決定不買了。幸好我不買，因為這

個越來越貴了。我很快樂，因為我上了寶貴的一課。 

  經過這件事，我知道我們的零用錢可以買，但要買需要的物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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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物記物記物記物篇篇篇篇                    

4A 梁耀翔 

《我的寶物—航天紀念鈔票》 

  我的寶物是一張一百元的航天紀念鈔票，是在今年春節姨姨

給我的利是錢。 

  這張鈔票是人民幣，它的顏色是藍色的，表面印有衛星圖像，

背面印有航天的進化史，還有 2015 的印像。 

  每當我不開心的時候，以前都是整個人悶悶不樂，沉默不語。

但自從有了這張紀念鈔票之後，我便不再發生這些事了，因為我

看了鈔票上的圖案後，便會莫名其妙地開心起來，真感謝這張小

小的鈔票。 

  有一次，我弟弟來到我家玩，我便拿一些玩具給他玩。突然，

他看見擺在玻璃盒裡的紀念鈔票，想拿下來玩弄一下。我怕弟弟

弄壞我這張珍貴的鈔票，便推說玩其它玩具，但弟弟已經向鈔票

伸出了手，我連忙把它搶回來，但不小心把鈔票扯爛了，我便哭

了起來。 

  經過這件事，雖然鈔票已經弄壞了，但我學會了與人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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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物記物記物記物篇篇篇篇    

4A 楊子恒 

《我的寶物—維尼小熊布偶》 

  我的寶物是維尼小熊布偶，是我五年前的生日禮物。 

  這個公仔是黃色的，大大的，大得像我五歲時的身形，很像

一隻真的維尼小熊，大大的眼睛配龐大的身形非常可愛。 

  每當我傷心時，它在我的身邊陪著我；我害怕時，它溫柔地

擁抱著我；我憤怒時，它會逗我開心，是我最珍貴的玩具。 

  有一次，我起床時，發現小熊布偶不見了，我很焦急找遍全

屋。都找不到，我的眼睛充滿了內疚的淚水，突然，頑皮的弟弟

把小熊布偶放在我的腳，我非常開心，多虧弟弟那敏銳的觀察，

我可找到它。那一刻，我絕對不會忘記。 

  經過這件事，我學會了要認真地找，不要粗心大意，雖然爸

爸把它丟了，但我和小熊公仔的時刻，會永遠深印在我的腦海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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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寫作篇創意寫作篇創意寫作篇創意寫作篇    

4A 黃馨儀 

  有一天，有一位女士亂過馬路，突然有一輛車風馳電掣地行

駛過來，那位女士立即大叫：「救命啊！救命啊！」有一位超人飛

快地跑過來，把車托起，對著司機說：「你這個逃犯，值得懲罰！」

但當超人對著那輛車裡的司機說話時，才發現自己托錯車。超人

立即把車拋到地上，忽然有個警察向超人說：「你這個樣子像殭屍

一樣的超人給我下來！我要拘捕你，你把這車和這位司機都弄到

傷了！」其實超人是被冤枉的，但是他把車弄到地上還真不對。

一天後，超人說出真相，不過警察就哈哈大笑地說：「那傢伙早就

被我捉到了。哈哈…」超人頓時呆了。三個月後，超人一樣見到

逃犯，和以前一樣把車托起，對著司機說：「你這個逃犯，值得懲

罰！」但當超人把逃犯帶到去警局時，不小心撞到牆，超人、逃

犯和車一起掉到地下，然後死掉。一小時後，有很多警察來到了

現場，頓時覺得這超人挺無聊，因為超人臨死寫了幾隻「不要冤

枉我了！」 

                                        刋登於第四十三期 

                                       《小學生文藝月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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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寫作篇創意寫作篇創意寫作篇創意寫作篇    

4A 楊子恒 

 有一天下午，一位女士在亂過馬路，突然一輛飛快的車衝過來，

這位女士很害怕。 

 突然，一位英勇的超人現身，超人說:「不用擔心，我會解決。」

超人拿黃色車飛到一邊無際的天空上，司機大喊:「放我下去!」 

 超人把黃色車送去一間無人屋，司機說:「超人，我不是惡意的!

只是我煞不到車，車行駛得太快了!」超人把司機送回城市裏，「謝

謝你饒了我!」司機答，超人對漂亮的女士說:「女士，你不應該

亂過馬路，否則會釀成嚴重意外!」「我知道了!」女士回答。 

  這一個故事告訴我們要小心過馬路，俗語說 “安全第一”意思

說安全是第一，不要因為趕時間或其他事情亂過馬路，要認真想

一想這種做法是不是安全的，希望你們可以經過閱讀這個故事，

改善你們的壞習慣(如果你們有這種習慣)，人人自然會安全。小

朋友們，你們覺得怎樣? 

刋登於第四十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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