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勤勞的根苦，勤勞的果甜。」
這句說話正體現在我們北官兩位
小精英的身上，他們分別是3C班
吳家有同學和3B班胡凱晴同學。

      3C班吳家有同學榮獲香港學
校朗誦節2014-15年度普通話男
子組詩詞獨誦亞軍及2015-16年
度普通話男子組冠軍。

      3B班胡凱晴同學榮獲香港學
校朗誦節2014-15年度及2015-16 
年度普通話女子組詩詞獨誦冠軍。

專訪北官精英
 

      我們小記者今天很榮幸有機會專訪這兩位小精英，瞭解他們的成功之道。

小記者: 為甚麼你們有那麼出色的表現？
吳家有: 因為我每年都堅持參加普通話獨誦比賽，吸收經驗。
胡凱晴: 全因老師的悉心教導，父母的鼓勵和自己不斷的努力，我才取得今天的成績。

小記者:家人可有影響你今天的成就？如有，如何影響？
吳家有:有。媽媽不但每天和我說普通話，而且她每天和我練習朗誦。
胡凱晴:有。剛開始的時候，我缺乏上台表演的經驗，於是媽媽帶我到戶外人多的地方
            練習，又帶我去參加另外一些朗誦比賽，鍛煉我的膽量。媽媽還會攝錄我練習            
            的過程，和我一起找出表現不好的地方。

小記者: 你們的學習態度跟今天的成就有沒有關係？
吳家有:有關係，因為我平日認認真真地聽老師講解，也認認真真地練習朗誦，培養認
            真的態度。
胡凱晴:有。正如朗誦需要堅持不懈，不斷練習。我深信學習也是一樣，只要保持這種
            態度，必會「一分耕耘，一分收穫」。

小記者:可否跟我們分享一下你們的成功秘訣？
吳家有:就是天天練習，練習，再練習！
胡凱晴:首先要理解詩歌的內容，感受作者寫作時的心情，有感情地朗誦；其次要多練
習；最後要多參加不同類型的表演，鍛煉自己的膽量。

       聽了他們倆的話，令我們領悟到「成功需苦幹」；你們在看了這篇專訪後，又會
「參透」了些甚麼呢？

小記者 : 6A 龔燁堃   6A 趙善文   5B 譚蔓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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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不愉快的經歷
　　每當我走過商場服務處的時候，一段不愉快的經歷便漸漸在腦海浮現……

　　那天，我在商場琴行上完鋼琴課，看見媽媽還沒來接我回家，便打算在附近走走。看到對面有一間大型玩具店，我
興致勃勃地走進去。

　　一進入玩具店，我便如「大鄉里出城」般到處看。那裏有很多新奇的玩具：漂亮的洋娃娃、七彩繽紛的氣球、科技高超的玩
具車……各式各樣的玩具，實在令我眼界大開！走着走着，我看到有一個試玩區，便想也不想就走進去，多不勝數的玩具、七彩
繽紛的波波池……全部都可以試玩！我玩得不亦樂乎。當我玩得正高興時，一看手錶，糟糕！已經玩了快一小時了！都怪自己只
顧着玩，忘了時間，我立刻放下手上的玩具，走出試玩區。這時，我定睛一看，才發現我已經在玩具店裏迷路了！我的腦袋一片
空白，不知如何是好，頓時呆若木雞。不知甚麼時候，有一位親切的姐姐拍拍我的肩膀問道：「小朋友，你沒事吧？」我抬頭一
看，原來是學校的文員姐姐。我把事情向她說清楚，她微笑着帶我走出了這個「迷宮」。

　　跟她說再見後，我見到媽媽在琴行前心急如焚地左看右看。我連忙跑過去，抱着她，眼淚像斷了線的珍珠，滔滔不絕地流下……
而媽媽也抱緊我，輕撫着我的頭，說：「別害怕……」

　　最後，我和媽媽回家去了。

　　經一事，長一智。在這件事中，我學會了不能到處亂走，也不能讓家人擔心。
6A班  趙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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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下午，媽媽吩咐我到超級市場買雞蛋，這令我想起三年前一次因頑皮而導致的不愉快經歷。雖然已是三
年前的事，但這件事至今還讓我刻骨銘心，十分慚愧。

　　回想起三年前的一天，那天，我和哥哥把功課完成後，便問媽媽：「我們可以到公園玩遙控飛機嗎？」媽媽
氣沖沖地說：「你們每天只顧着玩，難道玩耍比學習更重要嗎？」我們只好拿起課本温習去。過了一會兒，哥哥
突然想到一個有趣的玩意，便叫我悄悄地到廚房拿八隻雞蛋，和他到大廈的後樓梯玩「扔雞蛋大戰」。

　　我們每人拿着四隻雞蛋，躲在不同的樓層。「戰爭」開始了，哥哥便像一枝箭般衝上來，然後向我扔了一隻
蛋，我靈活地避開了，雞蛋打在牆上，爆開了，弄到一地都是蛋漿。我趁他不注意時，投了個「高速球」，打中
他的背部。哥哥一轉身，把雞蛋扔在我的頭上。

　　正當我們玩得不亦樂乎，一個身影在我們背後，原來她正是媽媽。她看見那情景，頓時三冒三丈，把我們拉
回家，狠狠地教訓了我們一頓。後來，她要我們拿拖把和抹布到樓層把蛋漬抹掉，我們只好聽從媽媽的話。最後，
媽媽更要我們用自己的零用錢買回雞蛋。

　　這件事令感到十分慚愧，我領悟到不應頑皮。我以後不會再和哥哥進行「扔雞蛋大戰」了，我們會玩一些益智
的遊戲。

6B 何熙然

我不敢再頑皮了我不敢再頑皮了

 I had a wonderful day today! I participated in our 
school’s Sports Day.

 First, I joined the long jump. I was the second 
runner-up of the competition. Then, I joined the three-legged 
race with Cherry. We were the �rst-runner-up. Kitty and Tom 
were the winners. They were very delighted!

 Finally, I joined the 100m race. I was last place because 
I was very tired.

  I was very lucky because I got a lot of prizes and I met 
a lot of friends. It was an amazing day but I was tired.
  
 I hope we can have a fun Sports Day again next year.

4A Lai Hoi Ching

Dear Lily,

 How are you? I am sorry to hear about your bad 
experience on your birthday. I had a terrible experience in a 
restaurant recently, too.

 I was hungry after shopping so I went to this 
restaurant with my grandma. This restaurant was famous and 
the prices were reasonable. Therefore, we wanted to try some 
dishes from it. When we arrived the restaurant, the waiter 
guided us to our table. He treated us politely.

 After we sat down, we read the menu happily. The 
waiter was helpful, too. He recommended some dishes to us. I 
would like to order the chicken soup noodles since they 
looked very delicious and I liked them very much. Grandma 
was thirsty so she ordered a cup of hot lemon tea and also the 
chicken noodle soup.

My unpleasant experience 
in a restaurant

A wonderful dayA wonderful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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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dishes came shortly. The waiter put the food on the tray and brought it to us. The food smelled good. Suddenly, the 
waiter dropped the tray and spilled the noodles on my grandma’s shirt. My grandma got hurt. She was in pain and the waiter 
felt sorry since he hurt my grandma.

 We called ‘999’ and an ambulance sent Grandma to hospital. I felt very disappointed and I hoped she would get well 
soon.

 This was my worst experience at a restaurant so far. I hope I will never have such an experience again. Do you have some 
good experiences at a restaurant? Write back soon.

Best Wishes,
Tracy

5B Tan Man Yu

同學們，猜一猜
圖中的成語是甚麼呢? 

答案:
直:
1.班門弄斧
2.東方之珠
3.瑪利亞

橫:
1.路遙知馬力
2.東南亞
3.澳門第79期語文遊戲答案第79期語文遊戲答案

提示:
直
1.成語，在專家前賣弄自己的識見。
2.香港的美譽。
3.耶穌的母親。

橫
一.俗語，「日久見人心」的上句。
二.越南、老撾、泰國、緬甸、馬來西亞、新              
     加坡、印度尼西亞和汶萊等地的統稱。
三.地名，鄰近香港。名勝有大三巴牌坊等。
四.恭賀他人添了女兒的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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