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長
青

E
V

E
R

G
R

E
E

N

FEB 2013
ISSUE 1



陳承威老師
唐嘉澄老師

中國人?香港人?
男校的悲哀

Mr. Daniel 
    Peter Murphy

主編的話

新老師訪問

觀瑪禁地遊

我有話要講！



主編的話
轉眼間，我已在觀瑪就讀了五年，也由一位中一的新生，變成了中五的
大哥哥。觀瑪老師們對我的教導，令我如沐春風。作為觀瑪的一份子，
我希望能用文字為觀瑪出一分力，於是我投身編委會的工作。我盼望透
過文字，為同學們的校園生活留下記憶，並能鼓勵同學積極發聲，說出
自己對學校、對社會的意見。

當日參與答問大會的情景，至今依然記憶猶新。承諾過的兩期《長青》
，經過編委會成員幾個月的努力，終於出版了第一期。內容雖然並非十
全十美，但當中蘊含著的，是一眾編委會成員的心血。

第一期長青，保留了「新老師專訪」的環節。在「新老師專訪」中，我
們將會介紹在本年度加入觀瑪的三位新老師---陳承威老師、唐家澄老
師和Mr. Daniel Peter Murphy，讓同學對他們有多一點的認識。本期
長青也新設「觀瑪禁地遊」和「我有話要講!」兩部份。在「觀瑪禁地
遊」的部分中，介紹了不少平日學生嚴禁內進的地方，讓大家能看到觀
瑪鮮為人知的一面。而「我有話要講!」則讓同學就社會和學校的議題
抒發個人意見，鼓勵同學關心學校，關心國家。

我期盼觀瑪仔會珍惜這份學生報，也鼓勵大家踴躍參選來年的編委會，
用文字發揚《長青》的精神，達到薪火相傳的作用。 

      《長青》出版，我在此衷心感謝老師和同學們
      的協助，當然包括一眾編委會成員的努力。希
      望各同學會喜歡本期長青的內容。主編

馮傑雄



陳老師是觀瑪的舊生，畢業後的五年間，並沒有忘記觀瑪。陳老師很喜歡觀瑪對學生自律性
的一份信任，給予學生合適的自由，因此觀瑪師生關係相當融洽。觀瑪老師能做到亦師亦友
，清楚同學們的性格。他在讀書時本來是一個不擅辭令的人，但在老師和同學的鼓勵下，他
在中六那年擔任了禮社社長和大哥哥。他覺得觀瑪有一份濃厚手足情，不單止於學術交流，
還一起面對成長的難關。他和舊同學至今仍然保持聯繫，互相勉勵。

陳承威老師執教的是中文科。他認為中文科可以真正做到韓愈所說的「傳道、授業、解惑」
，老師同時教導學生知識和品德，達到「品學兼優」。由小時候讀的《背影》、《燕詩》背
後也帶有孝、親情的文化教學，亦可以拉近至生活。中文科不但集中於敘述、分析的層次，
而且注重學生的思維，去評價、甚至去到人生的感悟。他特別感謝羅美卿老師，教了他中文
六年，啟發了他很多事物，因此他希望做到薪火相傳。

冥冥中自有主宰，陳老師回到觀瑪任教，是認為觀瑪是一個見證我們成長的地方、是我們的
根。身份由學生變成老師，他會繼續抱著一份使命感，積極維持觀瑪良好師生關係的傳統，
發掘每位師弟的潛能，繼續保持一份師生、手足之情。平常看著一眾學生，就像看見他自己
及同學當年的影子。

對於今年學校的主題「禮」，陳老師認為禮即是謙讓、尊重之心。 「不學禮，無以立」，
「人無禮而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無禮則不寧。」觀瑪仔對教授自己的老師都很有禮，一
個簡單的點頭、微笑，即使是細微的小節，仍能可以看出一顆尊重之心。知禮、有禮、學禮
實在是莘莘學子一輩子都要學習的課題。

最後，陳老師指出，現今社會著重全人發展，學校提供了很多機會讓大家拓闊視野，大部份
同學可能往往欠缺自信、勇氣，但我們應該勇於踏出第一步，心有多闊，舞台便有多大！

陳承威老師 訪問
文：方浩維



The 2012 school year started three months ago. Last week, I had the opportunity to interview one of our 
new teachers, Miss Tong Ka Ching. Below is what I have learned from her and I would like to share them 
with you.
 
Miss Tong teaches junior secondary English. Miss Tong was born and raised in Hong Kong. She studied 
in one of the famous international secondary schools and graduated in Hong Kong University majoring 
in English. When she was studying for the Bachelor degree, she joined the foreign student exchange 
program and visited a lot of places all over the world such as Australia. This experience allows her not 
only to know more about different cultures and traditions, but also expands her horizon views.

“KTMC is the first school that I have taught in when I became a teacher. I have experienced a good time
here,” Miss Tong said. She thinks that students and the teachers are nice and friendly. “The students 
are quite polite in my class and outside the classroom and are eager to learn. Other teachers also help 
me a lot so that I can meet acquaintances in the new environment in a short time. I enjoy teaching here 
much and this motivates me to do better in the future. I also hope that my students can do well in their 
studies.” Miss Tong said.

Reading is one of Miss Tong’s habits. “It is because through reading, I can learn new things and my 
imagination can be released,” Miss Tong said. Besides reading, Miss Tong also enjoys drama, especially 
English ones. “I enjoy acting on stage very much.’ Miss Tong said.

During the interview, Miss Tong made some valuable suggestions to our students regarding their ways of 
learning English. Miss Tong thinks that the English level of us is not bad, and in fact their performance in 
reading and listening are good. However, there are rooms for improvement in oral and writing. “When 
writing, we need to remember to proofread what we have written because proofreading can basically 
eliminate those careless mistakes.” For oral speaking, Miss Tong suggested that our students should 
take every opportunity to speak in English and this is the fundamental way to learn a second language 
well. “But the most important of all is we need to make up our mind to learn English well. Once we set up
our goals and go for it with persistence, I think it is not that difficult for our students to master English.” 

Through this interview, I learned a lot from Miss Tong. I hope you have learned something too. If you 
want to know more about Miss Tong, you can chat with her in English during recess or lunchtime. I am 
sure you will find it interesting in the course of discussion with her.

The New English Teacher,
Miss Tong Written by Wan Yue Kei



           o you know that we have a new Native-speaking English Teacher (NET) this year? When you walk past E-zone or take 
           attendance in the morning assemblies, you must have acknowledged who Mr. Murphy is. Undoubtedly, he is our NET 
           but we know very little about him.

Mr. Murphy’s background 
Mr. Murphy came from Melbourne, Australia. His parents are Irish. After being born in London, Mr. Murphy was sent to 
Melbourne when he was still an infant. Mr. Murphy has four children in Australia. The older two have just finished school; 
the younger two are still in secondary and primary school.

Reasons to be a NET
Mr. Murphy fancies travelling around the world and experiencing other cultures to broaden his horizon. Since Mr. Murphy 
had been teaching in his hometown for a long time, he wanted to teach oversea. Hong Kong was chosen as his final 
destination because Hong Kong offers a convenient lifestyle while the salary and conditions of work are similar to Australia.

Mr. Murphy’s hobbies
Mr. Murphy is keen on playing some guitar so he often attends live music concerts. If you have got the same hobby as 
Mr. Murphy, make sure to visit him and you will be entertained with a nice chat about music. I guess he is an expert. Mr. 
Murphy loves travelling. His most memorable journey is travelling to North India. It was an interesting journey. He trekked up 
the Himalayas because there were no cars and roads. The lifestyle there was totall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big cities.

Mr. Murphy’s school life in KTMC
Mr. Murphy told us that Maryknollers are well-behaved and have good discipline and attitude. All students here have a high 
incentive to learn. Although Mr. Murphy has only worked at Maryknoll for few short months, he has gotten some memorable 
experiences and impressions on Maryknollers already.

Expectations on Maryknollers
He praised most of the boys’ personalities which are politeness, responsibility and smartness. He mentioned that courtesy 
is not just about saying “please” and “thank you.” Courtesy is being aware of other people’s feelings, their aims and their 
happiness, and trying to accommodate those things when we deal with people. It is easy to forget about the feelings of 
others when we are busy and have pressure to perform. So 

Last but not least, Mr. Murphy has got a high expectation on Maryknollers. Although Mr. Murphy stated that students are 
very capable and competent in English, all the Maryknollers should strike to improve their English standard further. 

     He suggested that we should took measures ourselves by reading a short piece of English 
       newspaper article every day, listening to the English television programmes and looking up 
         dictionaries when we meet new words. The most important point to remember is that 
           practice makes perfect. Maryknollers should be more confident to speak English and 
             express themselves with well-organized ideas during the oral practice. 
    
      In addition, he expected Maryknollers would become more mature in developing our 
        attitude, confidence, responsibility and understanding of others as we get older.

             All in all
      I hope all of you not to be timid. Try your very best to chat with Mr. Murphy in 
        the recess or lunchtime, I believe not only you will develop a closer relations 
          with him but also can boost your confidence in English language use.

“Courtesy is a good theme for the school spirit this year, because sometimes we all 
need to be reminded to be aware of other’s feelings.”

“What you learn in school is minimal because
you only got 40 minutes in an English lesson.”

Warmly Welcome Our New NET
----Mr. Daniel Peter Murphy Written by Li Chun-yin (Phi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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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瑪 禁 地遊
「觀瑪禁地遊」是本會所創立的一項新欄目，顧名思義，
本會幹事會在觀瑪一些「神秘」或大多是學生止步的地方
，透過訪問相關老師及工作人員，為各地方介紹，以冀滿
足同學的好奇心及增加對本校之歸屬感。本會衷心感謝梁
華偉副校長的協助。

禁地檔案 – 化學預備室

1. 位置：三樓兩個化學實驗室中間

2. 用途：存放化學品，預備化學課的實驗器材

3. 備註：由於存有大量化學品，基於安全問題，同學不得擅自進入

4. 特色：內裏的木櫃存放了不同形態的化學品，有固體狀、液體狀，數量有
  近百瓶。預備室內更設有一個製冰器，當有實驗需要使用大量冰瑰
  時，製冰器便能快速製造比普通雪櫃多幾倍的冰。

梁SIR提提你：『因安全理由，具毒性及放射性的化學品，不會存放在實驗室
       內，而會放在化學危險品儲存室。』

文：李俊賢 溫裕基 陳延禧
圖：蔡明祐



禁地檔案 -– 生物預備室 

1. 位置：三樓生物實驗室旁

2. 用途：存放生物樣本，預備生物課的實驗器材

3. 備註：存有大量重要樣本，基於安全問題，同學不得擅自進入

4. 特色：這裡存放了各種生物實驗應用到的儀器和教材，例如我們
         常用的碘(Iodine)。另外，預備室還存放了不少標本，比
         如一些人體樣本和昆蟲標本，多由校外團體捐贈給學校作
         教學之用

梁SIR提提你：『其實生物預備室外還設有一個小型花園，用於種植
              一些植物的樣本，但近幾年沒有專人打理，花草都
      不再盛放了。』

禁地檔案 -– 物理預備室

1. 位置：二樓兩個物理實驗室中間

2. 用途：存放物理實驗儀器，預備物理課的實驗器材

3. 備註：存放大量儀器，基於安全問題，同學不得擅自進入

4. 特色：內裏的木櫃存放了各種儀器，小至經常用到的溫度計，
         大至高年級才應用到的視波器，一應俱全。預備室內更
    設有一個大電箱，用於控制實驗室內的電壓。

梁SIR提提你：『物理預備室設有一個大型打印機，測驗考試的MC
              答題紙都是由它掃描到電腦批改。』



1. 位置：舊翼頂樓

2. 備註：同學不得擅自進入，天台大門已上鎖，
         門口用作儲物之用

3. 特色：舊翼天台有各種的水管，如咸水管、食水管及消防喉等。此外
         亦有兩個大煙囪通往化學實驗室及物理實驗室的煙櫥。天台的
         食水缸提供穩定的水壓，儲存食水；咸水缸及消防缸容量較食
         水缸小，用作沖廁及危急之用。再者，天台設有兩支公共天線，
         用來錄製教育電視(ETV)，現時已不常用。最後值得一提的是已
         生鏽的鐵鑄風向儀，已有多年歷史，但其箭咀仍然準確地指向東方。

梁SIR提提你：『舊翼天台面積雖然大，但不會開放，因為圍欄高度不符合
              標準。校方擔心會增加學校結構的負擔，和地板有滲水的情況
              出現，因此不打算進行天台綠化，天台暫時並沒有甚麼大作用。』

禁地檔案       -- 舊翼天台



禁地檔案           -- 後山

1. 位置：小食部旁，校工休息室旁邊的小門外，禮堂後方

2. 備註：通往後山的門早已上鎖，防止同學進入

3. 特色：有一個大籠子，內有七部分體式冷氣機，設有黑色喉管
         接駁入禮堂，籠上被綠色尼龍網覆蓋，防止樹葉墮入損
         壞機器，也提供空間讓冷氣機散熱。

4. 後山有個小型山坡，雜草叢生。走下梯級能看見梁副校親手所
   種的攀緣植物「爬牆虎」

梁SIR提提你：『學校是建於斜坡之上，因此形成了四個空間，初時
             校方用作儲物之用，後來發現地方十分潮濕，而且通
             往此空間的道路太狹窄，物品搬運上落十分不便，此
             地方便荒廢至今。』

禁地檔案                   -- 化學危險品儲存室 

1. 位置：二樓與三樓之間的一號樓梯旁

2. 用途：原本為小型的廁所，現已改建化學品儲存室

3. 備註：進入前必定要先開動抽氣扇，以免吸入過量毒氣；長期上鎖

4. 特色：內裏的木櫃存放大量具毒性及放射性的化學品，約有八十多瓶，
         櫃底是化學廢物收集筒，每當有棄置的化學液體或器具就會儲藏
         在此，並由青衣化學廢物處理中心人員來到學校收集作處理之用。

5. 內存化學物品如甲醇(ethanol)、丁烷(butane)等

梁SIR提提你『此室存有大量危險品，擅自進入此室相當危險，切勿以身試法!!!』



內地作家余華先生寫了一本書------《十個詞彙裡的中國》。書中，余華
先生將今日中國的問題概括為十個詞語來討論。其中一個就是「差距」。
而我認為拿差距一詞來概括中國人和香港人的問題也是最適合不過。八十
年代初，鄧小平承諾香港回歸後五十年不變，其背後理念就是讓中國在五
十年內盡量收窄與香港的差距，甚至追上香港，與香港並駕齊驅。這種差
距是甚麼呢?請客許我從語言、恩想、政治上談談中國人和香港人之間的
差距。

在語言上，中國人和香港人的確存在差距。中國人說普通話，香港人說廣
東話。而中國人為了統一方言，收窄各地的語言差距，不惜打壓粵語，例
如有廣州市政協以適應亞運會及打造國際都市形象為名，向當局建議將廣
州電視臺主要頻道由廣東話改為普通話播出。可見，普通話有著一定的凌
駕性。其實，我並不反對統一方言，因為這樣有利於全國經濟交流和種種
好處。但是，香港人並不希望中國人為了收窄差距，便像秦始皇滅掉六國
文字般統一方言，抹殺地方文化。

另一方面，中國人的用詞，說話方式總有一種不能言喻的怪。中國人總喜
歡用數字造詞，如兩個凡是，三個代表，四個現代化，八榮八恥云云。但
香港人不喜歡用由數字組成的詞語嗎?不，但只限於一帆風順，二話不說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四目交投，七上八落等成語或諺語。因此，兩者在
語言上的差距可見一斑。

語言上的差距，一聽而別，但像思想這些非具體的層面上，又怎樣呢?

傳統的中國人，是有仁義道德的，即使喪盡天良，也終究有個底線。這就
是所謂的「盜亦有道」。而今日的共產中國，經歷文化大革命，在「破四
舊，立四新」，「爹親娘親不及毛主席親」等歪理的衝擊下，傳統的道德
倫理觀已遭掃清。行為體現一個人的思想。汶川大地震時的「范跑跑事件
」和最新的佛山「小悅悅事件」不正正反映出這個民族的思想，價值觀被
徹底扭曲嗎?你也許會說這些只是「一小撮人」的個別事件，然而，君不
見黑心食品，非法販賣人體器官，豆腐渣三程等駭人聽聞的事不絕於耳嗎
?我深信，香港的老師決不會在災難中不顧學生的安危而去；我深信，香
港人決不會為了卑取暴利而在食物中下毒‧‧‧‧‧‧

中國人?香港人? 萬卓軒 6D 28



因為，香港人或許沒有如古化聖賢般的高尚情操，但在道德上最低限度
是有個底線的，思想也不至於那麼卑劣。

或許有人說，香港人不愛國，經常「反中亂港」，「搞港獨」，而中國
人則比較愛國，故香港人在愛國的層面上落後中國人。但我有另一種看
法。以傳統節日為例，香港人雖被英國殖民統治，但仍不忘自己是中國
人，仍毫不間斷地慶祝傳統節日，如中秋，端午等。反之，中國人在文
革時放棄中秋，端午，甚至新年，今日二十一世紀才把中秋列為法定假
期；於近年為了旅遊業收益才復辦龍舟競賽；於七十年代末官方才舉辦
首屆春晚，足見中國對傳統文化的「重視」。又以災難為例，香港人對
中國的災害伸出援手，不遺途力，由華東水災至汶川地震，均不難看見
香港人的愛國心。但中國近年則發生詐捐事件，而郭美美事件又揭露中
國紅十字高層挪用捐款。此外，中國人還爭相去做外國人，中國官員更
是佼佼者，他們收刮民脂民膏，貪夠了就逃之夭夭，捧著國家的錢到外
國安享晚年！香港人不愛國，中國人較愛國，此言差矣！

上文談到現今的中國人經歷文革的洗禮，中國文化的美好特質已遭中國
人摒棄。但在政治上，中國人卻繼承了中國文化。學者蕭建生先生在《
中國文明的反思》提出，現化中國官僚階層承著明清以來的官場習氣。
從中共建國初期的劉清山，張子善案到最近的薄熙來案，中國統治階層
的貪污瀆職事件層出不窮，屢見不鮮。成克傑，李紀周，陳良宇，劉志
軍等耳熟能詳的大貪官「蜚聲國際」。另一方面，明清兩朝大興文字獄
，現今中國的統治者亦繼承了「傳統」，大肆打壓言論自由，五十年代
有林昭因發表「異議」而被劃為右派；八十年代有魏京生因提出「政治
民主化」而鋃鐺仕獄；二十一世紀有劉曉波因起草「零八憲章」而身陷
囹圄。周朝時，君主在民間設置謗木，鼓勵人們把意見刻在謗木上，用
以批評執政者。這謗木演變成日後的華表，卻已失去原來意義。倘若你
今天在天安門前的華表刻上你的意見，恐怕你在一分鐘內便被公安以「
煽動及顛覆國家」之罪名拘捕了！中國傳統所稱頌的清廉和周朝時那種
在中國歷史上罕見的言論自由，恐怕，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上，只
在香港這一塊土地才能找到。
論語言，論思想，論政治，中國人和香港人之前的確存在著極大差距。
張收窄這個鴻溝，任重而道遠，究竟能否真的如鄧小平所言，在五十年
內大功告成?吾拭目以待。



正處於青春期的男性就讀在一間男校，感覺必定不好受。因為沒有異性在
附近，讓他們結識到女性的機會亦不多，是為一大悲哀。不過最悲哀的，
莫過於為此而低頭，『見女就衝』，就像見到奇珍異獸一樣，一見到女生
就大呼小叫，然後女朋友又變成了必需品，不然便是『毒』，連學生會聖
誕舞會的宣傳亦說「把握好呢個機會，擺脫Lonely Christmas。這些機會
…總會屬於你。」
 
其實，有女朋友真的這麼重要嗎?

筆者不是一個恨不得有女朋友的人，亦不明白為何同學們如此渴望有女朋
友。有的人一聽到有女生的活動便便要立刻報名，根本而不在乎活動的性
質；亦有愈來愈多組織以聯校活動作為噱頭，因為幹事們都知道這類活動
能吸引大量同學參加，從而提高組織的聲名和製造良好印象，可見結識女
性的重要性愈來愈高。

然而，愛情並非那麼重要。人生中愛情不是一切，還有家人、朋友、事業
、夢想等千千萬萬樣事情；愛情，只是人生的其中一部份。不能否認，追
求異性是人的本性，生兒育女是人之常情，但這不代表能為了能結識異性
就放棄一切，瘋狂到一種不能形容的地步；簡單來說，正在青春期的我們
渴望愛情是正常的，失去自我便有點過態。舉個例，自私是人性之一，但
不代表你能以自私作為理由便不顧別人的感受，做出傷害別人的事。這已
是誤解了人的本性，濫用了這個理由。

有人會反駁說這是受社會環境的影響，那些受吹棒卻又扭曲了的愛情觀引
致這麼多追求戀愛的學生。的確，社會是需要負上部份責任，但難道我們
就不會思考嗎?我們懂得責怪香港的教育制度，懂得批判父母的教導，卻
對愛情觀不多加思考，把愛情無限放大，視女朋友如寶物。也會有人質疑
只是筆者沒有女友「葡萄」別人了吧。哈，說真，我一點也不妒忌，也不
羨慕。再者，既然筆者都開宗明意表明不渴望戀情，又何需羨慕，又何需
妒忌呢？

或許，男校最悲哀的不是缺乏異性，而是連學生自身都「被情所困」，終
日為女而忙，就像女朋友已成為生活的必需品一樣。然而，在人生階段，
另一角度說，在中學階段中，是否愛情就是一切呢？家人、同學、朋友、
班、師兄弟、學業、音樂、體育、學會等，這一切對你來說又有甚麼意義
呢？當然，每個人的價值觀都不同，對某些人來說愛情是重要的，但希望
各位觀瑪仔能夠了解愛情對自己來說是甚麼的一回事、有甚麼價值，更重
要的是了解甚麼對自己來說才是最重要的，有自己的態度及主見，不要盲
目跟風、人云亦云，就算是學生會，其言論也可以帶有誤導性的。

最後筆者謹在此祝各位生活愉快！:)

男校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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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年小六，幸運派上一所男校的他正掛著一絲微笑。哼！終於不用與那煩死人的女生一起上課
！真好！「聽說男校大多校風自由，做什麼也可，你就好！」「才不！我哥說男校活像和尚寺，
生活枯燥乏味呢！」同學甲乙正討論著他們眼中的男校。他沒有回應，只認為今天確是個值得記
念的日子。然而，這世界存在一個定律：一件事情的完結，永遠是另一件事的開始……

  又是一個陽光普照的早上，掛著兩隻「熊貓眼」的他亦如常地上學，看樣子，昨晚又通宵達旦
地玩電腦遊戲吧！一路上，頂著一頭蓬鬆頭髮、臉上架著粗框眼鏡的他，看起來更了無生氣，與
「陽光少年」這四字毫不匹配，熾熱的天氣與他身上的神氣成很大的反差。戴著耳機的同時，亦
完全與外界隔絕，不知多少個年頭了，他也是這樣上學，駝著背，低著頭，害怕與別人接觸，與
其說「害怕」，不如是「逃避」。「呠……」的一聲巨響，把他與現實的距離拉回丁點，「小子
！看路啊！想自殺找別處！別阻著大爺我上班！」粗獷的貨車司機探出頭來，還差那四字真言沒
說出口，但他仍無動於衷，照樣駝著背，低下頭，走他的路。完全沒理會貨車司機的說話，亦沒
在意途人的眼光，因他的目的地就在前面，略帶殘舊的校舍，門口印著校名，沒有橫額、沒有標
語，想起來，已屹立在這舊區數十年了，不少三姑六婆都慨嘆自己生的不是男丁，否則就能進這
好學校唸書啊！他緩緩除下耳機，踏進門，一天的開始。

  上的是英文課，衣著時髦、滿懷教育熱誠的英文女老師以一句「Good Morning Class」作開端
，接著便開始教授那任誰都不喜歡的英文文法。沉悶的連堂使人接近窒息，左盼盼、右看看，前
面的那位已開始偷偷使用手機，上的不外乎是社交網站、什麼討論區等等，旁邊兩位讀書成績不
錯的亦開始討論著數學題，托著頭，思考的模樣像個未來大發明家。坐在窗邊角落的他百無聊賴
，想睡覺又怕被人發現，剛好，「鈴……」的一聲，令他正想站起來說再見，回頭卻發現是旁邊
學校小息的鐘聲。隔著窗，操場上有男有女的奔跑著，走廊上，男的經過扯了女的馬尾一下，女
的轉過身又拍打了他一下，兩小無猜在打情罵俏，大家都在譜寫著青春期的詩嗎？窗外窗內，兩
個截然不同的世界，猶如三八線分隔著的南北韓。長期的單性生活使他有點動搖，如果當年不這
麼幸運，那我今天又會如何？不！女生都是煩人的，男女校不比男校好！天使與魔鬼在他心裏掙
扎，那又如何？都第五個年頭了，習慣了，就不是個問題，他深信著。

  午飯時段，伴隨著他的是數個已同班多年的好友，談的不是英雄聯盟，就是什麼英超、成績之
類，話題十年如一日。他們踏進一所連鎖快餐店，吃的又是什麼漢堡包、薯條，「你好，先生想
要點些什麼呢？」一把略帶嬌俏的女聲問道。「啊……那個……巨……無霸……餐吧！要可樂的
，沒有儲分。」他沒有直視她，只是低下頭小聲地說。「好的！巨無霸餐，喝什麼呢？」「不是
說了嗎！可樂啊！」正想衝口而出，但還是把說話吞回肚子裏。「可樂。」「好的，有沒有……
」「沒有。」冷漠的態度仿佛把對方都嚇壞了。「好的，找回你二十九元，下次再見！」接過零
錢，剎那間，溫暖的女性觸感從她手裏傳來，仍舊，低下頭，好不容易才從人群中擠回座位。「
呼！」想起來，是多久呢？是多久沒與異性聊天？即使有，亦甚少直視對方，自己的母親亦然。
是害怕嗎？是逃避嗎？還是……？不記得，不知道。唷一口漢堡包，喝一口可樂，煩惱仍未消。

  午飯，上課，睡覺。準時三時三十分放學，他踏出校門，剛巧成為第三十個離校的學生。路途
上，依舊駝著背、低下頭，默默走自己的路，嗯，回家後先開電腦，然後……走著走著，眼角像
留意到某些東西，那是，早上上課時窗外的那對情侶嗎？手牽手，嘴角洋溢著戀愛中的甜蜜，兩
人的背影，好像才是他一直追尋的目標。「聽說男校大多校風自由，做什麼也可，你就好！」「
才不！我哥說男校活像和尚寺，生活枯燥乏味呢！」小時候的兩句話，此刻在他腦內迴響，是嗎
？生活枯燥乏味嗎？

  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他渡過一個又一個的考試，成功升上某大學的理學院。一件事情的畢業
，永遠是另一件事的開始，驀然回首，人生的確有大大小小的分水嶺，對他來說，最大的莫過於
二字——「男校」。曾懊悔、曾迷茫、曾失落，然而，人總需要勇敢生存，男校也許是他一生中
最消沉，亦最逍遙的一段時光。男校悲哀嗎？你，後悔嗎？

男校的悲哀 迷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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