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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断归来路
扬子中学 高三（1）班 方玉林

我渴望你的鼓励我渴望你的鼓励
民一中学 初一(1)班 姚佳卉

☆生活感悟

☆心情日志

还有下一次
崇明中学 高三（7） 秦佳轶

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在人生这
一场万人马拉松中，有着无尽的“下一
次”的可能。荣耀加身的时候，并不意
味着下一次你必定领先；因挫折而短
暂迷失，并不意味着你会永远落后。
告诉自己还有下一次，它是一种追求
人生各种可能性的探索，也是肯定自
我价值的智慧。

一个长相平凡的山东男人，在演
艺圈里摸爬滚打十几载而毫无名气，
衰败的前途甚至让他的生活无以为
继，吃残羹剩饭、睡在北京的天桥下，
过着比蚁族更无尊严更不体面的生
活。但他坚持跑龙套，拍一场戏走几
十遍山路走破好几双鞋子，他都以山
东汉子的坚持守着“下一次”可能。他
是黄渤。他打算接受自己潦倒的一
生，在这一场追逐“下一次”的珍贵但
天真的梦想过程中，他意外地收到了
上帝的“红苹果”。

“任何人都希望梦想照进现实，但
事实往往是现实摧毁理想”，但有一些
执着的人，在清冷处，仰望着“下一次”
孤星般黯淡又明亮的光芒，抱定必败
的信念，成为属于自己的人，拥有自己
生命的自由。而上帝将“劳其筋骨，饿
其体肤”的锻炼完成，便赐予他们红苹
果。因为成功永远青睐相信“下一次”
的人。

因此，面对再荒凉逼仄的外部世
界，最令人恐惧的不是生活道路的狭

窄，而是内心的卑微和迟疑。告诉自
己，还有下一次，就是给自己以勇气重
新面对这个充满挑战和可能的世界。
贺拉斯说，自由不在远离人世的海角
天涯。是的，敢于梦想不卑不亢的人，
他们的自由在自己的手中，他们的内
心因为相信“下一次”而更有力量。

然而我们也需提醒自己，下一次
不是自欺欺人的借口，把今日的任务
留给明天会让“下一次”成为愚人的把
戏。这种鼓励性质的转移并不能真正
使内心安宁，而是做无能又滑稽的阿
Q，“勤劳一日可得一日安眠，勤劳一
生可得永世长眠”，这才是“下一次”的
意义所在。

林语堂把人生比作航行，在某一
个时间上船，也必然要在某一处上
岸。然而船上的暗夜里，因为有了“下
一次”的星光，生命才能尽情舞蹈。

【教师点评】
文章不是大而化之地谈“还有下

一次”，而是针对人生“荣耀加身”或
“因挫折而短暂迷落”的两种境况下，
阐述“还有下一次”的意味，从而提出
这是“探索的精神”、“攀登的智慧”。
立意深刻，论述说理充分，引用恰当，
语言凝练，逻辑严密，体现出较高的
思想认识水平和语言表达功力。文
面整洁漂亮，是一篇典范的优秀考场
作文。

与其说是对自己高中生活的总
结，不如说是对三年光阴的感悟，将
它们放在人生的标尺上，细细品
读。三年中，那些自认为的“苦痛”
真能称之为“苦痛”吗？

作茧自缚却偏要认为世道对自
己如何不公，将烦恼与不满形成一
种文风，打着文艺的名号从中自得
其乐。心比天高认为自己什么都
懂，与父母不断摩擦争吵，撞得头破
血流后才知道此路不通。然后再转
至处事不惊的淡然。

这不是随笔当然不能随性地
写，怎么说人生都得以积极的心态
面对，免得被认定为偏激、消极而
直接被淘汰。心智未成熟的年龄
段谁没有妒忌憎恨这类阴暗情愫，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就像是有
人会在三年里迅速成熟，而有人却
仍然幼稚，无论给予其几年时间都
毫无意义。若你道德智慧够高即
使你学业一塌糊涂那还不算个废
人。不听长辈劝诫，走了弯路终得
自己觉悟，重要的是将其记为阅
历。与其一遍遍叨念自己生活是
怎样的不尽人意，你何不去享受被
挫败被打倒。成长取决于自身，道
理无非就这几条。若仅凭先人留
下的训诫去活，苍生岂不是都一模
一样的花好月圆，那不如从生直接
到死。

仍记得自己是怎样跌撞怎样爬
起，又是怎样和父母争执不断。根
本没有清楚知道生活的重心是什
么，长辈的苦口婆心从不采纳。总
是纠结一些有的没的，把学业搁置
一旁。我曾经会盯着天花板开始设
想关于未来的一切生活起居场景
……现在回过去看那时候会觉得很
好笑，果然，人是需要阅历之后才能
一步步成长。而成熟的程度取决于

自己是否能对过去的过错与挫败报
有感恩。说穿了谁没有年少轻狂
过，谁不是这样过来的呢。

一转眼就只有几个月了，时间
飞驰让人措手不及。此时，我们开
始怀念过去，后悔曾经犯下的过
错。其实想来也觉得没什么，若是
能觉悟那些错误并且坦然对待，便
也是一种成长的催化剂。后悔没有
好好对待学业以致消磨掉了光阴；
因为没有很理性，所以年少率性鲁
莽待他人。我也清楚知道这些话语
即使是语重心长教给高一高二的学
弟学妹，丝毫不会有作用。人唯有
自己经历了才能恍悟，或者说这样
亲历、亲为才更有意义。

为一点小事斤斤计较，两三句
谈不拢便不相往来。嘴里说着：“道
不同不相为谋”，其实也只因为他人
没有顺应自己的意愿。分道扬镳后
才慢慢领悟以往自己的缺点，渐而
与旧友重归于好。开始懂得听取他
人的意见。才老师短信说，做老师
的都希望学生好，还能有什么呢。
好好努力，考自己想要的大学。姚
老师说人的长大有时候就是经过一
些日子的距离。我始终相信人与人
之间可以坦诚相待，缺的只是互相
理解与宽慰。我也始终欣慰过了锋
芒毕露的年纪能知晓感情的珍重让
人对生命多一份敬畏。

白色粉笔敲击墨绿色黑板，暖
黄日光灯下俯首作业的学生；体育
馆里练习投篮的男生沉闷的拍着球
而外面则是大雨滂沱的滴落声；教
室里，老师恨铁不成钢的斥责；茶余
饭后，同学们你追我打的闹腾，被掀
翻的课桌和那些爽朗的谈笑声……
这些都被时间抓起，成为记忆中一
个个定格的画面。

我将与之告别。

直面挫折
民本中学 高一（1） 施晶晶

独自面对
城桥中学 高二（1） 李阳

困难、危险是成长的催化剂，独
自面对会使你拥有那一份勇气，不
再彷徨，直达胜利的彼岸。

一头小狮子在它即将成年时，
母狮会毫不犹豫地将它赶出狮群，
于是年轻的雄狮独自踏上了人生的
征程，它必须独立面对风雨，必须独
自捕食，必须独自面对危险。

都说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
小狮子经过时间的洗礼，经过磨难
的历练，拥有了能独自战胜所有困
难的勇气和能力，它最终成为领导
狮群的狮王。

如此看来，独自面对困难与挫
折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虽然在此过
程中，会付出比常人更多的汗水与
泪水，可是当自身的灵魂得到洗礼，
回头看以前走过的道路，会发现自
己的脚步变得更加坚韧不拔，未来
的道路不再崎岖不平，而自己会走
得更远更好。

那么独自面对必将是我们成长
过程中的必修课。

从古至今有许多人便是独自
面对困难，走过人生的低谷。如
我们所知晓的范仲淹，他少时读
书，在破庙中，不畏庙中的“牛鬼
蛇神”，安然读书。面对缺粮少水
的困境，他不改神色，每天喝粥解
决温饱，衣不解带，将他所面对的

困难不放在眼里，以自己的毅力
克服种种条件上的阻碍，最终以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
乐”的思想走上政途。

范仲淹的成功来自于他独自面
对困难时的那份淡然，那份超然的
毅力，使他在面对任何阻碍时，都能
跨过那一道鸿沟。

而如今也不乏独自面对任何
困难的人，就像是在我们面前光
鲜亮丽的明星。不要看他们是如
此活力四射，可是有谁想过在他
们成名以前是怎样独自面对生活
的压力。例如歌手吴克群在成名
前，贫困的生活没有将他追求音
乐的梦想击碎。他一天打几份
工，无论洗碗、送外卖都有他挥洒
的汗水，生活的各种经历成为了
他以后创作的源泉，最终他看到
了曙光，以一首《大舌头》让世人
认识了他。而如今他的音乐事业
如日中天，新专辑更是大卖。

吴克群独自面对生活的逆境
时，他从不放弃梦想，他以乐观的性
格，将人生的酸甜苦辣尝尽，这些都
会成为他一生的宝藏。

独自面对人生中的荆棘，尽管
会受伤，可依旧是锻炼的机会，使
自身在困难中成长，成为独当一
面的人。

人生之路漫漫，挫折也只是其中
的一阵逆流。面对挫折，我们应该发
扬“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
的精神，直面它、正视它、承认它，从而
分析它、战胜它，而不是怨天尤人，自
暴自弃。

吴越之战，勾践被俘，而正是这个
亡国之君，在挫折面前昂首挺胸，坚强
地走过了那段卧薪尝胆的艰苦岁月，
最终一雪前耻，成为一方霸主。是什
么原因让他战胜了挫折？冷静地分析
原因，不难看出：勾践正是因为冷静地
意识到“越国百姓，军队安逸太久，又
国君新丧，所以战败”，并且有敢于直
面挫折的勇气，才能经历十年隐忍与
努力，最终战胜挫折。

可见正视、承认，从而战胜挫折，
才是人生面临挫折时的正确途径，唯
有如此，才能闪耀出人生的光明。

但有些人面对挫折，却怨天尤人，
自暴自弃，那么挫折就会变为不可控
制的泥潭深渊。秦赵长平之战，40万
赵军在赵帅赵括的错误带领下被坑杀
殆尽，而赵国面对如此挫折，非但没有
勤政治国，积极富国强兵，反而自暴自
弃，惶惶不可终日，更是不断割地赔
款，国力越来越弱，最终被秦国所吞
食。面对挫折时，最容易的是自暴自
弃，最痛苦的也是自暴自弃，这其实是
对生活的不负责任。

汉代的贾谊被贬官后，面对挫折，
面对打击，他放弃了，没有战胜它、跨

过它，在作了《吊屈原赋》后郁闷而死；
经历乌台诗案的苏轼，九死一生，然
而，他在挫折面前却笑看人生，最终成
为豪放派的代表人物，作品流传千
古。人生会有起伏在所难免，但如何
面对挫折，却是由你来决定。只有昂
首挺胸，冷静分析原因，正视它，从而
战胜它，平淡的人生才会不断地出现
高潮，才会精彩纷呈。

同样，在我们的学习之路上，也是
挫折不断的，或大或小，但是，面对挫
折，唯一不变的，就是勇于面对挫折，
认真冷静地分析产生挫折的原因，正
视它、承认它，从而战胜它。如果一味
放弃，那么原本快乐的学习生活只能
变得黯淡无光。

朋友们，直面挫折吧，让原本黯淡
的人生闪耀出耀眼的精神之光，驱散
黑暗，迎接光明。

【教师点评】
文中开门见山提出观点：面对挫

折，我们应该直面它、正视它、承认它，
从而分析它、战胜它，而不是怨天尤
人，自暴自弃。然后运用对比论证，从
正反两方面、选择典型的、有说服力的
论据论证“直面挫折”对人生的重要意
义，最后联系学生的学习实际谈“直面
挫折”的必要性，有一定的针对性。如
果能进一步加强说理，文章的灵魂就
会更突出，血肉会更加丰满，可读性也
会增强。

“作文不是你的强项吗？怎

么才得了第三名啊？你到底有没

有尽力啊？”你用手指着我，面对

这份我辛勤劳动的成果——奖

状，你毫不留情地把它视为了一

张废纸，转瞬之间是一句句直戳

我自尊心的指责。天灰蒙蒙的。

我想哭……

我屏住了呼吸，聆听最后一

个获奖的名单，心脏的跳动似乎

定格住了时间。“第三名，姚佳

卉。”我满怀欣喜地上前领取了这

一份属于我的成果。天蓝悠悠

的，成功的欣喜想换来的只不过

是你那声简单的鼓励而已。

门被“咯吱”一声推开了，沉

重的声音像是在为即将到来的暴

风雨奏响了序曲。我放下书包，

拿出奖状，“第三名”的字样在白

色的纸上显得格外的显著。脚步

在渐渐地靠近，缝纫机的“咯哒，

咯哒”声在毫无节制地逼近。

“妈妈。”我低低地轻轻叫唤

着。内心的激动再也按捺不住成

功后的喜悦，缝纫机的忙碌声还

在肆无忌惮地叫板着，机械化的

声音成了我送上奖状的伴奏。

风戛然而止，奖状的显眼让

你放下手中的动作，期待中的喜

悦悄悄地褪色，全然不知的我竟

不知道一场暴风雨正等待着我。

电视机中的哗然声成了你骂

声的合奏。树叶在风中摇晃，无

奈地接受着事实无情的安排。

或许打骂永远是你对我不满

的表现。为什么我的努力还是换

不来你的鼓励。我哭泣着，迷茫

着，冲出门口。城市的流光溢彩

在我看来是那么陌生，路灯的斜

影下，孤独的影子唯与我相依。

我该去哪？经历过暴风雨的

海鸥就一定会变得坚强吗？我伫

立在十字路口中，彷徨不定，到底

该去哪？风无情地吹着，叶子的

“哗哗”声正是证明了它的结束，

难道生命就如此脆弱，如此不堪

一击吗？风吹乱了我的头发，雨

点打在我的身上，渗透了我的皮

肤，让我感到原来寒冷是如此的

可怕！

一切依旧，未曾改变。昏暗

的天空无情地将夜晚降临，我无

力地望着回家的那条熟悉的林荫

小道，抹干还在眼边滞留的泪水，

怎么办？回家吧！暴风雨总还会

是要来临的，面对现实吧！

叹息，徘徊在那条熟悉却陌

生的小路上，我的满肠愁思，妈妈

你会了解吗？你何曾想过，你给

我上最好的学校，让我接受最好

的教育，这一切，并非我想，我真

正需要渴望的是你一句“还可以”

这样简单的鼓励！

妈妈，我渴望你的鼓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