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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自中国福建的无名山寨厂,我的功能齐全,是家庭厨
房必备佳品----电饭煲!我长得像个特大沙田柚。我是白色
的,可是用久了会变黄。本人身上还有多个按键。这就证明了
我是一个名副其实、「玉树临风」的多功能电饭煲。

 我有一个十分特别的超能力,就是可以将米饭在半小时
内煮熟。你首先把洗好的米倒到米缸里,再按适当份量的水倒
进去,再按「开始亅键,你便可以去干其他的事了。

 但是,要注意的是你倒水的时候千万不可以将水倒进我
的发热器内。因为水是导电体,到进发热器内会发生短路,令
机件过热,因而发生大爆炸。爆炸时,你一定要用你最快的速
度跑出厨房。因为爆炸时,我会把你的整个厨房炸掉,发生巨
响,还会冒出火舌和大量浓烟。里面的米饭也会爆出来,弄得
你一屋子的米，哈哈......

 这种极之恐布的意外只会在你不小心使用时发生,所以
我仍是人们的好帮手。不要害怕,请放心使用我这台「多功多
电饭煲」吧! 因为我有三年保养期,所以不用怕! 谢谢。

电饭煲的话 Eugene Law 7E



 今天，我放学后约同学一起做功课。我坐车到我们约
好地点，可是，下车以后，我走了二十分钟，都没走到目的
地。周围都是陌生的景物和从来没见过的建筑。我有些焦急
，感到十分害怕。我那时，一位高大的警察叔叔又向我走过
来，问我：「“发生什么事？是不是需要帮助？”」我马上点
头，告诉他我想去的地方后，警察叔叔微笑着说：「我帶你
去吧。」

 警察叔叔非常细心地问我是否来找同学玩。他称赞我
非常勇敢，不过最好还是跟其他同学或家长一起，不要独自
在街上走。最后当我们走到诗惠家楼下，见到诗惠下楼找我
，警察叔叔才跟我们道别。「谢谢叔叔！」我忍不住对着他
的背影大喊一声。他回头挥挥手就走了。

 虽然后来再也没见过那位叔叔，但是他的高大背影一
直留在我心中。

 现在，每当我见到警察经过时，都会想起那位好心的
警察叔叔。

Edison Ho 8E最好的善举



 在美国大城市的地铁站出口，常常可以看到一些卖艺的
人。虽然来来往往的人很多，但这些街头艺人通常无法引人
注意，更不会给他人留下什么印象。不过，有一个则是例外
，他的故事一度在社会上呗传颂开来，深深感动了很多人。

 他是一位贫穷的年轻人，总会带着小提琴在地铁站口演
奏。今天，他又如常地带着小提琴在街头演奏。大家注意到
地上的一张纸，并开始议论纷纷。原来那张纸上写「昨天，
有位先生错将一张非常重要的东西，放入我的帽子中，请尽
快来认领。」当大家都在讨论的时候，一位先生急忙地，激
动地抓着小提手的肩膀说:「你居然还会再来，真是一个诚实
的人。」四周的人都觉得很好奇。「我昨天把奖券当成钱给
他了！」小提琴手二话不说，立刻从口袋里掏出奖券，交给
了这位先生。

 这位兴奋不已的先生感动地说:「没想到居然能失而复
得！你怎么能不为所动呢？可是十五万元奖金啊！」

 小提琴手回答:「我虽然很缺钱，但我不想连诚信，品
格都失去！」

Jamie Wong 8R一个关于社会公德的小故事：
贫穷的小提琴手



 在我家旁边，有一个小公园，公园的环境清幽，四周
种满了枝繁叶茂的大叔，这里是附近的大人、小孩，休闲玩
乐的好地方。

 一个夏天的午后，我独自一个去公园慢跑。在我额头
刚刚开始出汗的时候，我突然看见公园里走进来一位年轻人
。这个男人看起来大约二十多岁，身高有一米八零以上，耳
朵上戴着一副年轻人最喜欢的魔音耳机。这个年轻人长得很
帅气，染了一头咖啡色的短发，看起来非常时尚。

 他一边听着音乐，一边随着音乐摆动着身体，不一会
儿，他在一张木椅上坐了下来，从随身的背包里掏出了一包
薯片吃了起来，年轻人摇头晃脑地听着音乐，一面把身体躺
在公园的木椅上，一面把脚也踏了上去。年轻人很快就吃完
了薯片，随手就把薯片的包装袋扔到了椅子旁的草地上。接
着，又拿出了一包纸巾，擦了擦自己的手和嘴巴，然后又很
自然的顺手把纸巾也扔在了公园的草地上。这时，年轻人的
手机突然响了起来，于是，他一边讲着电话，一边走出了公
园。

 望着他离去的背影，我的心里感慨万十，为什么长得
那么英俊，那么时尚的一个年轻人会做出那些令人不满的行
为？

 一个人的美丑有时候真的不能光看外表。

一个关于社会公德的小故事
Katya Foong 8N



 那一刻，我知道我真的失败了。我的心情久久地不能平
静……
 
 我不在起点线，也不在终点线，我是在偏僻的角落里。

 我的帆船不停地被一波一波的潮水推走。我连起点线还
没过，就已经推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

 我凝视着起跑线，不停尝试地向前进。可是，每当我前
进一步，潮水就又把我推倒原来的位置。

 我并没有放弃，我没有想过完成比赛，也没想过退出比
赛，只想走到起跑线。

 海上只有我跟潮水挣扎，我就像被控制的木偶一样。

 我的力气没了，一滴一滴的水从眼里流了出来。我想：
我以后也不会再驾驶帆船了！我只想回家，躺在舒适的穿上
睡觉，希望这是一场噩梦。

 ‘喂！喂！’大叫的声音走近我的耳朵，我立刻四处张望
。我看到了！我有救了！那是我的教练。教练温柔地对我说 ‘
有一个英文，他还没学会走路，就想跑步了，你想想，他会
成功吗？’

 我领悟了：没有失败，就没有成功。我们要从失败里吸
取教训、经验。然后一点一滴，渐渐地迈向成功的道路！

失败就是成功的一半
Lumier Ng 8E



 放学了，我照例坐地铁回家。地铁站真是人山人海。下
班的、放学的、旅游的……各种各样的人多得数不胜数。

 我进入车厢后站到了车门旁。这时，耳边传来很吵的音
乐声，大家都被这声音吵死了。原来，车厢里有一位小女孩
正在用手机听音乐，而且还放到了最大声，又没带耳机，车
厢里的人都朝她投以厌恶的目光。可是那位小女孩竟目中无
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我觉得她这个样子，真的是人们
口中说的‘港孩’。

 地铁到站了，有写人下车了，又又一批人上车了，我被
挤到了小女孩的身旁。她依然大开着音乐，吵得我很心烦。
于是，我轻轻地拍了拍她的肩膀‘小妹妹，请把你的手机音量
开小声一些。’她竟然用眼睛瞟了我一下，显出傲慢的样子，
但是她的手机音量还是很大声。车厢里的人开始议论纷纷，
对小女孩没修养的行为作出了指责。小女孩此时明白了自己
的错误，地铁一到站她就灰溜溜地下车了，她的身影就这样
消失在人群中了……

 我认为现在有些小孩很没有修养。他们要对自己的行为
负责任。如果人人都可以做对社会有益的人，都有社会公德
，世界会变得很美好。

Rochelle Pun 8R 社会公德



 现在很多家长的心愿是希望子女能「赢在起跑线」对于
女的学习成绩，从小就非常注重和紧张。香港是一个竞争激
烈的社会，「望子成龙」，望女成风，是很多家长的心愿，
要子女能功成进入他们的梦想学校，需要花很多心思，希望
孩子能在名校学习，将来会出人头地，成为幸福的一群。

 从我个人的经验体会到，望子成龙的心能会让学生感到
非常大的压力，虽然有竞争才有进步，但可悲的现实让不少
名校的中，小学生患有焦虑症，要靠药物减压曾经接触过一
些名小学生，他们对自己有极高的要求，以考入名牌大学为
目标。入不到前列的三间大学，即港大，中大或者科大，便
等于失败。孩子压力的来源，不仅来自学校和家长，更包括
他们周遭的同学，看见别人成绩出众，样样皆能，便不自觉
地把自己和同辈相比。假若觉得不像同学那般优秀，起初是
焦虑来袭， 若经过一番努力后，仍没有明显进步，不能迎头
赶上，便开始感到无助，绝望甚至抑郁。

 我认为读书应采纳适度原则，如果家长的期望过大，超
越了孩子的能力范围，就容易让孩子产生挫败感，缺乏成就
感和自信心，逐渐学习失去兴趣。人的心里都有一根无形的
弦， 不绷不行，太紧又会断，教育孩子也要这样，请盡给他
们多一点自由空间，对他们努力的成果给予多肯定。

 孩子是父母心中的心肝宝贝，他们可以健康，快乐地成
长，是每个家庭的骄傲，更是每位家长的心愿。总而言之，
望子成龙可以作为一种子棕或动机，但絕不可以成为负担。

 Yoko Lee 12W望子成龙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大家好！

 我是十三年纪的小明，去年的小学外活动周，我当了七
年级露营活动的机长。现在我与大家分享一些经历。

 去年十一月，我和几个十二年纪的同学，作为级长，参
加了七年级的露营。我们四个高年级的同学协助老师照顾三十
个七年级同学。我们吃，住，活动全在一起。营地的活动丰富
极了。白天；爬山、舞蹈排练和越远赛跑，晚上；烧烤、派对
和有奖问题比赛等。露营一共有五天四日，大家玩得兴高采烈
，不亦乐乎。没有发生严重事故，大部分同学都手规则，没有
问题，只有有的同学晚上想家了哭鼻子，有的受了伤，还有写
男孩子打架等小事，这些都要我们协助老师处理解决。

 这五天，我们睡了很少，因为晚上熄灯后，七年纪的同
学还会大声聊天儿。早上还没到起床时间，他们就会兴奋地叽
喳吵闹。食堂的饭菜很难吃，油腻蔬菜少，所以我瘦了，黑了
，脸上多了青春豆。虽然我觉得辛苦，但是锻炼了我的意志。
我学会了体贴人，照顾人，提高了与别人合作，以及处理、解
决的能力。我觉得我这几天长大了，成熟了。

 同学们今年的校外活动周快开始了。大家不要错过锻炼
好自己的好机会，赶快报名担任七年级的同学级长吧！
  
谢谢大家！

露营 Damon Jim 13F



 去年的平安夜，我和教会的朋友一起去老人院报佳音。
我们大约中午十二点在官塘集合，有人负责带礼物，有人带
乐器，有人带食物，大家都怀着兴奋的心情做上了巴士。不
到半个小时我们就到达了老人院。
 
 首先我们在门口拍了一张大合照留念，然后，就浩浩荡
荡地进入礼堂。一进去，就看到很多老公公，老婆婆，他们
的脸上都充满了笑容，似乎等了我们很久，也期待我们给他
们带来欢乐。

 而我们真的没有让老人家失望，因为有一群少年用不同
的乐器如：色士 风，小提琴，电子琴 … 大合奏，当天，他
们唱的时《普世欢腾救主降临》唱得非常嘹亮，合拍，好像
一群天使在唱圣乐。接着一位阿姨分享了她信主耶稣之后，
她的人生就充满了平安和喜乐，很多人听了以后都非常感动
，老人家们像小孩子一脸天真灿烂的表情，令人感觉非常温
馨。

 最后由一位大哥哥负责带老人家玩儿游戏，他只是问老
人家一些简单的问题，答对的人就能得拿到一份小礼物，老
人家很踊跃地举手回答，拿到礼物时，开心得笑得合不拢咀
，可爱极了！这一刻，我觉得我们所做的就是最美的善举！

最好的善举 Rachel Handley 8R



 去年初升上中学的第一天很快在欢乐声中度过，可惜第
二天却不太顺利。

 开课的第二天清早，是我第一次在金钟校巴站乘车上学
，混乱的秩序一阵子就把兴奋的心情一扫而空。

 那一天，刚步出地铁站，小车还没到来，同学们三五成
群在等校车，他们有些在闲谈，有些在阅读。各人分三个出
，没有人排队。

 校巴来老的时候，站在路旁的同学，急步走近车门。这
时，我也跟随大家急步向前，我回头一看，看到一大班同学
齐齐拥上来，推推撞撞，有些缺德的同学从后猛力推开人群
争先上车。倒霉的我被一个看似文质彬彬的高年级同学推开
了，结果没能上第一班校车。

 五分钟后，紧张的场面再次出现。第二班校车还没停定
，各人又再次跑到马路旁，希望能争上校车，不过这次校车
停得较前，一群人紧随还没停定的校车，争先恐后，你推我
撞。这回，在混乱的人群中，我被推上了校巴。

 第三天早上，大家又来到金钟的校车站，有一位家长自
告奋勇指导大家排队。大部分人都听从这位热心家长的指示
，校车到的时候，有些迟来的同学看见自己的朋友在对前，
不顾公德插队，这时各人怒目而视，提醒这些同学守秩序排
队，结果这些同学乖乖地跑到队尾等候校车。往后的日子，
大家不用家长知道也都自动自觉地排队上车了。

 我觉得公德心早已经存在同学们的心中，指示少数同学
缺乏公德，大家被迫同流合污，争先上车。但当有人带领时
，大家就能守秩序，重公德了。

 现在，我也不怕去金钟坐校车了。

藏在心中的‘公德心’
Jamie Lam 8D



 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是我爸爸。他长得又高又胖。他喜欢
打电脑游戏，打篮球也喜欢游泳。现在，爸爸在美国工作，
他是一位医生。他以前常常跟我一起打篮球，但是最近他没
有时间打，所以越来越胖。他有时候会教我怎么做作业。每
个周末，我们一起吃晚饭。我们常常谈心也说笑话。我小时
候，他经常跟我玩玩具。

 他是一起很开朗的人，有耐心，也很安静。我爸爸很有
礼貌也不见粗话，但是他有时候会对我发火。在中学一年级
，我有一次考试考得很差，他变得很生气也对我发火。然后
，我父母管我严一点。他们要我内天在家读书。我学习进步
了好多，所以他们就给我买玩具。虽然他管我管得严，我觉
得我爸爸是一个很好的人。

 我爸爸对我有一个正面的影响因为他对工作很用心，也
有好多的朋友爱护家人。他想我当一个医生，但是我想做一
个小提琴家。小提琴家一定有耐心也有礼貌。小提琴家跟我
爸爸的性格有一点像。

 我觉得我们父母对我们呢有最大的影响因为我们跟他们
一起的时间最多。父母会叫你什么嗜好，什么是坏。在我家
，我爸爸对我有最大的影响。我的性格跟他像，我们也有一
样的爱好，我们也很合得来。

对我影响最大的人 Brian Chan 12E



 那一刻，我知道我真的失败了。我的心情不久地不能平
静，心如刀割一样……

 我还记得清清楚楚，那天我哦在跑步比赛中失败了。那
天，我参加了学校跑步比赛，全家都来看我了。我望了望旁
边的参赛者，他们都跑得不快。“我必胜了！”我自信地说。
 
 体育老师慢慢地走到我们面前，他向我们解释“你们看
到那条白线了吗？那里就是终点，第一个跑道终点的人就会
胜出……”我望着那条白线，不是那么远，应该十秒内我就能
跑到终点。我望着体育老师，自言自语地说“快开始比赛吧！
”我望着望着，只听到心脏在跳得很快，像闹钟似的。我真的
很紧张，很紧张，我闭上眼睛，对自己说“比赛快开始了，我
一定会胜出。”
 
 “咇！”哨子响起了，接着我听到一阵欢呼声。我像火箭
一样冲向前去，所有的跑手都在我后面。我这一次肯定胜出
了！终点就在我眼前，大概还有100米吧！90米、80米，这
时一位跑手在我旁边冲过。我十分意外，就加快了脚步，拼
命地追着他。60米，50米，40米……无论我多么拼命，多么
用力，我再也追不上他了……

 到了终点时，我听到了一些掌声，但我却恨伤心，我失
败了，本来可以胜出的。那时我真的很想哭，很想大喊，放
佛我什么希望也没有了。

 这时，一个人走到我前面。“爸爸！”我叫道。父亲蹲下
来，说“不要伤心，输赢不是问题，只要你不放弃，尽力去做
就可以了。”父亲的话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人是不能被
打败的，在生命中可以失败，但你有决心去做就一定做得到
。我做一件事，都会付出100%努力，虽然我未必会赢，但至
少我有尝试啊！“

一次失败的经历 Henry Yan 8W



  我叫史阿克。今年我十六岁，在港岛中学上十二年级。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小王。小王长得又高又帅，他有大眼睛
，高鼻子和小嘴巴，还有黑黑的卷发。  他有一米八。

     我跟小王建立友谊是在去年一次的篮球比赛里。当时，
我因为没有朋友，觉得很孤独。小王看见了，他走过来，跟我
说话，让我开心起来。就这样，我们的友谊开始了。

     我发现，小王和我的背景很相似，兴趣和爱好也一样。
我们都喜欢打网球，所以每个星期六我跟小王去香港公园的网
球场。小王的性格很好， 他很开朗，对人很友善，从来不发脾
气。我的性格也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小王是我的一面镜子。
在班里我和小王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他也常常教我历史，我
常常教他科学和英语。有时候我们之间有矛盾。我们就会说出
来。我们之间经常沟通，问题就容易解决了。

     我觉得，朋友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你没有朋
友，我就会很孤独。如果有好朋友，他会为你分担痛苦，分享
欢乐。有小王这个好朋友，我非常开心。

我的好朋友 Chirag Bellani 12N



 时间你在哪里呢？过去了……
 
 那一刻，我知道自己失败了。我的心情久久地不能平静下
来。我把分数的另一半揭开，我再看一看我这次中文课的分数－
43分。沉重的泪水从我的眼角慢慢地落在我干涩的嘴唇，笨笨的
脑袋正在回想自己没有用功温习，整天在家中’打机‘的情况。

 当老师把所有卷子派完，他说 ’这次的表现有很大的进步
，只有两个同学不合格，其他同学都达到70分或以上。特别嘉许
海情和永文，他们都拿到一百分，在考试表现中十分优秀……’ 
我擦擦眼泪与同学一起拍掌，看着他们俩，我真的希望自己也能
取得一百分，站在他俩旁。接下来，老师讲解了卷内的答案，我
一直都没有听，心不在焉。当中文课完结时，老师叫我去Block 
7见他，我的心 ‘砰砰，砰砰’ 地跳，希望不是见家长，罚留堂，
出警告信……每走一步，我的心跳就加速两倍，我越走越慢，心
情愈来愈紧张。当我走近703课室时，看见中文老师已经在等我
了，他的微笑令我放松了一些，但我还是十分害怕。

 当我坐下时，老师跟我说‘你有心事吗？这次的考试的成绩
不太理想啊！’ 我告诉老师我经常无节制地玩游戏机，没有好好
温习，深夜十一时才开始温习的情况。老师教我 “工作时工作，
游戏时游戏” 的道理，叫我好好分配时间，做个时间表管理我娱
乐和温习时间。自此以后，我每学期都会做一个时间表，给自己
足够的娱乐和学习的时间。我的父母看见我的成绩一天一天地进
步，都十分开心，而我的中文老师就在年终考试时读出了我的名
字和两位 ‘常胜将军’ 的名字，我自己真的十分高兴。

 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到了我13年级的IB考试，我依然用
了老师的方法，好好分配时间，在IB考试取得了44分，在中文科
目还拿了 ‘Top of the world’ 的奖状。现在我已经上了大学，但
是依然会记住老师在我失败的那天最后讲的 ‘……时间是买不到
的，我们年轻人不要浪费光阴……’ 这就是我人生的动力。 

Nicholas Cheung 8N
一次失败的经历



Kristen Ho 8W

 一个星期天，我和家人走在街上，天开始热了，我开始觉得有点累
了，真的好想回家，可以坐下来休息、听音乐、吃东西……
 
 突然，爸爸对我们说‘到了。’

 我一抬头看，我们来到一座大厦前，看上去非常普通。但我一跨进
去，就发现，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地方…而是个…

 ‘这里是个老人院，今天下午，我们会在这里帮忙当义工，例如洗
碗，整理房间，等等。’爸爸解释到。

 整个下午，都要呆在这儿？我就是想回家，看电视，玩电脑。现在
是星期天啊，为什么要我来这种地方？我有点生气地想着。在老人院内，
已经有很多人在这里工作了，我们为什么要来？

 工作时间就要开始了，我要先到厨房洗碗。可是，我见到，已经有
很多人在那儿，根本不需要我的帮忙，但我还是站在洗碗盘旁边榜首把碗
抹干。

 一个小时过了之后，终于能休息了。我走出去，看到几个人在门口
把几块钱放在一个木箱子里，然后转身走了。嗯，那是个捐款箱。我心里
想着，我们根本就不用来这儿，在木箱里放几块钱就行了吧！

 过了一会儿，我向另一个房间走去，想找找爸爸妈妈，问他们什么
时候才能回家。

 可当我见到了他们之后，却问不出口了。爸妈都在跟一个老人说话
。我不明白－为什么老人们要跟一些完全陌生的人聊天？他们没有家人，
朋友能来老人院看看他们吗？

 一下子，我明白了。就是因为那些老人没有亲人来看他们，他们每
一天都过着一样的生活，一定觉得很寂寞。所以才会欣赏和感谢写本来只
是陌生人的义工。义工只要煮饭，洗碗筷－最重要的事，要把快乐，温暖
，传给他们……

 这些温暖，不管你在木箱里放多少钱，洗多少个碗，都不能换到。
这才是最美的善举。

最美的善举



一次失败的经历

 那一刻，我知道我真的失败了。我的心情久久地不能平静
下来。见到考试卷上大大的红 ‘鸡蛋’，我不禁地想起妈妈愤怒的
样子，爸爸失望的表情。这个考试我已足足预备了一个月。我见
到朋友的成绩，全都八十分以上，肯定是弄错了什么！

 邻班的同学见到我的分数笑我好笨，令我感到很无奈。而
且妈妈说过如果今次再不合格，就会把我心爱的游戏机扔掉了。

 正当我不知所措时，老师突然向我走过来了。我心想：今
次不得了，她肯定是来骂我为什么不合格了。她走过来说 ‘泽渲
同学，请你看看考试卷的名字’ 我看看，发现原来试卷不是我的
！我 ‘真’ 的分数原来是九十五分啊！开心极了！ 

Kurtis Law 8W



 有一天，我去医院看医生。我有点发烧，也有些头痛
，所以放学之后就到附近的医院看门诊。那是一个很阴冷的
下午，天色灰蒙蒙的，医院等候室的窗外正下着毛毛小雨。

 那天等候看病的人很多，但等候室里一片寂静，因为
人人都是一脸病容，没精打采的。大家的心里都有一个希望
－希望护士能快点叫自己的名字，让他们可以进诊症室。

 过了很久，正当我昏昏欲睡的时候，突然从走廊传来
一阵悲痛的哭声。我探头向走廊看过去，看到一位满头白发
的老公公，正在很伤心地哭泣。老公公的旁边坐着一位年轻
的护士，正在向老公公解说着什么。

 我好奇地听了一会儿，原来老公公的女儿刚刚在医院
过世了，那位护士尝试游说老公公把他女儿的器官捐赠给其
他病人。老公公知识一边的哭，一边摇头，看起来很不愿意
把心爱的女儿的身体分成不同部分送给别人。

 他们两个交谈了一会儿，最后我听到护士说‘老伯伯，
我明白你女儿过时了你很伤心，但是我希望你可以认真的想
一想，如果你可以把你女儿的器官捐赠给其他病人，她的眼
角膜、心脏、肝脏和肾脏可以移植到不同病人的身上。老伯
伯，你的一个决定不只能帮助几个病人得到治愈的机会，更
能让他们的家庭重新过幸福的生活。老伯伯，请你再考虑一
下吧。

 老公公这时沉默了。他抬起头来，用含泪的眼睛望着
身边的护士。过了一会儿，老公公终于默默的点头了。这时
候，我仿佛看到老公公花白的头发上有一圈银色的光环。

 窗外的雨停了，温暖的阳光又再出现了。

最美的善举 Nicole Tam 7W



Zoe So 8F

 大家都经历过失败，没有挫折是不能成功的。

 去年，在一个钢琴比赛里，战况十分激烈，大家旗鼓相当，几乎
分不出胜负，道我的时候，居然发生了一件事，令我名落孙山，仅得第
四名。

 话说我在弹到一半时，突然谈错了几个音，而且十分响亮，全场
都摸不着头脑，在想这是什么来着。弹完之后，我垂头丧气地回到座位
去。

 在一旁的妈妈完了，赶紧安慰我 ‘从都会失败一次两次，一个不
可能不失败’ 我一听，心里就立刻暖了很多。

 在颁奖的时候，我只得了第四名，但是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很
有意义的第四名。

 “经一事，长一智”失败时你去成功的路上不可少的一块砖头。要
成功地大步向前，跌倒几次才会成功的。

一次失败的经历



 我还记得我做了一件让人印象深刻的一件善事。那天
外面刮大风。我坐在窗台上望着外面。

 ‘叮咚！’门铃响了。妈妈走到门前小心地开了门。
汤姆的妈妈站在门后，她的脸上带着悲哀及伤心。她低下头
，对妈妈说‘我的儿子因为意外失明，以后他什么也看不到
了⋯⋯’这是，汤姆的妈妈流了泪水，哭了起来。她跪下来
，说‘我们没钱，求求你帮我的儿子！’

 汤姆时我唯一一个好朋友，我不能丢下他。我想，汤
姆的世界已经变成漆黑一片了，所有的颜色都被吸走了，他
什么也看不到了，以后也看不到我的样子了。想了很久，我
觉得从书包里拿出一支铅笔然后在一张纸上写出我和汤姆美
好的回忆。

 写完之后，我跑去汤姆家，汤姆在床上躺着，他的妈
妈就坐在旁边。我也坐下来向汤姆说‘是你的好朋友亨利来
探望你呢！我写了一篇文章想送给你呢！我想读给你听。’
汤姆的妈妈笑了起来。我一开始读那篇文章时，我喝汤姆美
好的回忆好像波浪一样涌上来。我记得汤姆和我玩足球，一
起做功课，一起弹琴。我想到这些回忆后我
感到很快乐。我很快就把文章读完了。我看看周围，汤姆的
妈妈被我的文章感动了。她走到我面前，紧紧地拥抱着我。
她小声地跟我说‘谢谢！’汤姆也在旁边哭着，他说‘你永
远是我的好朋友⋯⋯’

 在回家的路上，我不停地想‘一个人就算失明了也可
以得到幸福。只要有人可以给他一个最美的善举。’

最美的善举 Henry Yau 7N



 记得小时候学骑自行车，我怎么也掌握不了平衡，必
须让爸爸扶着我才能勉强骑上一圈。有一次，我认为能骑好
了，就不让爸爸再扶我，自己去骑。结果，刚一上去，我就
失去了平衡，一下子从自行车上摔下来，我便失去了信心，
不想再学了。妈妈知道后，开导我说 ‘失败乃成功之母，无
论遇到任何困难和挫折，都要勇敢的面对，你一定会练会的
！’ 听了妈妈的话，我马上把不详学的念头给打消了。

 又是晴朗的一天，我又接着学骑自行车。我下定决心
：这次，我一定要学会。因为听了妈妈的开导，我不再怕困
难，摔倒了，爬起来了继续练。因为我不怕困难的精神，我
终于学会了骑自行车！在成功的那一刻，我突然发现，天空
特别蓝，花开得特别灿烂，人的心情也特别好。我成功了！

 我觉得每一次的失败，都在把我成功的距离拉近。只
要我们要有不放弃的精神，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我
们就一定会成功。

Joaquine Yuen 8E
一次失败的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