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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管住你的嘴                                張亦妍 真光女書院  中六 

人天生有兩隻眼睛，環觀四周；兩隻耳朵，細聽八方；偏偏只有一張嘴巴。這構造警醒

我們管好嘴巴，可是我們卻多撤手不管，放任嘴巴，讓它放肆狂妄，在喧鬧混濁中加添紛亂。

我們固然不能無視生活實際需要而絕對沉默，但至少我們還能奪回自主權，管好自己的嘴巴。 

在生活巨輪下，煩惱、不順意滿滿地橫亙在生活道路上，扼殺了喘息的空間。心中一腔

鬱悶無所緩解，我們訴諸於喉舌：埋怨世事的不公，抱怨生命的潦倒，希望透過語言宣洩內

心的委屈。但我們遺忘了沉默的力量：胸中縱有驚濤駭浪，不語，讓它平靜下來，反思人我

的不是，再引導至心田，澆灌自我，從中成長。語言其實蒼白無力，喧鬧過後，心靈卻未受

滋養，落得虛空。若又一輪的驚濤來襲，心靈便會再次淹沒在滾滾濁流中了。心靈的虛空拖

慢我們前進的步伐，我們口中抱怨，以自怨自艾來為自己築起避難所；以言語反激來表現自

身的強悍，卻忘記步出陰霾才是擺脫現實羈絆的良方：收歛抱怨之言，讓我們儲積力量，以

行動打破命運的引領，克服困難，比起只說不做自然是另一層次了。 

管好嘴巴除了是少為個人抱怨外，更是著眼於對別人的影響，即慎言。南丫島撞船事故

叫廣大市民痛心疾首，可是更教人咋舌的，是傳媒的表現：訪問問題的不體諒及尖銳，猶如

在受害人傷口上撒鹽。傳媒固然有職責全面報導事情真相，但這種超越專業操守、有違同理

心的行為卻不可饒恕。歸根究柢，還是缺乏「慎言」意識作怪。說話前未經深思熟慮便衝口

而出，欠缺了沉澱及反芻，自然容易傷害別人感受，更會流於片面單薄，再多詞藻的修飾也

掩蓋不了缺乏思考的空白，說話也就失卻了意義。慎言亦體現了個人品德修養。孔子稱：「仁

者，其言也訒」，說的便是慎言。只有注意說話質素，閑談時莫道人非才是仁者的表現，符

合義理。 

此外，在評論別人時，我們往往只抓住了事情的一面，妄下判斷，話語中免不了添鹽添

醬、誇誇其詞。別人的名聲固然有損，自己的品德亦一併賠上了：未掌握事情真相便斷章取

義，假借道德價值肆意批評，偏離義理。 

可是，這種盲目批評、附和的歪風卻熾熱地侵捲我城的每一個角落。環觀四周，喧鬧之

聲此起彼落：政黨在選舉論壇中互相謾罵、港人及內地人互相指責……這些噪音交織，結成

一片薄紗蒙蔽著我們的眼睛。在紗布的縫隙中，我們以為看清了世界，於是更多人加入謾罵，

務求以群起誅伐之勢橫掃千軍。在這個混沌的時代，沉默是我們澄明的眼眸。唯有沉默，我

們才能解下薄紗，透徹澄明地認清事實，在混亂中理清前路。 

沒有思考的言語是蒼白無力的。慎言並非因言語的枯竭，只是為開拓一個靜謐的思想空

間審視事物。別讓你的嘴巴在嘈雜的世界泛起更洶湧的濁浪。請管好你的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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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管住你的嘴                          吳思祺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中四 

 

 「口」這字，可開可合，可進可出，可口若懸河，也可鉗口結舌。晉朝·傅玄

在《口銘》有言：「病從口入，禍從口出。」所謂有言，不僅僅是有言，而是事

實。禍患是一隻安靜的貓，而不是喧鬧的犬，它慵懶地躺在一邊，我們不去惹它，

它便在那自得其樂；去惹它了，便要怪自己這把嘴，讓它把自己抓的狠了。 

 

 智者慎言，萬話出口，三思為先。習慣像一棵你後花園的大樹，由你灌溉的一

點一滴，與你一起成長起來。小時，若在家聽得多穢語，大了，就說得越多。經

常學會管住自己的嘴巴，說話前先經經腦子，想想後果。輕率的說話會招來責怪

和羞辱；狂亂的胡侃會招來不屑和懷疑；無分寸的玩笑會招來不滿和衝突。這些

說話習慣常常是因自己的思維習慣而形成的，在別人眼中，這種思維習慣便決定

了你在對方面前是如何的形象。一個隨隨便便的人，他會考慮甚麼話為真，甚麼

話為假嗎？這人就如同一張潦草的作業本。一個魯莽草率的人，他會考慮甚麼話

為重，甚麼話為輕嗎？這人就如同一首雜亂無章的重金屬音樂。一個驕奢浮躁的

人，他會考慮甚麼話為褒，甚麼話為貶嗎？這人就如同一支雙頭針，兩邊都帶刺

兒，越是靠近，別人就越是逃，試問這種習慣又怎會助我們與他人成為良朋知己？ 

 

 這張嘴巴說完了，趁了一時之快，感歎自己能說會道，殊不知面前的人已經因你一句又

一句的油鹽醬醋，臉色一青一黃地變起來了。這是你嘴上的那把「手」，悄悄地抓了一把野

貓的尾巴。古語曰：「蛙舌鼓噪，多言無益耳。」這句真是入木三分，想到抱著個好心情在

夏日樹蔭下貪幾分涼快，耳邊淨是傳來呱呱的噪音，實在是令人怨忿。畢竟言多必失，呱噪

多了，定會有個音調不順他人之耳，要是養成了習慣，這蛙還不被人燉了？ 

 

 另一個壞習慣，就是像個長舌婦般在背後扯扯東家長西家短，議論他人。時間是公道的，

不需要我們這把嘴去蓋棺定論。這陋習，大多源於自己養成的思維習慣，第一眼總是粘著對

方的缺點不放，用來當做茶餘飯後的話題。攻人短處，揭人瘡疤，招人痛恨，害人害己。晦

氣了，自己說的話又成了其他人嘴裡的香口膠，無聊時就拿出來嚼嚼，嚼著嚼著，就變味了，

傳到別人耳邊就不知被添了多少油醋。久而久之，就會嘗到口沒遮攔之害——為自己塑造一

個形象：虛偽！ 

 

 中學時代，是最易被影響的一個階段，為融入朋友的圈子，自然會輕易地改變自己的行

為習慣。可慢慢地，便成了江山易改，本性難移，要改，就要憑藉平時的用心留意，貴在堅

持。 

 要是抓一味良方來治治，其中幾味良藥決不可缺。 

 

 第一，在別人背後，討論別人的優點。別人說那人直言不諱，不可以是直率真誠嗎？這

口香糖再嚼，就會越嚼越甜。同時要戒諂諛之言，要分清阿諛奉承與讚美。慢慢下來，人的

真善美就會被我們慢慢發掘，在他人眼中的形象自然會被雕刻得越來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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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不信、不提、不談空穴來風之讒言。聽到了，也儘管吞下它，讓它爛在肚子裡，

不讓自己淪為別人惡意利用的傳話筒。謠言止住了，因此受傷的人會像沙漏裡的沙般越流越

少，直到沒有，自己亦不會成為沉在謠言之海下的溺水者。 

 

 第三，沉默是金，不輕易表態。表態前，為自己灌下幾支有足夠資料支撐的營養劑；表

態時，鍛煉自己能收能放，說到點，就夠了。多聞慎言，凡事心中有數便足夠！ 

 

 說話習慣自小養成，多因家人和朋輩的影響。若影響是好的，長大後自己亦會同樣地為

自己的孩子養成好的習性，亦會透過交流改善其他人的品德；若影響是壞的，長大後，孩子

在自己的薰陶下便會不成正氣，周圍人亦會隨你這股潮而飄向激流。可見自身的修養，對自

己、他人和下一代都影響深遠。要養成好說話模式如同調理身子的中藥，不像西藥般立竿見

影卻治標不治本。中藥雖苦口，吃的久才有效，如同習慣雖然不易改變，但憑藉在生活上付

出的努力和毅力，長久下來，才能體現一個人的自尊和尊重他人的意識。 

 

 說話是一門藝術，技巧是慢慢磨練的，經驗是慢慢累積的。改變與人交流的習慣，懂得

說話，與人相處便如魚得水，性格得以在打磨中變得更透亮精湛。所謂性格改變命運，要將

命運握在手中，便從養好自己這貓一般難伺候的嘴開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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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雪中送炭，因為尊嚴   李麗華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中六  

 某天在家中吃晚飯的時候，電視裡傳出了有關貧窮家庭的報導。那是一個港台的固定節目，

旁述正用他平穩的聲線吐出一字一句。  

 節目內容都是有關那些平凡卻難以解決的社會問題，最值得大眾關注的莫過於貧富懸殊：

富有的人煩惱著該換哪款跑車才能以更快的速度回到位於半山的豪宅；貧窮的家庭則擔憂著最

基本的衣食住行，甚或三餐不繼。節目裡訪問了一個一家三口的家庭，年輕的婦人正面向鏡頭

道出了她的苦惱和憤慨。「政府根本毫不照顧我們這些低下階層！你看，我女兒的校服要兩年

才能換一次呢！」聽到這裡，在我來不及驚訝之時，妹妹已搶先一步發言：「現在這個年頭有

誰不是這樣，難道她想每年一套新校服嗎？」我的驚訝如同妹妹所言。現在我們這套校服，還

不知陪了我們多少個寒暑呢！如果不能每年換新校服，天啊，那我們大概是街頭露宿者了。 

 接著主持人問婦人，既然覺得生活艱苦，為什麼不申請領取綜援呢？婦人只平淡地說了一

句：「這是尊嚴的問題。」我雖對婦人所謂「政府漠視草根階層的痛苦」的理據不敢苟同，卻

認同她這一針見血的看法。是面子，是尊嚴。 

 在我還小的時候，看見爸爸每天早出晚歸，回家時總是拖著疲憊又沉重的身軀，身上總是

穿著一件被汗漬染得發黃的短袖衣，便為他的辛勞感到悲傷。然後第二天，當天空還只是剛開

始泛著魚肚白的時候，他又掛著那一臉倦容，沉默地梳洗過後，然後靜悄悄地出了門，於是我

的心便又沉了幾分。看著日復一日的營營役役，我問了媽媽：「為什麼我們不申請綜援？爸爸

他很辛勞啊。」那時媽媽的臉色我到現在仍記憶猶新，她沉著臉，只告訴我千萬不要在爸爸面

前提起隻字。那時還少不更事，現在長大了，想來也是個無知的問題。爸爸從來都是一個擁有

強烈自尊心的人，我知道的。 

 每當電視和報章雜誌有這些仇富或怨天尤人的報導時，爸爸總是不吭一聲。我知道的，這

在我們家中是一個頗為敏感的話題。我清楚明白尊嚴的重要性，是因為那時爸爸病倒了，很嚴

重，嚇得我們全家都驚慌失措，我甚至在上課途中會以淚洗面。後來大伯來探病，很懇切地求

爸爸不要再工作了，大不了申請綜援，無謂再對重要的健康造成負擔。爸爸只是揮一揮手，決

絕地拒絕了這個請求，我還清楚記得他回應的每一個字：「我四肢健全，誰會去放棄工作接受

別人的雪中送炭。我還有尊嚴。」身體虛弱的爸爸吐出來的字眼顯得多麼有力，它們衝擊著我

的心房。有句俗語謂「人要面子樹要皮」，這大概就是指我們的尊嚴。自尊心 不容許尚有

工作能力的我們平白接受別人的救濟，只要我們還剩一絲尊嚴，再苦的人生也過得下去。 

 相信很多人也會認為，在弱肉強食、汰弱留強的殘酷的現實社會裡，尊嚴並不是什麼值錢

的資產。尊嚴值幾塊錢？如果拋棄尊嚴能換來不愁溫飽的日子，真是太值得了。不能否定，尊

嚴這種抽象的概念並不能讓你一下子攀上枝頭變富翁，可是人若失去了尊嚴，就像鳥有翼而不

能飛，魚有鰭而不能游，我們只是披著人皮在行屍走肉。尊嚴也許是我們僅存的最後一樣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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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世上最鋒利的矛，亦是世上最堅硬的盾，它是別人休想從你身上奪走的重要寶物，它甚至

是你身體的一部分。它不能在你飢餓時變成一個熱騰騰的包子，但你若失去了它，即使在你吃

完包子後，也只會被一股空虛感永遠纏繞，那是因為你的身體已缺了一角。 

 我們一家五口各自提著碗筷靜靜用膳，視線離不開那不停切換著畫面的電視機。我仍然聽

著旁述的說話，然後望了一眼默默吃飯的爸爸，我仿佛看到他被一層微弱的光線包裹著。 

轉身                                 林露娜 聖公會蔡功譜中學 中五 

 人生處處經歷着轉身，或無心，或刻意。很多時候我們轉身，就會看見不一樣的景致。  

  

 相送離別時，要轉身。想起每次回香港，母親總愛送我到火車站，親自幫我提着行李，

執意要送我走到過關的閘口。然而在臨走之際，嘴裡也不忘「碎碎念」我幾句。之後揮揮手

和我道別後，轉身穿過混雜的人群，繼而步上回程。有時睹見母親那風塵僕僕、匆匆忙忙的

背影漸行漸遠，心底總會油然而生出一絲的愛憐。那一串串的不捨得就如泡泡般冒出，一股

依依惜別之情便縈繞於心頭。「相送」讓思念開了頭，從此延綿萬里。雖僅僅只是那麼一個

轉身而已，帶走的又何止思念呢？  

 

 若是「眾裡尋她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的轉身，那會是多麼美妙的

回轉，引人無限遐想。在那無意間的轉身，卻能喜覓知己，找到自己所追求的人。轉身，那

人雖在「燈火闌珊處」，但卻尋到了她唯美的足跡。此時，我們定要學會珍惜，不要讓「那

人」離去，否則留下失去後的遺憾和錯過就無補於事了。  

 

 其實，生活中還有這樣一種轉身，那是一種人生的抉擇。有陶淵明「采菊東籬下，悠然

見南山」的決絕的轉身。雖他「不為五斗米而折腰」，沒有了填飽腸胃的「五斗米」，卻向天

地昭示了一份傲骨與清高的品格。也有李白「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的豪邁的

轉身。在官場上的不如意使他毅然轉身，吟一句「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快

意暢然。他往返遊於天地之間，終成絕於後世的「詩仙」。  

 

 有的轉身是為國家的。魯迅，年少時，看出中國人民的體質衰弱而不能救治，自此立志

當一名救死扶傷的醫生。他出國至日本留學，後來卻發現學醫治身，並不能療治當時中國人

民那麻木不仁的心。結果回國「棄醫從文」。這是他人生的轉捩點，也是他光輝的起步。《吶

喊》、《彷徨》等名著，若沒有他決然的轉身，又怎能成就如此的驚世之作呢？  

 

 春天的一轉身，是鵝黃嫩葉變成墨綠大葉；秋天的一轉身，又使枯黃的葉隨風翩翩起舞，

終將回歸大地。一次轉身大地沉睡，一次轉身萬物復甦，就在這一次次的轉身中，我們告別

了多少歲月，又告別了多少曾經。  

 

 轉身一瞬，可謂變化萬千。一個轉身，一次回眸，飽含多少深情，蘊藏多少期待，凝聚

多少思考，我們大可在這轉身間細細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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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欣賞                                        陸文妤 培正中學 中三 

 

 我從小開始學習繪畫，在小學時便已是班裏第一的畫畫能手。進中學不久後，在班長動

員大家參與出黑板報的第二天，我就興沖沖地拎著繪畫工具走進教室。剛入座就發現鄰座的

一女生在座位旁也放著一大包材料。兩人會心一笑，雖說還不算太熟，但也很快就湊在一起

開始出黑板報了。 

 

 我完全沈浸於自己的繪畫世界裏，直到身旁傳來一聲：「咦？我們兩個畫的……是不是

顏色不太配啊？」才猛然驚醒，轉頭一看她畫的部分，一下子愣住了。 

 

 她是個很清秀的女孩，畫風卻是濃郁而艷麗，與我清淡素雅的風格大相徑庭。黑板上一

條大紅的絲帶，飄逸、瀟灑。我一向不喜紅色，卻也不禁暗暗讚嘆這絲帶的靈動。相比之下，

我的畫太過拘泥於細節了。 

 

 也許，嫉妒，就是從那時開始滋長的。 

 

 從小學時全班公認的第一 ，到初中時並駕齊驅的兩人，我知道自己有了一個強大的競

爭對手，就是她。 

 

 反復端詳著兩種對比鮮明的畫風，總是覺得她的畫更勝一籌。 

 

 美術作業發下來時， 不經意地一掃，看到老師給她有近三行的評語：「……讓人眼前

一亮……」，而自己只得到短短的三個字：「很認真」。雖然分數都是「A」，然而不免有

些悵然若失。 

 

——我很羨慕你。 

——我要超過你。 

 

 於是，每次美術課都湊到她的身邊，看她如何構圖，畫正稿，選取顏色，私下裏努力學

習她的風格，只要一看到她的畫就拿著琢磨半天，回家繼續模仿。 

 

 爭強好勝並沒有錯，可是過分的爭強好勝，卻使自己陷入了煩惱。笑容一天比一天少，

有朋友關切地問： 「你最近好像不開心嘛？」「哪里哪里，可能是最近太忙了比較累吧。」

勉強擠出了一個笑容。「也是哦，不過再怎麽，身體也是革命的本錢，不要一不小心再弄個

生病什麽的。」我苦笑了一下。明明就是滿腔的鬱悶，明明就是嫉妒，卻要說些無關痛癢的

話來掩飾。自己辛辛苦苦卻怎麽也學不像。美術老師每次都拿我倆的作業當範本，可我總覺

得比起她色彩鮮明的畫，自己的顯得暗淡無光。每次的黑板報，那抹亮麗的色彩是無法令人

不矚目的存在。除了繼續模仿，想超越她似乎別無他法。 

 就這樣又過了幾個月，依舊逃不出「學不像」的定義，又安慰自己心急吃不了熱豆腐，

還是無濟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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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體育課結束以後，我去洗手間。關上門沒幾秒後，外面響起了「嘩嘩」的流水聲，

夾雜著一些交談聲。 

 

 「跑八百米真是累的夠嗆啊，熱的都快冒煙了。」是她的聲音。 

 

 「咦？你怎麽會覺得累？像你這種成績好體育好畫畫更好的才女，真是讓人羨慕啊。」

另外一位同學的聲音。 

 

 「其實我覺得陸文妤畫的比我還要漂亮，一直都是很乾淨很細膩，像我的畫只能遠觀而

不能近看。」 

 

 「那你可以學習學習啊。」 

  

 又是一陣水濺到台盆的聲音。「……雖然說我很羨慕，但我也很珍惜自己的畫風啊，每

個人的風格都是獨一無二的，為什麽一定要去學習呢？我覺得光是欣賞也很開心啊。」 

 

 我吃了一驚。從來沒有想過她會喜歡我的畫，亦驚訝於她「我覺得光是欣賞也很開心啊。」

的想法。 

 

 「每個人的風格都是獨一無二的，為什麽一定要去學習呢？」之前的我，是不是太可笑

了？一味地希望學習她，趕超她，以為嫉妒而心情不佳，真是作繭自縛啊。 

 

 於是我又回到了之前的風格，細膩的筆觸，簡潔的顏色。依然是美術課上的兩張作業範

本，一張鮮艷一張清麗；依舊是廣受好評的黑板報，一半耀眼一半自然，不過是前所未有的

和諧，這，就是學會欣賞的結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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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冷漠                                 顏海怡 迦密主恩中學 中五 

 

我坐在地鐵車廂內，後悔莫及。 

 

車門一打開，乘客便馬上衝進車廂，我看到「關愛座位」正空着，便毫不猶疑地坐上座位，

打算好好歇息。此時，一位頭髮斑白的老人邁着蹣跚的腳步走進車廂。放眼看去，座位已滿，

大家都垂着頭，沒有要讓座的念頭。我是可以讓座的。 

 

「我應否讓座呢? 」我心想。「可是，我的背包很重，腳又痠，我也很需要這座位。你看！

其他人才應該讓座。」 我瞄一瞄左邊的青年，只見他手中握着平版電腦，瀏覽着社交網站。

我再看一看對面座位的女人，似乎她眼中只剩下手中的智能手機，着了魔似的。 「我根本

不是那個應該讓座的人，他們才是，而且我還要呆上一個小時才到終點站，總不可能站上整

個小時吧！說不定那位老人下一、兩個車站便會離開呢！」我為自己堆砌出一大堆美麗的藉

口，似要掩蓋自己的冷漠，對老人的漠視。我把耳機塞進耳朵，垂下頭，把自己放進一個沒

有老人的世界，裝着沒事。 

 

裝着沒事，不代表沒事。老人離去，我心裏的陰霾卻揮之不去。不讓座一次、兩次、三次，

到後來，不讓座成了我的習慣，這個習慣令我慢慢習慣冷漠，對別人視若無睹。冷漠的人，

我，未來會否成為漠視小悅悅的其中一個路人？ 

 

在二零一一年十月十三日廣東佛山，一名兩歲女童王悅(乳名小悅悅) ，在家門百米外，先後

被兩輛車輾過，路過的十多名路人看到受傷倒地的小悅悅並未加以理會，予以施救。當初我

看到此則新聞時，心裏立時無名火起，充滿着震驚和憤怒，這個社會怎會有如此冷漠的人？

竟可棄兩歲女童不顧？可是，想深一層，自己又何嘗不是冷漠之人呢？雖然，讓座予有需要

的人與小悅悅事件相比，好像只是小事一樁，但性質不都是一樣麼？不對有需要的人施予援

手。雖然不讓座看似不會有問題，但習慣是從一點一滴的行動中累積的，冷漠的行動慢慢累

積起來，最終會使人變得更冷漠。正正因為社會充斥着冷漠的人，才會出現小悅悅事件的慘

況。將心比己，若自己被車輛輾倒，卻得不到施救，反而換來路人冷漠的目光，心裏必不好

受，難道我真的要做一個冷漠的人嗎？ 

 

我坐在地鐵車廂內，後悔莫名，我決心戒掉冷漠。 

 

我再次瞄瞄左邊的青年和對面座的女人，他們依然故我地繼續注視着他們手中的平版電腦和

智能手機。可是，他們待人冷漠不代表我也要跟他們一樣。由這一刻起，我要好好關心身邊

的人，不管是不是親人，凡遇見有需要的人就要施予援手。戒冷漠由小行動開始，慢慢累積，

慢慢戒掉，讓社會變得更美好，讓小悅悅事件的慘劇不再發生。 

 

地鐵再次停下來，一名孕婦緩緩走進車廂，我馬上起身讓座，孕婦忙不迭向我連聲道謝。背

包很重，腿也很痠，還要站好一會才到終點站，但我卻很快樂、很滿足，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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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逐夢想，人生之美 天水圍官立中學 鄭美儀 

 

「老人與海」中的老人在海上孤獨地和鯊魚搏鬥，最終拖回了魚骨。也許有人會說老人的行

為很傻，得不償失，但我卻認為老人是聰明的，因為他懂得追逐夢想。 

  人的一生中充滿著夢想。小時候想有一個洋娃娃，再長大一點希望考試得高分，再大一

些就想有一份好工作⋯⋯人的一生有不同的夢想。夢想既是人生的目標,又是人實現這個目標

源源不斷的動力。夢想沒有好壞大小高低貴賤之分，它只是人們心中一顆閃爍的星，在閃閃

發光，指引你前進的方向。 

  屈原有一個夢想，就是希望楚國能夠強大起來,抵抗秦國的進攻。「路漫漫其修遠兮，

吾將上下而求索。」這不僅是他心路歷程的寫照，更是他追逐夢想，為了實現夢想的決心。

馬丁.路德.金有一個夢想，是實現所有人種之間的平等相處。正因為他有了這個夢想並且去

追逐它，實現它。他的功績因此而偉大，他的人生因此而輝煌，他的名字因此而不朽。奧巴

馬的夢想是成為美國白宮史上首位黑人總統，證明黑人和白人不分彼此，於是他向著這個目

標不斷努力，經過千迴百轉，終於成為了美國總統。 

  伽俐略十八歲發現搖擺原理，牛頓二十三歲創立微積分，愛因斯坦二十六歲提出相對論

⋯⋯他們的偉大不在於自己本身，而在於他們有了夢想，並為了這個夢想而去拚博、奮鬥。他

們的精神與老人的一樣堅韌和頑強，這就是他們人生美，美得有意義，有價值。 

  人的一生短暫而平凡，能夠成為偉人的屈指可數。大多數人在人類過程中只不過是一顆

流星，轉瞬即逝,因此有人感歎「人生苦短」。我卻有不同的看法，人生短暫是對的，人活

在世上辛苦也是對的，但正因為時光飛逝，所以我們更加要珍惜。和老人一樣，與鯊魚搏鬥

看似辛苦，可是在這段日子裹，與整群鯊魚鬥智鬥勇，其中的歡樂與思索，沉默與興奮，都

是追逐夢想所得出的種種享受。我想，人生也是如此吧！ 

  人生之美，美在過程，而不是結果；追逐 夢想，不僅是實現夢想，還有享受過程中的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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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沙渡---拒絕平庸（2011 年高考滿分作文）       江蘇宜興中學  王希  

不由得想起早上過來趕考時瞅見的一家小餐館，名為「風沙渡」。獨這三字，

意境全出，那雜亂的店面也彷彿不嫌粗陋，而自有一種粗獷遠的豪情在胸中激蕩了。 

只是一個招牌，卻可以讓這一家平凡的餐館從一干「某氏餐館」、「某某小吃」

中脫穎而出，這就是超越了平庸的力量。  

不由又想起一群人，他們也曾坐在這考場，也曾為了理想而奮鬥，而他們現在，

叫做「蟻族」；他們的住所，叫「蝸居」。當社會的風霜吹涼了熱血抹平了棱角，

當學過的知識沒有用武之地丟棄在腦海盡頭，他們早忘卻了身為高學歷人才的驕

傲，沉寂了，平庸了。最可悲的不是身居不足盈尺的斗室，也不是食不裹腹衣不保

暖，而是喪失了理想和追求，只剩下忍讓順從。沒有人生來就是任人踐踏的草芥螻

蟻，但如果有一顆甘於平庸甘於卑賤的心，那唯一的歸宿就只是螻蟻。  

要成為強者，必先有一顆強者之心；要俯瞰平庸的眾生，先必有一股「登臨意」。

對，登臨，是辛棄疾「把吳鉤看了，欄杆拍遍，無人會，登臨意」的登臨，是杜甫

「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的登臨。  

是否有一顆強者之心，一顆超脫平庸的心，是平庸與出眾者的分水嶺。人只是

會思想的葦草，最高貴的就是會思想。所以人的高貴來自靈魂，來自思想層面的高

貴。有了一顆拒絕平庸的心，終有人會從你眼中的堅定，從你不俗的談吐與緊握的

 6 /雙拳看出你的不凡。即使結果還是不盡如人意，即使會有「心比天高，命比

紙薄」 -的詆毀，即使「零落成泥碾作塵」，仍會有「香如故」。  

「蟻族」又如何？若心懷鴻鵠之志，俯視那有著優厚境況的燕雀，我堅信：終

有一天，能「扶搖而上九萬里」，「朝遊北海暮蒼梧」，攜長風，浩蕩而去。  

相信「風沙渡」的主人不會是一個平庸的、世俗的商人吧？如果不是一個來自

黃土高原的漢子，也必是腹藏詩書但不得不囿於世俗的文人。否則，怎會有如此豪

情、如此透著古韻氣息的招牌？  

我必去「風沙渡」。酒菜已不重要。小酌後，與老闆相視而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

 拒絕平庸，世界有你而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