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言
 

　　放學了！由學校到家門，看似是一條不變的平凡
路，但其實卻每日都有新奇事。而且，同班同學就算一
起上課，但放學鐘聲過後，便各有奔忙，各有故事。今
期的《童一枝筆》就以“放學路上”為主題，讓大家發
揮想象，一起來創作這平凡路上的不凡故事吧！

　　另外，有一件可喜的事，是今期的作者中，既有大
人也有小朋友――有在職的大學教師、中學教師及小學
教師，也有在讀的博士生、碩士生、本科生、中學生及
小學生，真是非常熱鬧，非常開心。今期這個創作團隊
的跨度及完整度，真是《童一枝筆》有史以來最齊全的
一次。由此可見，在嘗試與碰壁中漸漸成長的《童一枝
筆》，乃至澳門兒童文學，確實是慢慢引起大家的注意
了！這一苗頭，真是可喜可賀啊。

　　在此，衷心感謝各位作者與讀者對《童一枝筆》的
支持及指導，好讓我們成長與受益。文藝創作的道路，

包括在澳門兒童文學創作的路上，從來都是平凡卻充滿
故事的。但因有你同行，路上就總有歡笑。

　　多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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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鈴鈴――＂放學啦！結束了一日的課程，小橋和同學背上書包，快

樂地走出了學校的大門。

“爸爸說今晚會帶我們去吃大餐！＂

“媽媽答應我，帶我去新開的恐龍樂園！”

同學們嘰嘰喳喳地説着自己週末的安排。

小 A 問小橋：“小橋小橋，你呢？你週末要去哪裡玩啊？”

小橋有些失落，因爸媽這週都要加班，心想自己只能在家裡完成作業

了。但小橋沒有回答，只是對着同學們招了招手，說：“我的公交車來啦，

我要回家了，大家下週見！”

小橋抱着書包，在公交車上找了一個位置坐下來。她想，要是公交車可

以變成飛機就好了，這樣自己就可以和爸爸媽媽一起環遊世界了。

小橋想着想着，不知不覺竟然在公交車上睡着了……

“小橋小橋，快醒醒，我們要到站啦。”小橋突然聽見了媽媽的聲音，

可是，媽媽不是還在加班嗎？

她睜開了眼睛，發現媽媽正坐在自己的左側。媽媽對小橋說：“小橋快

別睡啦，我們馬上就要到你最愛的恐龍樂園了！”小橋很奇怪，自己不是在

回家的公交車上嗎？怎麽會要到恐龍樂園呢？她轉頭向窗外看去，嚇了一跳，

自己竟然坐在了飛機上！

這時，一個慈祥的聲音響起了：“小橋小朋友，我可不是一架普通的飛

機哦，我是由公交車變成的超級飛機呢！你看我是不是和平時的飛機不一樣

啊？”

小橋聽到後仔細觀察了一下，這架超級飛機真的和別的飛機不一樣呢！

它的外表還是公交車的形狀，只是多出了兩雙大大的翅膀。飛機的内部不僅

有着又大又亮的窗戶，還有一個遊戲樂園：漫畫書、變形金剛、遊戲機……

應有盡有，這裡真的太棒啦！小橋歡呼地拍手。

奇奇怪怪的公交車
Caro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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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抱住了小橋：“小橋，平時

是爸爸媽媽太忙了，忽略了你，爸

爸媽媽向你道歉，你

能原諒我們嗎？”

爸爸也放下了手裡的報

紙，摸了摸小橋的頭：“小

橋你放心，爸爸和媽媽以後

一定會安排好時間，再忙也

要帶你出來玩玩，不會再讓你一

個人在家了。”

小橋抱住了爸爸媽媽，埋在他們的懷抱裡，覺

得自己此刻真的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小朋友啦。

公交車伯伯的聲音又響了起來：“小朋友要坐好啦，我們要準備降落啦！

目的地――小橋最愛的恐龍樂園！”

突然，叮的一聲，所有的東西都消失了。

小橋揉了揉眼睛，才發現原來剛剛都是一場夢，自己還坐在回家路上的

公交車裡呢。

到站了，小橋背起書包準備下車，她不禁想道，要是夢裡都是真的，爸

爸媽媽能有空陪陪自己就好了。

下車後，小橋在車站看到了兩個最熟悉的身影――爸爸媽媽！“你們是

來接我回家的嗎？＂

小橋的爸爸媽媽分別拉起小橋的手：“是啊，爸爸和媽媽請了假，這週

末陪你去新開的恐龍樂園玩，你不是想去很久了嗎？”

小橋開心極了，她和爸爸媽媽一起，回到了自己的家。

在遠處的天上，有一架超級飛機正在雲彩中。

公交車伯伯的聲音又響起了：“走咯！我們去接下一個小朋友回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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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放學會做什麼？去補習社？上各類興趣班？回家看卡通片？跟男同

學們在公園玩捉人？跟女同學們逛文具店？

這些，都不是我放學會做的事。

爸爸每天都會準時拿着兩個大袋子在校門外接我放學，我每次都興奮地

跑向他，然後幫爸爸拿其中一個大袋子。

我雙手捧着大袋子，裡面是啷啷噹噹的貓乾糧和貓罐頭，其實挺重的，

但想到等會可以看到貓貓們，便覺得很開心。

我們有一條固定的餵貓路線，先是青洲的山邊，然後是青洲水廠旁邊的

空地，再然後是我最喜歡的鴨涌河公園，因為我可以坐在草地上跟貓咪玩。

我負責排好碗子，爸爸負責放貓糧。

有的貓貓食飽便鑽入草叢離開，有的會躺在草地上舔毛，有

的會把頭蹭向我的小腿，有些會要我抱起牠玩飛高高。

爸爸總會在這個時候對我說︰“城市的發展讓地球上很多動

物都缺少了生存空間，我們應該為牠們付出一點。”

其實，我一向都不太明白。

直至，那天黃昏。我如舊跟貓咪在草地上玩時，看到爸爸在

不遠處向我招手。我興奮地跑過去，但爸爸皺着眉，用食指放在

嘴唇中間，示意我輕聲一點。

我躡手躡腳地來到爸爸身邊，然後朝他眼神的方向望過

去，是小花，牠……正在樹叢生小貓！

有一隻全身黏答答的貓寶寶在小花身邊，小花用舌

頭不斷舔貓寶寶的頭。那隻還未開眼的小貓咪不斷喵喵喵

叫着，很可愛啊！

我專注地看着，然後小花肚子一縮，第

二隻貓寶寶咚的出來了。但小花卻突然暈倒，

照顧貓咪的使命
黃耀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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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動不動。

爸爸立刻除掉外套，把衣服遞向我，說︰“你幫我把小花和兩隻小貓咪

抱到公園門口，我把車開過來。”

看着爸爸跑走了，我也立刻轉身，小心翼翼地把小花和兩隻剛出生的小

貓，用爸爸的衣服裹起來抱在懷中。我抱着牠們快步走向公園門口，爸爸的

車也剛來到了。

我坐在私家車內輕聲地喊着小花，但懷中的牠仍是沒有反應。推開獸醫

診所的玻璃門，小花牠們被醫生接入了診室。我踮高腳尖，想從診室的小窗

望進去，但什麼都看不到，我的眼眶紅了。

爸爸撫着我的頭說：“一定會沒事的。”

我在走廊來回踱步，回來踱步，回來踱步，回來踱步……

醫生終於拉開了診室的門，我立刻衝向小花，小花醒了，旁邊有四隻貓

寶寶。醫生蹲下來對我說︰“幸好你及時帶牠們過來，貓媽媽及貓寶寶都平

安。”

我的淚水，終於湧出眼眶。

那天之後，我問爸爸可否陪我到更多地方餵貓。然後，每日的放學餵貓

路線，就由原本的三個地點，變成了四個，再變成了五個、六個……餵貓的

時間越來越長，於是我便利用小息的時間做功課和溫習，也戒掉了追看卡通

片的習慣。不過，這些付出都是值得的，因為照顧貓咪是我的使命。

學多一點點：什麼是 TNR 計劃？

　　流浪貓狗太多會引起很多問題，而 TNR 就是盡可能把一個地區的流浪貓

狗捕捉，施以絕育手術後，再放回原地區。簡單說，即是希望通過減少流浪

貓狗的數量，以達到減少社會問題的活動。

　　TNR 是英文 Trap( 捕捉 )、Neuter( 結紮 )、Return（回置）的縮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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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胡世明，是愛德中學的初二學生。因為我個子小，同學們都叫我細

明。我的爸爸是醫院的主治醫生，媽媽是大學教授。一定是遺傳的關係，我

很聰明，上課不用聽書，下課不用溫習，可以經常到處遊玩。

不過， 今天一放學我可要馬上回家，爸媽說好了會早點回家，要與我

慶祝生日呢！

我正要走出學校大門時，卻被大鈍老師叫住了……

大鈍老師很關心學生，對我特別好。他原名何德

敦，為人和藹可親，年紀不算很老，頭髮卻花白，身材

高大肥胖，行動遲緩，同學們在背後叫他“大鈍”老師。

他卻不介意，更以詩自嘲：

江南除夕賣痴呆，巷陌聞聲笑口開。

我有痴呆偏不賣，他生還轉鈍胎來。

大鈍老師在校門等我，一定是與我最近作弊

的事有關。其實我作弊純粹是為了好玩――物理測

驗題目很淺，我很快做好，便把答案“通水”給幾

位同學，既好玩又可以幫助朋友呢！我知道大鈍老師

已經向一些同學查問作弊一事，現在終於找到我了！

大鈍老師慢慢地說：“細明，我今天要家訪，到你

家見你的媽媽。我們一起走吧！”這次麻煩了，一定不

可以讓大鈍老師見到媽媽，否則她知道我作弊，一定

會很生氣！其實，近日爸爸一再告誡，媽媽身子不好，

不能受任何刺激。

我面露難色的說：“老師，對不起！媽媽剛

好不在家。”

大鈍老師溫和地說：“沒問題，家訪就是要去

放學路上的生日禮物
彭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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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家看看，媽媽在不在都沒關係。”

我一向口齒伶俐，應對如流，這次卻心慌了，不知如何

回答。之前大鈍老師知道我放學後在外面遊玩不回家，要見

家長，我推說爸媽都工作很忙，所以他們請舅父作代表見老師。

如果老師見到爸媽，我之前的謊言一定會被拆穿，到時肯定免不

了挨爸爸的一頓胖揍！

我正想推說今天有急事然後馬上溜走，大鈍老師卻突然

把一個袋子塞到我懷裡，請我幫他拿着。我本想推搪，可低

頭看了眼這袋子，卻發現是個很可愛的小狗圖案的袋子，

總覺得看上去很熟悉和溫馨，好像在哪裡見過，但又一下

子想不起來。猶豫間，大鈍老師已經逕自向前走向校門

口。這次逃不了，我只得跟上去。

大鈍老師慢慢地走出校門。我見到他的高大背影，不

期然感到畏懼。

我們一邊走一邊談，聊了不久，我就想出法子阻止大鈍

老師到我家――謊稱媽媽有精神病，這樣老師就不敢來我家

了！

我面帶憂傷地說：“老師，不瞞您，我的媽媽是精神病

患者，有嚴重的抑鬱症，要長期服藥，不能受刺激的。”

大鈍老師眼神充滿同情，滿懷感觸地說：“我明白的。以

前我讀大學時，有位學妹患有抑鬱症，也是長期服藥，很易受刺

激。”

“她受刺激了會怎樣？”我忍不住問。

“她會情緒失控，做出自殘的行為，更會有輕生的念頭，要送院

留醫。當年她只能斷斷續續地上學，但她很聰明又好學，所以病情沒

影響學業，更以第一名畢業呢！”

“我媽媽情況更差，近來情緒很低落。她很關心我的學業，

如果知道我在學校出了什麼事，精神病便會發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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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我們前行轉彎，眼前已出現我住的大廈。原來，我們邊說邊走，

不經不覺，已經快到家門了！我心頭一驚，便懇求大鈍老師：“求老師不要

來我家！”

大鈍老師停下腳步，眼神堅定，很認真地說：“細明，上次物理測驗，

你串通三位同學作弊，暗地裡把答案傳給他們，還收了他們的錢作報酬，這

是嚴重違反校規的行為。”

原來大鈍老師已查明情況，我啞口無言，頭低了下來。

大鈍老師繼續說：“細明，你知道這事有多嚴重嗎？五年前，有位高三

學生，成績優秀，考上了幾所著名大學，卻因為在大學入學試中像你一樣串

通其他同學集體作弊，結果給學校開除，不能升讀大學。”

大鈍老師要追究我，我這次完蛋了！我很後悔，不知說什麼好。

忽然間，大鈍老師望向前方，眼神流露關切擔憂之情。我循他視線望過

去――哎呀，爸爸正扶着媽媽下車，慢慢地走向我們的大廈！

我慌得要死，怕爸媽見到我，便急忙轉回拐角處躲起來，老師也回身走

過來。我不知所措，拉着老師的衣角，害怕得哭了出來：“老師，我知錯了，

我真的知錯了……求求老師，求求老師，不要到我家！”

老師眼神流露寬恕之情，溫和地說：“細明，我知道你是個聰明的孩子，

你以後要潔身自愛，遵守校規，不再犯事。”我不住點頭：“老師，我以後

一定遵守校規，一定不再犯事！”

當我抬頭看着老師時，見到老師清澈的眼神中帶有淚光，滿是關懷愛護

之情。

正當我不知道說什麼好的時候，老師輕輕拍了拍我的肩膀，然後與我道

別，轉身慢步走開。我見到他的高大背影，感到無比感激。

呆了一會，想起手中仍拿着老師的袋子，便高叫：“老師，您的袋子！”

老師轉頭回來，眼神溫馨，微笑着說：“是送給你的生日禮物。”然後

便離去了。

老師對我這麽好，我感到很慚愧，看着老師慢慢走遠，眼中再次流出淚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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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時，只見爸爸神情凝重，一言不發。媽媽躺在床上，左前臂上包

紮着繃帶。她目光無神，表情沮喪，說話有氣無力，斷斷續續地說，身子很

不舒服，剛去看了醫生，吃了藥很累，這幾天都要在家休息，二姨和三姨會

輪流來陪。

媽媽見到我拿着袋子，問是誰人送的。我把袋子遞給她，說是何德敦老

師送的生日禮物。我話音未落，卻見媽媽眼中露出光采，滿臉感恩之情，很

流暢地說道：“何老師是我大學時的學長，當年我生重病，痛苦不堪，全靠

他長期照顧，又得他指導學業，我最後不但可以畢業，還考了第一名。畢業

後，他在外國工作，我們多年沒見。聽說他今年回澳工作，沒料到竟這麽巧，

他當上了你的老師！”

我心頭一震，原來老師當年幫助的學妹就是媽媽！

媽媽從袋子中取出禮物，是用精緻相架鑲起的聘書。我竟然被老師聘為

義工小老師，為同班成績較差的同學補習！媽媽面上露出難得一見的笑容，

讚我熱心助人，摸着我的頭說：“何老師很有心，你小時候，他每年寄給你

生日禮物，都是用這個小狗圖案的袋子裝的，你記得嗎？”

我恍然大悟，原來老師在我小時候已經很愛護我，回澳任教時便知道我

的身份，並一直用心引領我做個好學生。老師，很感激您給我改過自新的機

會，這真是我最珍貴的生日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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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鈴鈴……”

放學的鈴聲剛剛響起，我就和小夥伴們一起走出教室。放學回家這段時

間是我們一天中最快樂和自由的時光，自然是一刻都不能浪費。

剛剛走出校門，小胖就鑽進了車裡。他的爸爸來接他去上補習班，為此

他沒少抱怨過，之前還有一次他偷偷從學校的後門溜走，結果第二天他回來

的時候臉上腫得很高。自那以後，他再也沒有說過不想補習這樣的話了。不

過，我們都很清楚他內心有多不情願，好在爸爸媽媽覺得我學習不要太辛苦，

我才不用和小胖一樣，每天放學還要進入另一個學堂。

送別了小胖，我們的腳步不由得加快了幾分，因為前面不遠就是我們放

學後的“秘密基地”了。在澳門有很多的公園，我們放學的時候因為大人們

還沒有下班，這些公園就成為我們的天下！每天都會有很多同學聚在公園裡

遊戲，我們也需要儘快趕路才能搶佔到有利的位置。

今天的運氣並不是很好。我們到了之後，發現經常玩耍的地方已經被高

年級的同學佔領了，我身邊的小夥伴都非常的失望。我倒是開心了不少，因

為這樣我就會有更多獨處的時間，也可以去自己的“小世界”多玩一會兒了。

我的“小世界”其實就是從公園到家裡的一小段路。這條小路非常

的安靜，放學路上這裡往往只有我一個人，我覺得在這段路上，我就像是

小王子步行回小星球，所以我一直都在暗地裡叫自己是澳門小王子。

看到高年級的同學們已經捷足先登，小夥伴們都有些掃興，只三三

兩兩地玩了起來。同學邀請我和他們一起玩，不過我謝絕了。我一個人背

着書包離開了公園，不過我並沒有第一時間回家，而是去了另一個方向，

因為我還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

“奶奶，來一份蘿蔔！”

“好嘞！”

因為我是這家店的老顧客，所以我和奶奶之間很有默契，她看到是

澳門小王子放學路上
陳康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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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直接就開始幫我料理了，而我則目不轉睛地盯着奶奶的雙手。在我等待的

時候，我最喜歡的就是數奶奶會在鍋裡加上幾塊蘿蔔，如果蘿蔔是偶數的話

我會開心一整天，或許這就是我這個天秤座對平衡的執念吧。

“一、二、三……”隨着奶奶一塊塊地加入蘿蔔，我的心也越跳越快，

“六、七……”，當數字定格在七的時候，我難免有一些失落。接過蘿蔔的

時候，奶奶似乎看出了我的失落，而她的笑容也變得更加開心，我不由得懷

疑她是不是已經發現了我的小秘密，畢竟最近蘿蔔的數量總是單數。

好在我內心的鬱悶很快就被美味的蘿蔔一掃而空，坐在街邊的長椅上吃

蘿蔔的時候，我最喜歡的就是觀察街上來來往往的行人，那些人們的穿着打

扮和長相也是各不相同，更有趣的是他們說的話也是不一樣的。雖然我聽不

太懂，不過感覺很有趣。爸爸曾經和我說，有很多不同國家的人會來澳門旅

遊，我明白什麼是旅遊，不過不是很清楚什麼是不同的國家，想必他們一定

都來自很遠的地方吧。

吃過了蘿蔔，我小跑回家，進入那條小路之後，我放慢了腳步，開始享

受屬於自己的時間。可能是因為剛剛下過一場雨，空氣變得非常的清新。我

坐在路旁，拿出剛剛剩下的一些蘿蔔放在了路旁的草地之上。很快就有幾個

蝸牛探出了頭，牠們可是我的親信，在這裡除了我，也就是牠們的地位最高

了。

不過很快我發現事情不對，因為蝸

牛的數量明顯少了不少，於是我開始在附

近的草叢中翻找，可是一無所獲。就在這

個時候天上傳來了幾聲鳥鳴，我心下一

慌，難不成我的寶貝蝸牛都成了鳥兒的腹

中餐。最可氣的是我在小路上看到有一些

鳥糞。想到這些可能是蝸牛們變成的，我

不禁悲從中來，我也在內心做了一個決定：

下次少留一些蘿蔔就可以了。

看着蝸牛把地上的蘿蔔吃的乾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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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天色也在不知不覺中暗了不少。我趕忙站起身拍掉身上的塵土回家，因

為再耽擱下去，回家免不了要被媽媽批評。每到這個時候，我都會覺得頭痛，

因為回家我又要面對很多的作業，而且第二天還有學不完的課程，好在我還

有自己的這方小世界，讓我每天都有所期待，期待回家的路上會有更多的精

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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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老師，我不敢再在上課時睡覺了。”

　　“呂同學，都第幾次上課睡覺了，你告訴我是什麼原因？”

　　熙仔沒有回話，因為他知道自己不是為了玩手機，又或者看漫畫，而是

英語實在太沉悶了。那些英文就像蟲仔一樣在他腦內打結又打結，雖然他已

經很用心，但睡魔就是不放過他。

　　“還不回答？”

　　“我……”

　　他心裡默唸：“若現在上帝能打救我就好了。”

　　或許上帝聽到他祈禱，熙仔發現在他身邊的一切都停頓了。你們不明白？

就是人們說的時間停頓，所有人和物都靜止了。

　　熙仔面對這變故，嚇得大叫了起來：“王老師，王老師！”見老師沒反應，

又去喚淑平同學，但無論是叫也好，是喚也好，所有人都無動於衷。正在徬

徨之際，一道強光出現在他身後。熙仔馬上回頭，一個打扮古怪的人就這樣

出現了。

　　“你是誰？”

　　“我，對，還未自我介紹，我是消滅勤奮勇氣於未然讓世界生活更快樂

協會的幹事。”

　“什麼幹事？幹什麼事？”

　“不，我是消……算了，以你的天賦是沒可能記下的，不過不打緊，正正

由於你有此潛質，所以你可以獲得一次特別邀請。”

　　“特別邀請？”

　　“對，特別的邀請。”

　　“見宇宙戰隊？”

　　“他們在打怪獸，哪有空見你。”

　　“那……”

奇遇
顢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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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帶你回到過去，去見利瑪竇。”

　　“哦，利瑪竇……他是誰？”

　　古怪人吃了一驚：“你在利瑪竇學校讀書，也不知道他是誰？”

　　熙仔不好意思地低下頭。

　　誰知古怪人竟高興地說：“你果然是天才，未來你在協會可大有前途

呢！”

　　“這是稱讚？”

　　“當然。雖則你天資很好，但也要通過考核，讓我看看……”古怪人翻

着電腦，“對了，1582 年利瑪竇在澳門學習漢語。接着他代管學校，一面學

習中文，一面實踐天父的道理。後來利瑪竇掌握了中文後便去到肇慶傳教。

這裡有個關鍵點，就是他一方面要管理學校，一方面又要學習中文。他覺得

語言非常困難，故內心猶豫是否應該放棄。”

　　“那我的任務是……”

　　“當然要他放棄啊！你要讓他明白不用勤奮不要勇氣，只需開心地活。

好了，你現在出發吧！”

　　熙仔沒來得及說話，“噔”的一聲，已來到一個陌生地方。

　　“天啊！你這孩子從哪裡來的，難道是天使？”

　　“我，我想是吧！”

　　“一定是，你在我最徬徨的時候出現，一定就是小天使！對了，小天使，

請你替我解開心中的疑惑吧！”

　　“你說。”

　　“是這樣，因為中文實在太難了，我怕我難以勝任呢！”

　　“對啊，中文是很難的，其實只要是人去學習其他地方的語言都很難。”

　　“但我應該放棄？那我就不能遵從上帝的旨意，在這遠東的地區傳教了，

我只有返回歐洲去。”

　　“其實那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你處理不了，將來自有人來處理。”

　　“但……”

　　“相信我吧！我可是小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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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後古怪人非常滿意，但他說為了確認成果，會於一週後再去見利瑪

竇。

　　時間回復正常，熙仔高興地跟淑平說：“我做了件了不起的事。”

　　淑平疑惑地說：“什麼事？”

　　“我幫了人，令他不需要過艱苦的人生，最重要的是不用去學習了。”

　　“熙仔，你不知道嗎？有時人過得艱苦也是一種磨練，或許學習是辛苦

些，但辛苦過後才會感到豐收的喜悅。其實只要勤奮，再加上勇氣去克服困

難，美好就在前方，這不是我們利氏學校的宗旨嗎？”

　　“淑平，我們是利瑪竇學校呢！”

　　“利瑪竇是誰？什麼利瑪竇學校？”

　　忽然一陣涼意從熙仔背上升起，看來他是改變歷史了！

　　這時，他記起老師的一席話：“利瑪竇在國內傳佈教義外，還利用中文

介紹西方的天文、地理、算術等學科，亦設立病院，為人治病。”

　　“天啊，我把這一切都抹去了。”

　　好不容易待到一週過去，熙仔又來到利瑪竇面前。他還沒來得及說話，

利瑪竇已搶着說：“小天使，我不快樂呢！”

　　“很好，其實這不過是天父給你的考驗，你要用勇氣和勤奮去克服前面

的困難，最終你一定會成功的，甚至未來在澳門還有學校會以你命名。”

　　“學校？命名？”

　　一道強光又再次出現，古怪人失望地說：“你不合格了。”

　　熙仔笑着說：“我知道，但我未來合格了。”

　　又一道強光，好像什麼事也沒發生過。老師說：“呂同學，你又……”

　　熙仔已搶先說：“老師，我向你保證，我會用勤奮和勇氣去糾正我的過去，

我知道自己要走的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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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尾巴”出現在這個鎮上已經有一些日子了，可沒有人能說清楚他到

底從哪兒來，將來要去哪裡。關於他身世的傳言，小鎮上的人倒是默認了這

個說法：臨近除夕夜，賣酒的許老伯收攤後急匆匆往家趕，經過一片蓮花池

時發現“小尾巴”正坐在滑溜溜的大荷葉上，向水裡的胖鯉魚做鬼臉。心善

的許老伯見他肉呼呼的坐在荷葉上滑來滑去，擔心他太頑皮摔到水裡去，連

忙俯在池邊，着急地喊到：“哎呀！小心點！別掉水裡去！” “小尾巴”聽

到喊聲，朝老伯望去，說來也奇怪，雖然是第一次見，但他卻像見了家人一

樣興奮極了，匆匆忙忙朝胖鯉魚道了別，“咻”一聲飛到了許老伯肩膀上。

　　喔，“小尾巴”會飛啊！他圓呼呼的，渾身雪白，圓溜溜的腦袋上長着

一根四葉草。飛行時，四葉草就像直升飛機的螺旋槳一樣動力十足，行走時，

他腦袋上的四葉草還會自動收起來。他形狀像蝌蚪，尾巴會亮，暗夜裡一閃

一閃的，好像落在凡間的小星星。

　　“小尾巴”有一個神奇的工作：陪不開心的人回家！

　　說來真奇怪，他總能找到小鎮上難過低落的人。每當找到那些傷心的朋

友，“小尾巴”便會亮起一閃一閃的尾巴燈，或是走在他們旁邊，或是跟在

身後，或是停在肩膀，就這樣靜靜陪伴着他們平安回家。

　　鎮上有個女孩叫菁菁，她不太喜歡說話，總是獨來獨往，在學校裡一個

可以聊天的朋友都沒有。她不是不想交朋友，可總是不知道怎麼主動開口 , 

因此她也很苦惱。聞到秋天的桂花開了，她多想有一個可以分享的好朋友，

告訴她這個香味甜甜，好似上週吃過的彩色糖果。看見暖陽裡翩飛的蝴蝶，

她多想有人可以一起發出“哇喔”的歡呼。她上週去動物園看河馬刷牙，餵

長頸鹿吃胡蘿蔔，還哄了一隻考拉寶寶睡覺。這些有趣的事，她都想和小夥

伴詳細地說！可是呢，左看看，右看看，身邊竟沒有一個小夥伴可以分享。

菁菁越想越難過，越想越難過，就坐在公園的桂花樹下傷心地哭起來。“小

尾巴”聞到了菁菁的孤單和難過，“咻”一聲飛過來，輕輕地落在小姑娘身邊。

“小尾巴”陪你回家
沙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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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尾巴”不會說話，他眨着大大的眼睛，搖晃着滑溜溜的腦袋，尾巴

上的燈，跟隨着他身體的搖擺一閃一閃亮起來。菁菁好奇地看着“小尾巴”，

眼淚悄已悄地乾了。她把所有想說的話都一一與“小尾巴”分享，心裡一下

子舒坦了很多。“小尾巴”伸出了腦袋上的四葉草，左三圈轉轉，右三圈轉轉，

逗得菁菁哈哈大笑。“小尾巴”咻地飛到半空，彷彿在說：“菁菁，擦乾眼淚，

該回家囉！”於是菁菁隨手撿了幾粒掉落地的桂花，拋灑在空中，彷彿在和

那個孤單的自己說再見。“小尾巴”一會兒飛到菁菁的頭頂，一會兒跟在她

的身後，直到她安全到家才咻地消失在暗夜裡。

　　如果你很難過很無助，請不要覺得地球冷冰冰，因為只要你在心裡輕輕

喚一聲“小尾巴呀小尾巴”，他就會咻地出現，並亮起尾巴那盞獨一無二的

燈，陪伴你保護你，直到你安全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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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註定是不平凡的一年。因新冠疫情影響，學生未能如常回校

上課。這段時間，對於某些學生來說，是一個勤奮學習、把成績超越其他同

學的好機會。但對於初三學生小明來說，天天在家上網課，卻是一個打遊戲、

衝遊戲成績的大好時機。

今早的小明，又像往常一樣在家中，與好“機”友小包一起連線打遊戲。

在經過不知多少次的失敗後，他們終於迎來第一個勝利。小明原本抱着再接

再厲、越戰越勇的心態，想與小包繼續玩下去時，卻被小包以要努力學習為

由拒絕了。雖然對好友小包這反常的行為感到奇怪，但在一番勸說下，小明

看見對方還是堅持要去溫習讀書，便決定自己“孤軍奮戰”地繼續打下去。

時間不知不覺地來到早上的十一點多，小明母親在客廳，看見小明還沒

出來吃早餐，便對着房裡的他喊道：“喂，明仔，十一點幾啦，還不出來吃

早餐？”

“好啦，做完這道題就來。”小明仍是低頭打機，卻謊稱在做功課。

聽到小明這樣說後，母親心生疑惑地走進小明的房間，站在他身後，拍

了拍他的肩膀。小明沉醉在遊戲世界中，並未意識到他的母親就在身後，不

耐煩地說：“好啦，做完這道題就來。”

就這樣靜了幾秒，小明突然醒覺，猛然回頭，眼見母親站在身後，嚇了

一跳。見謊話被拆穿，便慌張地解釋：“我……剛剛做完，便打一局放鬆一

下。”

小明母親當然不相信，責罵小明偷懶打機和講大話，最後高聲說：“手

機可以當早餐嗎？快出去吃早餐！”小明給罵得低頭不語，只得走出客廳，

在飯桌前坐下，但他仍繼續用手機玩遊戲。

母親在小明走出房門後，檢查他的東西，發現他工作紙沒做過，網上課

堂沒有登入。母親氣上心頭，向客廳方向高聲質問：“季……明……希，你

不要跟我說你整個早上就是打機，什麽也沒做過！”

機不可失
彭開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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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小明全沒回應，母親便走出房間，竟然見到小明又在打機，便很生

氣地說：“你再玩遊戲，我便沒收你的手機！”聽到母親這樣說，小明終於

停止打機，低聲抱怨道：“沒收手機，又是沒收手機，整天總是用沒收手機

來嚇我。你以為我怕您嗎？我只是怕我的手機見不到我會不開心――這叫機

不可失呢！”

聽到兒子在絮絮叨叨，母親回道：“這麽小聲在講什麼？什麼機不可失？

快點吃完早餐去做功課啊！”

“唉，怎麼又是吃粥？”小明拿起湯匙在粥中攪動，不滿地說。

“你前日脫了牙，不吃粥可以吃什麼？”

“我知，可是這粥真的不好吃啊！”

“鹹瘦肉粥怎麼不好吃？快點吃完去溫習啊！”

這時，母親電話鈴聲響起。是上司來電，說同事之前交的建議書太差，

已經辭退他，要求母親重新做過，明天早上要交給客户。母親神情緊張，因

為公司最近生意很差要削減大批員工，如果自己做不好建議書，可能會被辭

退！母親掛電話後，馬上取出電腦，在大廳工作。

不一會，母親電話鈴聲再次響起，她以為是上司又有什麼緊急指示，很

緊張地接電話。原來是小明的班主任陳老師打來。陳老師說小明缺席了幾堂

網課，而且連續兩天沒交功

課。母親不斷說對不起，還

為小明開脫，說他近來牙痛

影響學習，前天脫了牙後很

不適，她會提醒他補交功課

的了。

母親放下電話後，望

着手機嘆了一口氣，邊走進

小明房間邊大喊：“季……

明 …… 希。你 到 底 做 什 麼

的？怎麼不上網課？連續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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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沒交功課！”當她進入房間，看到小明又在看手機，便很生氣，一口氣地

大罵：“你又在看手機，又不做功課。你看其他同學，人人用功溫習讀書，

你呢？你沒用的，只懂得看手機！你究竟想怎樣？真是‘生件叉燒都好過生

你’！季……明……希，我跟你講最後一次，再讓我發現你沒做完功課便看

手機，就立即沒收你的手機！”說完母親便是氣沖沖地走出房間。

小明不得不收起手機，開始做功課。但他因為之前荒廢學業，不懂得做，

因此拿出手機請教同學。這時，母親認為剛才罵得太兇，怕傷了小明的自尊

心，便再回到小明的房間，打算與他說對不起。可是，她卻看到小明竟然還

在看手機，便很生氣地說道：“季……明……希！才走開一回，你又在看手

機！手機給我！”小明很不忿地反駁：“我只是用手機在問同學功課，為什

麼不可以？”

“問功課？今早這麽多時間你不問？總之，手機給我，你做完功課才可

以取回。”

“我沒手機又怎樣做呢？”

“你兩個月以來，日日打機，常說什麼機不可失。你想機不可失嗎？哼，

手機給我！”兩母子情緒激動，爭吵得很激烈，結果母親強行把兒子手機拿

走了。

翌日，深夜一點半，小明想趁母親睡覺時，偷偷地拿回手機打一兩局遊

戲。當他走到客廳時，卻見到桌子上，媽媽的電腦開着，另有一大堆文件――

媽媽一定是連夜趕工了！可是，小明在大廳見不到媽媽，只聽到廚房有聲音。

小明走過去，見到媽媽在廚房做菜，心想：“媽媽未睡，不能取回手機

了！”

小明盤算着，感到很失望，唯有回房睡。可是，他轉身時，手臂擺動，

手錶碰上花瓶發出聲音。母親聞聲轉身，正好與小明四目交投。小明急忙地

說：“我……我出來去洗手間。媽媽，您這麽晚在做什麼呢？”

母親聞言回道：“上司要我趕起一份建議書，明天一早要交，我一直做

到現在還未做好。剛想起你嫌鹹瘦肉粥不好吃，現在便煮雞粥，希望你多吃

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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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原來是這樣，媽媽，辛苦了！”媽媽這麼辛苦工作還記掛自己

的早餐，小明很感動。母親以為兒子做功課這麼晚又過來關心自己，心裡感

到安慰，心平氣和地說：“明仔，我很擔心你終日沉迷打機，無心向學，將

來一事無成。我本來應該好好地勸你，但每次見你打機，便忍不住大叫大罵，

希望你不要怪我。”

小明覺得很不好意思，便坦誠地說：“不會……是我不對。媽媽，對不

起！我不應該日日打機，辜負你對我的期望。我決定，從今日開始我要用功

溫習，努力向上！”

“明仔，這才是好孩子！就快畢業啦，趁這幾個月，讀好書，才是機不

可失啊！”

“媽媽，我明白啦！”

2020 年，註定是不平凡的一年，小明在疫情期間，真是機不可失，努

力用功，學業突飛猛進，最後更取得了“成績進步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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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位平平無奇的女中學生，在一間平平無奇的中學，度過平平無

奇的一天。一如既往，我在多個鬧鐘聲中醒來，穿着運動服睡醒的我不慌不

忙的洗漱完，連早餐也不吃便出了門口。經過公園旁，習慣性地和公園伯伯

點了點頭便快步趕回學校。上課鐘聲響起，同學們的躁動聲也隨着老師漸行

漸近的腳步聲而消停下來，我也開啟了我的造夢之旅 ......

牆上的鐘滴答滴答，老師一個接一個地進來又離開，時間也一點點地流

走。就這樣，鐘聲再次響起，又一天完結了。放學鐘聲把我拉回現實，原本

坐滿學生的課堂也突然變得冷清，每個人都各自奔波自己該完成的事，而我

放學後的生活就平凡得很了。放學路上，我在想今晚的晚餐該是自己煮還是

叫外賣好，經過公園，又習慣性地看一看長椅上的伯伯，只是，今天是難忘

的一天，我永遠不會忘記 .......

公園長椅上坐了一位身穿破衣又看不清臉的婆婆，她不高卻又充滿神秘

感，像極了童話故事中的巫師。她就那樣直勾勾的盯住我，我下意識地避開

那詭異的眼神，快步離開。然而，她好似早早就在那等着我的出現般，我一

回頭看，再轉身，她早已出現在我眼前。“你是不是很厭倦現在的生活？想

回到過去或去到未來？”這時，我明明是想說不要了，不要了，但我好像被

那巫師催眠，點了點頭就昏睡了過去。

再睜開眼，是那熟悉的地方，我看了看旁邊，是我小學的閨蜜。她神情

緊張地向我打眼色，然後一聲吆喝。向前一望，原來是我小學最討厭的李老

師指住我的頭一直囉哩囉唆，看來我又不知道做了什麼“了不起”的事。豎

起耳朵仔細一聽，原來我一腳把鞋踢飛上天花板，打穿了一個大咕窿。的確

是挺嚴重的，怪不得李老師氣得不輕。我不合時宜地笑了一笑，可是這一笑

過去與未來
造夢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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徹底打破了李老師僅有的理智。她一把扯起我的衣領，把我從教務處帶到六

年級的課室，想削弱我的自信心，很可惜，我這可是一“壯舉”的行為啊！

高年級的同學知道後都無一不為我送上佩服的掌聲。

這一戰我取得了勝利，我成功把李老師從神壇上拉下來，那一年，我可

是小學名人，沒有一位小學生不認識我的大名。因為 ...... 她在處理同學為

我鼓掌的混亂場面時，我竟趁空隙逃走了，這時，李老師也來不及顧忌她老

師的儀態，宏亮的一聲，雖帶些沙啞，卻讓整條走廊都迴盪着“陳小美，你

給我站住”的喊聲，她老師的形象算是徹底被我給毁掉了。看來她是時候要

使出殺手鐧――把我的母親大人叫來訓話，罵我我聽不進去，就換我的母親

來罵也是真的夠卑鄙了！

很好，這殺手鐧果然很奏效，我確實換來了一頓毒打。

這一年，我和她爭得個死去活來，魚死網破。李老師也是個記恨的人，

我懷疑她是故意的，之後的每一年她都做我的班主任，一直做到我小學畢業

才肯放過我。畢業那天，她主動過來找我合照，可能她對我是又愛又恨吧！

就在照相機按下那一剎那間，一道白光在我面前閃過 ......

又一次睜開眼，我身處在狹小的空間，小得讓我喘不上氣，這根本就是

個比狗籠子還小的盒子，我恨不得馬上離開這裡。一站起來，為什麼感覺如

此奇怪，身體好似不是自己的身體，可怕的事情發生了！我變成了一位肥姐

姐，西服也是那種加加加大碼的，再也不飄逸輕盈，而每次舉手投足都要小

心翼翼，生怕下一秒就把那半個月工資的西服撐破。我到底經歷了什麼啊！

就在我還想不明白，現在究竟發生什麼事的時候，我被人打小報告了。

我被叫到了經理辦公室，然後就這樣被臭罵了一頓，還要收拾爛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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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一直鞠躬道歉離開了辦公室，並冷冷地笑了一笑。我感覺到莫名的無

力感，我沒有作任何解釋，只是默默地回到我的辦公小盒子。我在這個公司

裡頭，難道就一個朋友都沒有嗎？只有數不盡的帶着虛偽面具的同事。

這不是我想要的未來，我不想在壓抑的小盒子裡工作，一直瘋狂工作到

連我以前最注重的身材管理也不顧，為什麼我還不辭職呢？是迫於家庭的壓

迫，還是為錢而做？當初的自己，就算踢穿了天花板也無所畏懼，但未來的

自己，被誣蔑了卻都不作一句解釋，只是一昧地道歉。究竟這個人還是我嗎？

這一晚，我在公司加班到深夜，直至所有同事都走了我還在螢幕前補救今天

的禍。可能是經歷了太多，身心都感到無比的辛酸，因此不經意間就閉上了

我那疲憊的雙眼……

再次睜開雙眼，我還是我，走在放學路上的我，公園長椅上還是那位慈

祥的伯伯。這次我勇敢地走上去和伯伯打了個招呼聊了會兒天。

“我從小看着你長大，小時候你會經常和一群好朋友一起來公園玩，根

本就沒有留意到我這位伯伯。但是，現在的你，少了從前的笑容，也再不走

進公園裡，只是遠遠的和我點了點頭就趕回家。是大個女了不再天真活潑啦？

這可不是從前的你哦！”我不知為何紅了眼眶，然後又和伯伯雙目互視。這

一刻，我從心底裡感到釋然而笑出了聲。原來變了的是現在的我，好朋友們

都找到了方向，一個個都為追逐自己的夢想前進，而我還在迷失方向，怪不

得我的未來如此。

因此我會說這天是特別的一天，從這天起，我重拾了自己的人生方向，

開始不只注重自己的形象，甚至開始明白李老師絮絮叨叨背後的苦心。放學

鐘聲再次響起，和伯伯的再次相遇，使我變得豁然開朗，我們相視一笑，他

對今天的我說：“陳小美，從前的你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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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候，我感到木棉樹很高

夢想有一天會和它一樣

長大後才發現

它還是很遠

某天下課，下着微雨

像惡作劇似的

我和他

走到不明的路邊的不明小樹下

他對它踢了一腳

我被瞬間暴雨

警告了

某天想起，多久沒有冒險

多久沒有驚險

已經停課日久

路邊的小販被迫遷徙

像我們的童年

被砍伐的木棉

開花了

木棉
鳴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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鈴聲響了

腳步聲近了

原本很寧靜的路

現在都因我們而變得

熱鬧

你看到了嗎？

鳥在樹上

起飛了

狗在車邊

奔跑了

但人和一個人

又和另一個人

大家陌生

卻最親密

我就知道

即使不認識的我們

也能因此來個親密的接觸

小食檔的阿姨

因我們而加大和加快了手勁

我也要，我也要那粒大魚蛋

掃垃圾的大叔

因我們而變得像忍者般靈活

左閃

右避

放學路上
望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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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真的

是真的

這裡無論是小動物，抑或人類

都和我一樣

愉快地律動着自由的生命

而不是

刻板的學習直線或曲線

對，不用學習

我們都知道──

這是一天最好的

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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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果王國裡，

有個害羞的小姑娘，

瓜子的臉蛋，綠色的短髮，

臉紅紅，

臉上麻子一點點。

她甜美可人，人見人愛，

卻常常躲在草叢裡，

偷看她的愛人。

草莓
古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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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水點

小水點

我喜愛的小水點

要去旅行了

她穿着

美麗的鞋子

美麗的裙子

走過河

走過湖

走過很多有水的地方

只是

她

雖然與水在一起

但這些地方

卻

沒有了

她的痕跡

小水點
呂靖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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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出生起

我便住在了身體的小房子裡

這座房子有一雙小手

就像兩棵松樹

向朋友們招手，展開我的擁抱

這座房子有一雙小腳

像一輛慢吞吞的小巴

載我去學校，公園

和所有我想要去的地方

然後送我回家

這座房子有嘴巴

像一個大大的音響

能唱一首首動聽的兒歌

有時間我怕吵到別人

就把聲音調小

小到只有這座房子裡的我才能聽見

這座房子有窗

那是我的眼睛

能看見這世上每一個可愛的人

他們也是一座座房子

有的銅牆鐵壁

有的滿地鮮花

小房子
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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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候我會從門前摘一朵鮮花

到鄰居的屋前種下

看着它漂亮的樣子

啊，鮮花也是一座房子啊

我把它送給所有的人

讓我們一起

住在它的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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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文字遊戲之解
救小精靈
土皮

不好了！不好了！澳門小精靈被文字

國王設計的文字陷阱困住了。

小精靈：小朋友，你好。我是澳門小

精靈，常住美麗的東望洋山。精靈國的規

定是凡滿 5 歲的小精靈就要立馬下山修

行，待修行的精靈值到達 100 時，才能回

去行成年禮，成為一名真正的精靈。今年我剛滿 5 歲，所以就到山下開始

我的修行了。真是天有不測風雲，一出門就遇到了文字國王。文字國王出

的題難住我了！我對澳門並不熟悉，所以請你幫幫我，幫我解答文字國王

出的題，可以嗎？之後我會努力修煉的！

小朋友，你願意幫助小精靈嗎？文字國王設計了 5 道題，你必須全部

正確解答才算完成任務。如果你挑戰成功，不但可以解救出小精靈，還可

以收到小精靈的感恩小禮物。

如果願意，請你寫下“願意”這兩個字。

如果不願意也請你別着急，接着往下看。看看文字國王出的題目真的

很難嗎？你能否打敗它呢？文字國王：歡迎來到文字王國。澳門是一個歷

史文化名城，澳門人更是喜歡文學與藝術。我相信一直努力學習的你應該

比小精靈聰明的。下面我以“放學路上”為主題，考考你對澳門街道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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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成年禮願望是

的認識與瞭解：

1. 你的學校叫什麼名字？地址是什麼？

2. 離你學校最近的公交站叫什麼名字？

3. 你放學路上能看見幾家超市？分別是哪幾家？

4. 你放學路上能看見哪些動植物？請分別說出三個。

5. 你家的地址是什麼？

最後，麻煩你把以上的資訊繪製成路線圖，好讓我看看你

回家路上的靚麗風景。

文字國王：恭喜你，順利解答了以上 5 道題。我也

不為難小精靈了，祝他修行順利。也希望你可以多多留

意生活中的文字，我們文字王國永遠歡迎你！

小精靈：小朋友，謝謝你。我就知道你會幫我的。

你可以許一個 18 歲成年禮的願望，我會保佑你實現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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