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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成敗匯聚的大海

王瑩姿

人每天遇到大大小小的困難、挑戰，有些人能夠克服困難，有些人則不能。
能夠成功的固然是一件好事，但是失敗的也不用傷心、放棄自己。我們可以把這
些挫折、失敗視為跌倒，小孩學懂走路前必定先經歷跌倒，這只是人生的必經階
段，從錯誤中學習，在遇到挫折、跌倒的地方站起來，才能成功，盡管可能走得
不好，不過他們已成功踏出第一步了。
例如中國的漢高祖劉邦在古代時與項羽爭天下，他們都想建立自己皇朝，名
垂千古。面對項羽這如此強勁的對手，劉邦屢敗屢戰，可是他沒有因此而放棄，
反而檢討自己失敗的原因，找出項羽戰勝的秘訣，並且在每一次戰敗後也能堅持
下去，百折不撓。他從失敗中學習，了解自己的軍隊是因為戰略問題、還是其他
因素使他不能成功，然後想盡辦法，改善自己不足之處，最終反敗為勝，創立大
漢皇朝。
再看看俄國大科學家羅蒙諾索夫，他出生於北極圈內一個偏遠又貧窮的小漁
村，只能靠捕魚維持生計，他又常常遭受繼母的虐待，生活苦不堪言。可是他深
信知識改變命運，他為了在逆境中追求知識，不惜離家出走。他離開了家鄉後，
過去不幸的經歷不是他的絆腳石，別人的白眼也不對他構成影響，他更能把經歷
轉化為優點，他深知讀書的重要，因而比別人更刻苦，比別人更勤奮。最終他成
為了一個大科學家。
中國也有這些成功人士，就像《本草綱目》的作者－李時珍。他在少年時
曾經三次名落孫山，使他做不成秀才。可是他並沒有因此自暴自棄，反而給了他
時間思考，經過不斷的思索和考量，他最終下定決心從醫，並成為他的終身事業。
他獻出整整二十七年及無盡的心血，走遍長江、黃河流域，到處搜集資料和進行
研究，寫成了《本草綱目》
，為現代醫學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又如尼克，他雖然天生有身體缺陷，而且在學齡時就常遭戲弄、欺凌，使他
十分難受，更覺得自己異於常人，是一隻怪物。尼克曾想過了結自己的生命，但
當他想到家人總會在他有需要時支持他，鼓勵他，便打消了這個念頭。他嘗試學
習照顧自己、走路、做自己喜歡做的事，這些極簡單的事情，對尼克來說卻非常
困難，但經過他的堅持和永不放棄的精神，最終也做到了，而且他的意志被磨練
得更堅強，不會再像年少般脆弱，不再是一個有玻璃心的孩子。
俗語有云：
「不經風雨，長不成大樹；不經高溫，難以成鋼鐵。」人要成長，
必須經歷過挫折，更要懂得在失敗處站起來，繼續走前面的路。只要經歷過挫折，
找到自己失敗的原因，下次再遇到問題時便可迎刃而解，我們亦會因而成長。就
如道路並不一定是平坦的直路，難免有些曲折和阻滯，只要通過這些彎，就能到
達成功的彼岸。所以面對挫折時一定要堅持到最後，找出犯錯的地方並加以改
正，才能使人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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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聯昆老師評語：
結構清晰、明快；擅於引用、舉例，所舉例子亦能涵蓋古今中外，說服力強。
文章具有正面訊息，鼓勵讀者從錯誤中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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挫折使人成長

黃嘉琪

人由出生開始，一路成長時都會碰上大大小小的挫折。有先天的，有後天的，
關於學業的，關於生活的，但其實每個挫折背後，都有其意義。有的人會被這些
挫折打得一蹶不振，有的卻帶來極大的領悟。
有人說過：凡走過，都是美好的。有的人一生平坦，在事業、家庭上都是一
帆風順，最後安穩地死去。但有人的一生卻走過不少冤枉路，辛辛苦苦地才看到
成功的曙光。雖然前者過得比較幸福平凡，但要論誰的人生煉歷最豐富，當然是
後者，因為溫室裏的小花可能永遠長不大。
就如中國四大名著之一─《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他出身於一個百年大族
的大官之家，幸福地度過童年。但後來因家門敗落而飽嘗人生百態的辛酸，才能
奮力創作舉世聞名的名著《紅樓夢》。雖然他到死時都還未成功，但事實上他已
不再是以前的小少爺，而是一個有才華、有恆心的作家。有人評《紅樓夢》其實
是曹雪芹一生的縮影。如果他的家族還是那麼繁盛，還是有幾十人服待他，過著
奢侈的生活，他就未必能夠創作出扣人心弦的《紅樓夢》，以透徹的角度和感人
的詩句打動幾百年來的讀者。而他的心智也在這些巨大的挫折中由小男孩成長為
一個成熟的男人，一個嘗盡人生百態的成年人。
孟子曰：
「故天將降大任予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
空乏其身。」挫折是上天給你的禮物，也是你成長的催化劑。這樣的成長可能不
是身體上的成長，而是為你的心智構造更堅硬的盾牌，讓你帶著從挫折中所汲取
的教訓重新上路，把人生的精華發揮到淋漓盡致，這才是不悔的人生。
著名體操運動員桑蘭就是個好例子。她在運動員生涯的高峰期－1998 年，
在一次跳馬練習中不慎受傷，造成頸椎骨折，胸部以下部位截癱，迫使她的體操
生涯劃上句號。她不能再比賽，甚至連自己日常生活都不能自理，這對她來說是
致命的打擊。命運好似否定了她多年的努力，但她就如暴雨中的海燕，知難天而
上，每次跌倒時，她又站起來，練習、上學讀書，努力地為自己的人生作開闢另
一個天地。桑蘭已不再是當初只為金牌拼命的女孩了，她現在成為一位主持人，
勇敢、自信地面對觀眾，可以獨當一面地主持節目，活出自己豐盛燦爛的人生。
與一般的年輕女孩相比，她的成熟幹練源自她經過巨大的挫折，一路走來，苦楚
讓她的心靈變得更強壯，還需要懼怕挫折麼？
挫折除了能讓一個人的心靈得以成長，更可以令人當頭棒喝，反思以前的生
活，為未來作出更大的努力。呂宇俊是個典型的例子，他的前半生大起大落，首
先是父親欠債逃走，剩下他與母親每天被債主糾纏；他會考零分，曾加入黑社會，
他真的認為一生什麼都試過了。但當他去找工作時，一道劃破心靈的創傷讓他反
思這生活的意義。老闆的一句「你憑什麼？」把他的自信打進深谷，因為他知道
自己沒有本錢，也沒有競爭力。這挫折對他如當頭棒喝，他放棄以前無所事事的
生活，努力讀書，為未來打算。我們不知道他能否成功，能否爬得比別人高，但
最起碼他肯踏前一步，最起碼他汲取了教訓不再走歪路，這難道不是一種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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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如果沒有當天的挫敗，沒有當天的屈辱，他會反省嗎？那時，他只是個不知
上進的少年，他的未來也只能陷於一片陰霾之中。
俗語云：
「雨淋青松松更青，雪打紅梅梅更紅。」經歷過風雨，才能走得更
前，看得更遠，人生才能更豐盛。跌倒過，至少下次你不會再在同樣的地方再跌
倒，對嗎？前人說過：
「誰不曾試過失敗，誰就找不到真理。」人的成長就是從
挫折中走過來，一步一步由小孩變成大人，一步一步由年少不知事而變成面對困
難而面不改容地解決，挫折是成長的催化劑，我們不必懼怕，只需如暴風雨中的
海燕、風浪上的漁船，勇往直前。

陳嘉傑老師評語：
以古今名人例子作證，說服力強，文章有力地帶出挫折的正面意義，盼望讀
者能從中學習，從挫折中茁壯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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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孩

郭俊睿

近年來，香港興起了一些以「港」這一個字為頭的詞語，如港男、港女。而
我較關心的是和我們比較貼身的問題─「港孩」。港孩是一個貶義詞，這詞廣泛
形容一些香港小孩的特徵，如外表早熟、心智遲熟、沒有自理能力等等。雖然港
孩有很多不是，但錯不全在他們。我認為港孩的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家長對他們的
過度愛護。
首先，父母的過份溺愛令港孩失去自理能力。由於香港很多父母只有一兩個
孩子，所以都會把最好的給他們，也不希望他們受到傷害，所以很多東西也不會
要他們自己做，於是富有者請傭人，中產者自己擔當傭人一職，幫孩子拿背包、
收拾房間，有的甚至會幫他們穿衣服及做功課，令學生失去自理能力。
此外，由於父母太愛他們的孩子，不捨得讓他們失敗，捨不得讓他們落後於
人，所以為他們的孩子鋪下一條自己認為完美的路，也為他們決定一切，因此令
香港孩子不在乎、不介懷、不思考，心智也難以成熟。港孩沒有親身嘗試過，也
沒有跌過、碰過，令他們遇到困難和逆境時只懂叫苦、退縮，養成驕生慣養的劣
習。
但港孩的形成是否只因怪獸家長出現？其實香港的社會風氣及香港的教育
制度也有一定的責任。香港現在的填鴨式教育，令學生失去獨立思考的機會，也
因為社會只重視成績，令學生只重結果，不重過程，更令他們不珍惜學習。另外，
社會對孩子太過包容，太過愛護。就像早前英國大雪，學生滯留機場，他們希望
回家是合理的，但社會人士、父母，都要求派專機去把學生接回來，但專機也有
可能不能降落，社會卻容許這種無理的要求。
最後，我希望大家在批評現在的孩子是港孩時，首先思考一下港孩的成因，
想一想自己是否有推動港孩的形成。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野草擁有頑強的
生命力，但溫室中的小花，一但離開溫室的護蔭，就會很快凋謝、死亡。家長真
的認為孩子在無限保護的環境下成長，會比孩子自己跌過、碰過、闖過更好嗎？

李詩敏老師評語：
本文以近日的熱門話題「港孩」作為探討對象，行文先就「港孩」一詞予以
清晰的定義，繼而條分縷析地解構問題成因，當中除了因為父母的過分溺愛外，
亦涉及香港的社會風氣和教育制度等不同因素，觀察細緻而深刻，富有說服力，
文末把「備受溺愛的小孩」比作「溫室的小花」，從而勸喻父母該放手讓孩子勇
敢地面對挑戰，思想成熟，引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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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攀登高峰看學習之道

蔡子洛

學習，就像攀登高峰一樣，會有容易的路，也會有困難的路；會有一條平坦
的路，也會有一條崎嶇的路。
首先，攀登高峰的時候，我們最需要的是堅毅，因為攀山的時候也許會發生
一些令我們覺得沮喪的事情，但我們不能氣餒，因為只要懷著不可動搖的決心與
鬥志，一步一步走，一定能夠從山下慢慢地攀到頂峰。同樣地，我們學習的時候
常常要花很長時間溫習，溫習的時候也許會遇上一些分散你專注力的事情，例如
有同學約你外出看戲，但只要你堅持溫習，努力不懈地複習，一頁翻過一頁，那
麼，我們就能有一個理想的成績。
其次，攀登高峰的時候，我們需要有一個周詳的計劃和充足的準備。例如，
我們要搜集一條適合自己的攀山路徑，然後再找一些志同道合的好友一起攀山。
此外，我們也應該帶備一些適合的裝備去攀山，只要這樣做，我們離高峰的距離
便縮減了不少。同樣地，我們溫習時要有一個預習時間表和設定一個長遠的目
標。若有一個預習時間表，我們便有一個目標，那麼便不會溫習中文的時候心血
來潮溫英文。於是我們距離考第一的目標也跨了一大步。
最後，攀登高峰的時候，我們應該抱着有山坡也勇往直前的精神，因為攀登
高峰時，難免遇到一些大小山坡，只要我們硬着頭皮闖過去，一定能到達頂峰。
同樣地，我們溫習時只要抱着同樣的心態，就算遇到困難，都要盡量克服。不論
那個困難是大或是小，複雜還是簡單，只要我們冒着風雨衝過去，困難便會消失。
因此，我們要從攀登高峰看學習之道，困難只能嚇倒懦夫懶漢，勝利永遠屬
於敢於攀登而最能持久的人。

鍾如意老師評語：
十分同意你的說法，學習比喻為攀登，要持之以恆，努力不懈，路途上充滿
挑戰，會有放棄的意欲，就如你所說，我也相信身邊一定會有風雨同路之人，並
肩作戰，追求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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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st for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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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ng Yat Hei

Last summer, I was as a part-time staff at McDonald’s in Central. Even though
I live in Po Lam, I chose to work in Central because I had the chance to
communicate with tourists. This provides me with the valuable opportunity to
learn and practice authentic English. Also, I could improve my communication
skills and build my self-confidence.
My first shift was in the morning, and at that time, many people had breakfast
at McDonald’s. At the beginning, the customers I served at the cashier were all
Chinese. Using my fluent Cantonese, everything went smoothly. Suddenly, a
foreigner came to order from my counter. She spoke so fast that I could not
even catch one single word. So, I asked her to repeat. This time, I could at
least hear what she wanted.
After working at the cashier, I went around to clear the leftovers and trays.
When I was doing so, I heard voice calling for me. I turned around and saw the
foreigner again. She seemed eager to chat with me. After having a nice
conversation with her, I found out that she was an exchange student from Los
Angeles. Unfortunately, it was obvious that I could not understand complete
what she said. So she giggled and said, ‘never mind’ in Cantonese. I was
absolutely stunned! It was amazing that she could speak in Cantonese, even
with just a few words.
It was very nice of her to give me her MSN and chatted with me later on.
Actually, she wanted to know more about Hong Kong students for her project.
But for me, it was an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 that opened my eyes. Though I
definitely have much to learn and improve my English, it was a great
experience to see a foreign exchange student speaking in Cantonese.

Feedback from Ms. Samantha de Guzman:
It was a wise of you to choose a location that would give you the opportunity to
communicate with foreigners. Having such an experience allows you to not
only improve your communication skills but also widen your horizon. I hope
you will continue to explore and enjoy the surprises along the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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