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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常盼望着春天降临，给大地带
来生机与活力；我们默默静候着流星雨划
过，为世界带来璀璨与惊艳。 我们期待一
切美好的事物， 畅享它们带来的快乐、愉
悦、幸福……

我们习惯于憧憬奋进的成功而担忧
探索的失败，殊不知，“岁不寒，无以知松
柏；事不难，无以知君子。 ” 流水在碰到抵
触的地方，才把它的活力解放。 真正的勇
士，总是在充满荆棘的道路上前行的。 当
失败来敲门，我们唯有善待失败，勇敢面
对，才能历经失败的磨砺锻造出绚丽的彩
虹。

翻开历史沉重的书页，在人类的成功
经历中，一直闪烁着这样两个字：失败。 失
败之于成功者，有如大风之于船帆；有如
烈火之于金矿； 有如山岩之于攀登者；有
如激流之于轻舟；有如珍珠之于蚌。 有时
它是狂风，暴虐地席卷一切；有时它是暴
雨，高傲地鞭笞一切；有时它是霜雪，寒气
逼人，如君临天下；有时它是冰雹，破坏摧
毁，似地裂山崩。 对懦弱者，它毫不怜惜；

对抱怨者，它使其不寒而栗；对自命不凡
者，它使其颜面扫地。

失败是提醒，是激励。 把失败看作自
己人生的“必修课”，不断切磋琢磨，让自
己走得稳，走得远，内心就会强大而不失
趣味，永远对前方保持好奇……被世人称
为“发明大王”的爱迪生，在发明电灯的过
程中，历经 1600多次失败的锤炼。 他的工
作伙伴心灰意冷甚至半途退出，唯有爱迪
生坚持不懈， 他将每一次失败看作是提
醒，一次又一次激励自己不断反思、改进，
最终找到了电灯发光的合适材料———钨
丝，成为人类的“光明使者”。

失败是考验，亦是磨砺。 失败像弹簧，
你弱它就强，你愈害怕、愈拒绝，它愈强
大、愈顽固。 美国南北战争的领导人林肯，
穷其一生都在和失败作斗争。 从 23 岁至
49 岁，历时 27 年，他 8 次竞选，8 次失败。
他将每一次失败当成是对自己的考验和
磨砺，迎难而上，愈挫愈勇，终于在 52 岁
时登上了美国总统的宝座，成功实现了自
己的人生理想。

失败是经历， 亦是过程。 罗兰说过，
“有理想的人能在逆境中看到希望，在黑暗
中看到光明。 ”是的，每一次成功都要经历
无数次的失败，每一个成功的人都是在失
败的熔炉中炼就出耀眼真金。 古往今来，
多少仁人志士，为了心中那盏理想的明灯，
为了那些不屈不饶的真理，不知栽过多少
跟头，有过多少失败。 春秋楚国，心系怀王
终至投江而死的屈大夫；喋血菜市口，以死
唤醒国人的谭嗣同；一生漂泊，保持民族气
节的文天祥，以及曾国藩、黄兴、毛泽东等，
哪个不是屡败屡战的勇者？ 可以说，人生
是不断栽跟头，不断爬起来继续前行的漫
长过程。

人生在世，失败总是难免，而如何面对
则是对人的一场考验。那些永远不敢尝试，
害怕失败的懦夫永远不可能获得成功，唯
有强者，才会在失败来敲门的时候，勇敢迎
接，坦然以对，善待失败，拥抱成功。

亲爱的朋友，当失败来敲门，请勇敢地
对自己说声：“失败已经到来，成功还会远
吗？ ”

当失败来敲门
平江县第一中学 501班 单景园

轻轻地，我来了，乘着风儿，伴着鸟。
天边那片故乡的云，你将要飞往何方？
山清水秀，十里人家，我轻轻地来到了这里，

一个美丽的村庄。
蝉鸣声点亮了朦胧的天， 远处的山峦连绵，

有如驼峰又似海浪。崇山峻岭，绿意盎然。由山顶
到山脚，由绿得深沉到苍翠欲滴，大山显得如此
肃穆。 空中弥漫的小水珠附着在微小的尘埃上，
轻盈地在空中扬扬洒洒，它们随着清晨的凉风聚
聚散散，却不约而同地盘桓在山顶四周，给大山
蒙上一层薄薄的纱，神秘而又动人。 平原盈视，郁
郁葱葱，层层梯田，辽阔无垠。 饱满的谷粒传递着
成熟的讯息，拂动的稻草满怀着丰收的喜悦。 溪
声汩汩，泉流涓涓。 一滴滴水如同在钢琴上跳跃，
弹奏出一个个动人的音符，谱写出一曲和谐的乐
章，流入人的心底。 它触碰礁石击起的浪花，一不
小心滚到了河边的草叶上，又像顽皮的孩童坐滑
梯般滑溜到地上来，直浸入黄土中去。

公鸡报晓引起了我的注意，火红的太阳一寸
一寸地爬上山顶，照耀万物，流光溢彩。 依山傍水
坐落的参差人家，也随着这光亮，伴着这鸣声苏
醒。 这一家三五成群的同伴步入学堂，那一家年
迈的阿婆滔米洗菜。 还有那远处哇哇的哭声，汪
汪的狗叫声，咯咯的母鸡声······在这充满朴素
气息的乡野里，大树下花正香，草正旺；菜园里果
待熟，叶在长；屋舍中共欢笑，情难忘。 太阳只露
出了侧颜，夕阳待西下，晚霞映衬在乡间，为它涂
抹上浪漫的粉色。

灯火通明，高楼大厦，我轻轻地来到了这里，
一条繁华的街道。

月明星稀的夜晚， 却只能感受到微弱的月
光。 五彩缤纷的霓虹灯将漆黑的天空打扮得充满
光亮， 宽阔的马路边挺立着一根根修长的路灯，
散射着光亮，照尽这繁华。 街道上人群络绎不绝，
仿佛远方有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引他们前往。“嘟
哒嘟哒”的脚步声，“嗡嗡”的发动机声,“bi~bi”的
鸣笛声，再加上“呼呼”的风声，共同创作出属于
城市特有的摇滚。 街道的树像保卫城市的士兵，
整齐而挺拔，街头的商城物美价廉，惹得人眼花
缭乱，却又情不自禁地走近看一看。 人们生活日
趋富足，消费需求也日渐提高。 一家老小大包小
包，怀着笑颜，谈着家常，乘坐现代交通工具回
家。 商场前的广场热闹非凡，广场舞的欢乐歌声
围绕心间，满条街的美味小吃又让人垂涎。 夜之
光，人之乐，交相辉映，一片安逸祥和。

一个村庄，一条街道，一方水土，一户人家，
这是我的故乡，一个生我养我的地方。 这里随着
时代潮流飞速发展，基础设施日益健全。 我骄傲，
我的美丽家乡，我感恩，我的幸福家乡。 一种相
思，花自飘零水自流。 即使有若干人从这里走出
去，也终会像朦胧的雾在山顶回环，围绕着这美
好的故乡。 它是渺小的，在中国版图上几乎看不
到，但它也是伟大的，孕育着无数儿女走向远方。

晚风吹动着竹林，目光拉长了身影，我心中
那片故乡的云 ， 你将会飞往更高更远的地
方······

大家看到过那漫山遍野的野草吗？喜欢那草
丛中、山坡上数不胜数的野菊花吗？ 我对它是情
有独钟。

记得有一次，爸爸妈妈带我去爬山，刚到山
顶，我远远望去，漫山遍野都是一片金黄色的野
菊花，随风起伏，好似一片金色的海洋，煞是美
丽。 顿时，我陶醉在花海里。

我脚下的野菊花，一丛丛、一簇簇，在阳光照
射下十分耀眼， 像一个个孩子露出了灿烂的笑
脸。有的盛情开着，露出黄色的花蕊；有的才开几
瓣，像一个害羞的姑娘半遮着面；有的含苞欲放，
像酣睡中的睡美人。 我蹲下身来，小心翼翼地摘
下一朵，放在手中，黄褐色的花蕊，四周全是椭圆
形的金黄色花瓣，乍一看，像一个光芒四射的小
太阳。一阵微风吹来，醉人的清香扑鼻而来，让人
顿时神清气爽，心旷神怡。

就在这时，我脚下一滑，膝盖重重地磕在了
一块大石头上，疼痛立即蔓延到了全身，痛得我
龇牙咧嘴，嚎啕大哭了起来。爸爸见了，连忙采来
一把野菊花，捣碎挤出汁敷在我的膝盖上。 凉凉
的，舒服极了，那种疼痛马上就烟飞云散了。爸爸
帮我敷伤时还告诉我， 野菊花不但能消炎止痛，
清热解火，还能泡茶喝。在咽喉疼痛时，只要冲上
几朵喝下去，顿觉心旷神怡。 听完爸爸对野菊花
的介绍，我也对野菊花产生了浓浓的爱意。

突然，我发现野菊花竟然是生长在一片荒坡
上，虽然它得不到充足的营养和水分，但它有着
顽强的生命力，竟生机盎然地怒放着。 即使在百
花凋零的深秋寒冬， 野菊花仍然会凌寒而放，她
开得那么灿烂，那么迷人，那么芬芳四溢。

这就是我心中的野菊花———大自然的女儿，
大山的精灵。

“野菊花、野菊花……”田震那悠扬婉转的歌
声又一次回响在我的耳畔……从此以后，每当我
听到这首歌，仿佛自己也变成了其中的一朵。

指导教师：胡敏

野 菊 花
衡阳县滨江学校小学五年级 王诗妮

一天晚上，我放学回家时把衣服
忘在了教室里，发现后急忙跑到学校
去拿。 我来到教室门口，正准备拿出
钥匙开门，突然听见教室里好像有人
在讲话。 我心里害怕极了，会不会是
坏人，会不会是恐怖分子，会不会是
妖怪……我鼓起勇气，静下心来仔细
一听，原来是桌子、椅子和扫把在讲

悄悄话呢。
有个桌子叹了一口气，难过地说：“我的小主人呀！一天到晚就往

我的嘴巴里塞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什么废纸啦，垃圾呀，多得数都
数不过来。你们看！现在我的嘴巴里还有一个空牛奶盒呢。 ”这时我心里

想，这个是谁的桌子呢？
有个椅子听完桌子的话，再也按耐不住了，嚷嚷起来：“你们看看我！ 身上紫

一块、红一块，到处都是墨水，脏死了！ 我那个小主人，经常用钢笔在我身上写来
写去，遇到这个主人真是太倒霉啦！ ”我真想偷偷看看，这又是谁的椅子？

最后，传出了扫把的声音：“你们还好一点，我几乎每天都被值日生拿着甩来
甩去，砸在地上可疼了，都要被砸出‘脑震荡’了。 ”我有点难过，因为我平时也会
乱甩扫把。

我心里很惭愧，想到自己平时也会做这些不好的事情，看来都伤
害了我们的这些好朋友。我悄悄离开了教室，在回家的路上，我对自己

说：“明天一去学校，我就要告诉同学们，让他们不再做这些不文
明的事，要好好爱护公物，它们是我们的好朋友呀！ ”

冬天来了， 我开始怀念那个悄悄溜走
的秋姑娘。

秋姑娘溜进果园里， 她给石榴穿上鲜
红的小裙子，小石榴开心地转了一圈，咧开
嘴笑了。她给香蕉披上嫩黄的外套，香蕉很
喜欢，弯着腰对秋姑娘说：“谢谢！ ”它给葡
萄带来紫色的纱衣，小葡萄们挤在一起，争
先恐后地抢着穿。

秋姑娘溜进公园里，一阵微风吹来，红
红的枫叶在枝头抖动了一下， 依依不舍地
离开了树妈妈的怀抱，落入小溪。小溪里落

满了枫叶，像一条彩带流向远方。
秋姑娘来到田野里， 一望无际的稻田

像一片金色的海洋，稻穗随风翩翩起舞。稻
田旁边的西红柿也不甘寂寞， 臭美的她把
口红涂在自己脸上。

秋姑娘来到山坡上， 草地像一块大毯
子，有几块草地已经换上了黄色的厚衣，还
有些不肯把绿色的衣服脱掉， 似乎不怕秋
天的凉意。

我爱那五彩缤纷、硕果累累的秋天。

云南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小学金牛校区四年级（3）班 陈弈仁

驿站心灵

教室里的悄悄话

云游故乡
宁乡市第一中学 687班 周子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