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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國家主席毛澤東站在天安門城樓上以渾厚而自豪的聲音向全世界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現在成立了！」在天地間回響之際，舉國上下沸騰了。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我們戰勝了一切壓迫著我們的邪惡，創造了屬於我們的天地，開創了中華民族的新紀元，令五星紅旗在地球的面龐上閃耀起絕無僅有的光輝。六十年來的風吹雨打以至坎坷磨難，祖國總是容顏未改、風骨不衰。多年來的改革開放、建設發展，令到在歷史上如翻開了嶄新的一頁，更令祖國進入了和平崛起的曠古盛世，贏得國際社會的尊敬。  一九七八年，在獨具慧眼的鄧小平同志的帶領下，中國進行經濟改革開放，憑借着中華民族累積過千年的智慧，億萬同胞們獨有的刻苦勤奮精神，以一雙默默耕耘的手，善用祖國地大物博的資源，為中國千多年來經濟急速增長奠定了雄厚的基礎。二零零一年的春天，春風迎來了洋洋喜訊，祖國躍身為世界貿易組織的一份子，帶着全國人民的抱負和期望，向列強以及過去曾欺負我們的人展現了中國卓越的經濟成就以及獨特魅力。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是所有中國人也不能忘記的一天。因為祖國迎接失散多年的骨肉...香港回歸祖國寛廣而安穩的懷抱。兩岸的兄弟姊妹們不用再飽受百多年的相思之苦。香港不再是洋鬼子的奴隸，並在世人和歷史的見証下再次共聚天倫。當藍色的英國國旗徐徐降下，換上火紅熾熱的祖國國旗，我們多年來日夜所思的夢，終於實現了！紅噹噹的國旗在激昂雄壯的國歌襯托下，顯得異常飛揚和令人驕傲！  國家是承載着我們命運的巨輪，是為我們遮風擋雨的依靠，香港與祖國是繁榮與共，息息相關的。縱然香港是我的成長搖籃，享受教育的溫室，但仍需感激祖國這一生命之根，是她用養料滋潤了這小小的彈丸之地，是她在背後無限量的支持我們，使我們在經濟低谷時，能轉危為機，重上高峰，更使我們在零八奧運為中國健兒的傑出表現而感到驕傲和自豪。  二零零九年十月一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六十周年的華誕。回首過去六十年，當中有血淚史、有奮鬥史，更有凝聚民族精神的鴻篇巨著。我們身為炎黃子孫，應汲取歷史的教訓，並繼承華夏五千年來積累的優良傳統，去創造一個美好的未來。有了祖國的崛起奇蹟，夢想再不是遙不可及。美好其實就在明天，讓我們與祖國一同努力，把我們的家國推上另一個新的高峰，另一個光輝六十年。  
評語評語評語評語﹕﹕﹕﹕內容慷慨激昂內容慷慨激昂內容慷慨激昂內容慷慨激昂，，，，感情細膩感情細膩感情細膩感情細膩，，，，能抒發個人對祖國能抒發個人對祖國能抒發個人對祖國能抒發個人對祖國    
      的祝福與盼望      的祝福與盼望      的祝福與盼望      的祝福與盼望，，，，文句流暢通順文句流暢通順文句流暢通順文句流暢通順。。。。    

再創光輝六十年  再創光輝六十年  再創光輝六十年  再創光輝六十年                                              中六甲班(黃社) 梁婉琪    



 〝All    That    Glitters    is    not    Gold〞                                5B(Green House) Wan Chun Long  
 
One day, when I was going home I was stopped by a man.  “Excuse me, there’s a role in a TV commer-
cial that would really suit you,” he said. He then asked me to visit their company for a photo shoot as he 
said I could earn good money as a model. As everyone knows, I am a pretty girl, so when he asked me to 
take a photo shoot I was not surprised. So I went to the company with the man.  
 
We walked for about five minutes, on the way he told me a lot about their company. He said that their 
company was set up in 1985. Actually, I did not care about his company, I just wanted to get a part. When 
we arrived, the man asked two girls to help me do the make up while the photographer was setting up his 
camera. After 10 minutes, they started shooting. I kept doing different poses and the photographer ap-
proved them all. 
 
After shooting, the man took out a piece of paper and said, “If you want to get a role, you must sign up for 
our training course and facial treatment first.” In fact, when I first got there I felt something was wrong, 
now, I knew I was right. Then, I said, “Have you ever watched the TV programme 'Police Magazine'? Are 
you treating me like a 3 –year-old girl?” Then I took out my warrant card and shouted, “I’m a police officer, 
you are all under arrest!” At that time, my teammates came in and caught all the other people there. 
 
When we thought everything was under control, the man suddenly took out a gun and shot me! 
 

   Complaint Letter                                5D(Green House)  Lee Yan Yi Venus 
 
I am writing to complain about the theme park ‘Fun World’, which your magazine recommended in its last 
issue. I visited this park with my friend during Golden Week, Many attractions were closed, the queues 
were long and one ride we were on broke down. 
 
We were really excited about going to ‘Fun World’ but as soon as we got inside, we saw that some of the 
best attractions were closed. These included a roller-coaster, the spinning dome and the ghost train. There 
should have been a notice outside to warn people of this. We would not have chosen to waste our time had 
we known. 
 
Then we decided to line up for the Ferris wheel. There were many people lining up, the weather was hot 
but we could not find any drink stalls nearby. We were very thirsty, hot and impatient. I think you should 
have some drink stalls along the queue. You should also shade the queueing areas. 
 
After waiting for two hours, we finally got on the ride. While we were enjoying the beautiful scenery, the ride 
suddenly stopped and the engine was on fire. We were scared and some people were crying. It was unbe-
lievable! The firemen came and put out the fire. We had to climb down from the top. It was very high and 
we were scared that we would fall. Luckily, the firemen did their best to get everybody to safety and we 
were rescued. 
 
Please be more thorough in the future when reviewing attractions as your readers rely on your recommen-
dations. 
 
Yours faithfully 
M.Lau 

                A New Term                                                           4A(Blue House) Pan Shi Ting  
From: Christy Poon            
To: Fanny Chan 
Sent: Tuesday. 22 September. 11:30pm 
Subject: New term 
 
Hi Fanny, 
Have you had an exciting holiday? New term has begun already. I want to tell you about my new term. 
 
This term is really busy. We have a new system for studying. Everything is unknown. I’m very curious to 
know what school life I will have this term. 
 
I’m interested in Chemistry and Biology. As you know, lots of male teachers are solemn, but my chemistry 
teacher is a humorous guy. I never feel bored in his class. I’m so glad that I chose Chemistry to study. 
 
I had a P.E. lesson today. We played badminton and I’ve not played badminton for half a year. Luckily, I 
didn’t regress. After playing badminton, we had to run around our school 3 times! Oh my God! Do you 
know what you feel after running for 800 metres? I was really tired and could not say anything. I’ve heard 
that we have to run 10 races in our P.E. exam. Poor me! Do you have some good ideas which will make 
me feel less tired? 
 
What about your new term? Can you tell me about it? 
 
Yours, 
Christy 

Teacher's Comment: A first class piece of prose. Your English is really improving. 

Teacher’s comment: Wish this will be a fruitful year for you. 

Teacher’s comment:  It’s quite an interesting story and the ending is impressive. 



    吹響那支骨質的簫筆，清脆而嘹亮的聲音由遠及近，穿越五千年悠悠歲月和六十年璀璨年華，在天之涯，海之角，泛起層層漣漪，響起陣陣回響，在炎黃子孫的心中，激發了壓抑在心中的那份激清，那份曾經在悲憤的歲月裡，久違的興奮啊！  在祖國成立六十周年的一片歡呼雀躍中，我們不會忘記中華民族也曾倍感滄桑、倍受折磨，我們的祖國也曾飽受侮辱與蹂躪。忘不了圓明園的熊熊火光，忘不了甲午戰爭的全軍覆沒，忘不了八國聯軍的屍骸枕籍，忘不了頂在每個中國人頭上「東亞病夫」的帽子，忘不了南京三十萬國民的血流成河…..大地在呻吟，黃河在咆哮，然而雄健的中國人民永遠也不會認輸！  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像驚雷劃破夜空，帶領着不屈不撓的中國人民在奮戰，勇敢而堅毅地站起來。在1949年10月1日，這是一個偉大的日子，當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以渾厚的聲音，向全世界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瞬間，數百隻象徵和平的白鴿振翅飛向藍天，幾萬人民雀躍相擁，喜極而泣。當54門禮炮齊鳴28響，廣場上歡呼聲響徹雲霄。中國這一條沈睡了幾百年的巨龍，他終於蘇醒了！他威武、他強大，他更以一個大國的身份屹立在世界的東方，為中國歷史唱起了謳歌，吹起了邁向明天的號角。  曾有人說過這樣的一句話﹕「19世紀是英國的，20世紀是美國的，21世紀是中國的！」  2008年，四川省汶川大地震，死傷慘重，隨即全國人民開展了氣壯山河的抗戰，凝聚全國人民，眾志成城，充分發揮了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抗震救災精神。這種精神彌足珍貴，鼓舞着災區人民以泰山壓頂的大無畏氣魄，以無比堅定的信念而努力重建美好的家園。  北京奧運會和殘奧會的成功舉辦，實現了中華民族的百年夢想。 中國運動員的英姿在奧運競技場上威風凜然，以51面金牌的歷史成績使 世界譁然。特別是開幕式的表演，把中華民族的五千年文明淋漓盡致地 展現在觀眾的眼前，戲曲、琴棋書畫、太極、擊缶而歌和昆曲等演出， 精湛無比，給世界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也贏得了國際社會的高度 評價。這次的圓夢，標誌着巨人正以嶄新的姿態屹立在世界的東方， 正以滿腔熱情走向未來。  悠悠五千年，泱泱大中華。走過六十年的艱難險阻，走過三十 年的改革開放，具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航船正乘風破浪，他內斂而澎 湃，豁達而深邃，正昂首闊步駛向新世紀的明天。  評語評語評語評語﹕﹕﹕﹕內容充分流露愛國熱情內容充分流露愛國熱情內容充分流露愛國熱情內容充分流露愛國熱情，，，，文句精鍊文句精鍊文句精鍊文句精鍊，，，，靈活多變靈活多變靈活多變靈活多變。。。。    

中三甲班中三甲班中三甲班中三甲班((((綠社綠社綠社綠社) ) ) ) 伍梓均伍梓均伍梓均伍梓均    這是屬於我們祖國的世紀這是屬於我們祖國的世紀這是屬於我們祖國的世紀這是屬於我們祖國的世紀！！！！ 

 六十，中華人民共和國即將迎接她的六十華誕，這是多麼令人興奮的事呀！  自鴉片戰爭後，中國便一直是西方列強欺壓的對象，不斷被受攻打、掠奪；而她本身卻又發生內戰，令自己傷得體無完膚。幸而中國是睿智的，她終究集中精神趕走了外來的侵略者，也撫平了內亂。新中國成立後，一系列的改革即跟着展開︰第一個五年計劃，家庭聯產承包制度，設立經濟特區等。這五十多年的道路，中國走得得艱辛，卻也讓世界的人民見証了她的能力。  在世界的舞台裡，她是一顆耀眼的明星，渾身散發着光芒；在她的世界裡，她又是一位親切和藹的母親，她培育了中國成千上萬的人才，他們有的遠赴海外，有的則留在自己的家中，但相同的是︰他們同樣擁有能力，他們都為自己的母親奉獻，也為世界的人民在奉獻。  自新中國成立後，她不停地突破一個又一個的關卡，也突破了她自己。在航天科技上，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第一枚導彈，第一顆衛星上天，第一個航天發射場，第一顆通信衛星，第一枚捆綁式火箭……許許多多的第一，令人難忘。  另一方面，中國的經濟保持着高速增長。自中國經濟轉向以工業為主以來，鋼鐵、煤炭、水泥、原油等工業原料每年遞增，這使中國經濟迅速崛起，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速度大大高於同期世界經濟年均增長速度，在二零零七年底，中國已是世界第三大經濟體。  實際上，在中國改革開放後30年，人民生活已逐步邁向小康之家。人民可在食肆悠閑地享受食物，珠寶店的黃金首飾熱銷，城鄉居民旅遊開支不斷上升，至今中國的網民穩居世界第一……每一個地方都體現着中國的繁榮，中國的昌盛。                      除了航天科技和經濟發展等方面均有著驕人的成績外，中國的體育      成就也是舉世矚目的。從50年代開始，游泳名將穆祥雄多次打破世界紀錄，      許海峰創出奧運金牌零的突破，還有許許多多聞名中外的中國同胞們︰郎平      、李寧、伏明霞、劉翔、羅雪娟等，他們擁有着中國的體育精神，他們是      我們中國人的驕傲！                 中國在國際舞台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而她只把她的成就藏在心底深      處，她告訴自己︰「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切不可驕傲。於是，她努      力虛心地成長着……          祖國，我們的母親，你真令兒女們引以自豪！                          評語評語評語評語﹕﹕﹕﹕能列舉近代中國發展的事蹟能列舉近代中國發展的事蹟能列舉近代中國發展的事蹟能列舉近代中國發展的事蹟，，，，以突顯中國的以突顯中國的以突顯中國的以突顯中國的                                                        進步與強大進步與強大進步與強大進步與強大，，，，例證鮮明例證鮮明例證鮮明例證鮮明，，，，情感豐富情感豐富情感豐富情感豐富，，，，句式多樣化句式多樣化句式多樣化句式多樣化。。。。    

祖國祖國祖國祖國，，，，我們的母親我們的母親我們的母親我們的母親  中三甲班中三甲班中三甲班中三甲班((((綠社綠社綠社綠社) ) ) ) 李  懿李  懿李  懿李  懿   



藍社藍社藍社藍社    綠社綠社綠社綠社    紅社紅社紅社紅社    黃社黃社黃社黃社    

10 20 - 5 

每月寫作之星各社得分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被刊登作品的同學可為社加被刊登作品的同學可為社加被刊登作品的同學可為社加被刊登作品的同學可為社加 5分分分分，，，，同時可獲贈三張書券同時可獲贈三張書券同時可獲贈三張書券同時可獲贈三張書券。。。。 

中四甲班中四甲班中四甲班中四甲班((((藍社藍社藍社藍社)  )  )  )  黃曉瀧黃曉瀧黃曉瀧黃曉瀧    多少年前，黃帝、炎帝壯大了中華，匯成了一條東方巨龍 ---- 華夏。 多少年前，秦始皇統一了中國，條築了萬里長城，讓我們的國家無愧地立於東方。 多少年前，成吉思汗統領了中國，橫掃歐亞，成為了世界第一強國。 多少年前，八國聯軍打進了北京，一把火，讓圓明園化為廢墟！ 多少年前，日本軍隊攻破了南京，葬送了我們三十萬同胞的性命！ 多少年前，東方巨龍覺醒了，仰天長嘯，喚醒拂曉，讓沉寂已久的 神州重新煥發光彩，一句“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更是中國最響亮的怒吼。  我們永遠都不會忘記那一天...1949年10月1日。在那一天， 國旗與太陽一同冉冉升起，在雄壯的國歌中，我們的國民 站起來了，我們的新中國終於成立了！  新中國的成立使我們的祖國徹底擺脫了被壓迫的境況， 不過巨龍雖已覺醒，但因沉睡太久致步履維艱，直到1978年，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全面實行改革開放的新決策。從此神 州大陸猶如春風拂過，再次煥發出活力，中華民族踏上了民族 復興的偉大征程！30年的征程，使中華民族以嶄新的姿態重新 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30年的滄桑巨變，30年的光輝歷程，鑄 就了一個民族近百年的夢想！改革開放的30年，是中國經濟迅速蓬勃的30年！幢幢高樓拔地而起，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各種行業亦迅速發展起來。中國的經濟成就不但寫進了中國歷史上，更在世界歷史上刻下輝煌的一筆。改革開放的30年，是中國社會和諧穩定的30年！自粉碎“四人幫”以後，中華民族猶如鋼鐵長城一般堅不可摧！97年香港回歸，99年澳門回歸；98年面對南方歷史罕見的洪水，03年面對讓人聞風喪膽的非典疫情……中華兒女眾志成城、手拉手將一個個磨難阻擊在腳下！改革開放的30年……  這就是我們的祖國，她擁有著輝煌的歷史，她養育了偉大的民族。數千年的狂風吹不折他的脊背，並能抵擋住內憂外患闖過歲月的蹉跎，我為她自豪，為她驕傲。無論何時，我身居何方，我都不會忘記，我是一個中國人，是龍的傳人。  如今，新中國成立已有60個春秋，先輩們用蒼勁的大手，譜寫出了奪回的的燦爛，但燦爛不會就此終結，光明將會永遠照耀。我堅信，中華民族將在我們新世紀的一代人的手中，展現一個又一個輝煌的30年！綻放一次又一次的燦爛！  評語評語評語評語﹕﹕﹕﹕內容能列舉近代中國所發生的重要事件內容能列舉近代中國所發生的重要事件內容能列舉近代中國所發生的重要事件內容能列舉近代中國所發生的重要事件，，，，以彰顯中國人民不怕艱辛以彰顯中國人民不怕艱辛以彰顯中國人民不怕艱辛以彰顯中國人民不怕艱辛        的決心和鬥志的決心和鬥志的決心和鬥志的決心和鬥志，，，，更表達了個人與祖國血脈相連的關愛之情更表達了個人與祖國血脈相連的關愛之情更表達了個人與祖國血脈相連的關愛之情更表達了個人與祖國血脈相連的關愛之情，，，，情感真摯情感真摯情感真摯情感真摯        ，，，，文句靈活多變文句靈活多變文句靈活多變文句靈活多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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