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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背后 

◆  初二（2）班  罗天齐 

人人都渴望成功，可怎样才能成功呢？是靠运气？还是靠金钱？还是�� 

 

<一> 

鲁迅先生在生命的最后10个月里，整

理出版了八九本书，抱病写了45篇杂文，

翻译了果戈里的《死灵魂》，给朋友们写了

270多封信，逝世前一个多星期，他带病参

加了第二届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逝世前

三天，他为曹靖华译著写了序；逝世前两

天，写了《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

逝世前一天，他还坚持写了日记，当时他

只有38公斤重。 

毫无疑问，鲁迅先生是一名成功的伟

人。他的思想与文学将成为人们心目中不

朽的刻字，永存的铭文。 

由此可见，成功是需要长远的坚持与

“不到最后一刻不罢休”的信念，并将这

份信念转化为力量，投入到事业中去，做

到“衣带渐宽终不梅，为伊消得人憔悴”。 

<二> 

唐朝玄奘法师在去天竺取经的路上，

水饮光，粮食尽，多次遇到险情，可他咬

紧牙关，跋山涉水，最终到达了天竺。在

天竺，他遍访佛教古迹，求师访友，学习

梵文，做了不懈的努力。后来，玄奘带着

657部佛经回国��阔别了十八年的家园。

可回国后，他并没有就此松懈，口述出版

了《大唐西域记》，并用了 19年的时间去

奋斗，译出佛经75部，1235卷。他的名字

永载历史。 

要成功，就必须奋斗。科学家门捷列

夫曾感叹：“终生奋斗，便成天才！” 

奋斗，意味着汗水与心血的付出，绝

非易事。选择了奋斗，就选择了与艰辛为

伴。开始时，不见曦月，寂寞难熬，但当

成功在某一天倏然放出异彩，朝你挥手，

充实与欢悦便会充溢你的心灵。 

<三> 

林肯总统一生是坎坷的��从出生的

那一刻起，便与不幸结上了不解之缘。可

倔强的他不捶胸顿足，反而迎难而上，履

险如夷，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终于赢

得了人们的信赖和敬仰。 

失败，常予人不悦之感，可每个人都

必须经历失败。面对失败，最重要的是不

要沉溺于失败的泥潭中，而应总结教训，

再接再厉，主动地向成功奔去。 

<四> 

人人都渴望成功，怎样才能成功？ 

不是靠运气，更不是靠金钱！ 

成功，就是坚持，奋斗，击溃失败！ 

牢记这些， 

自然就会成功！ 

             （责任编辑：吴薇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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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水年华 

◆ 初三（1）班  钟琬婷 

 

回想起第一次踏入省实的校门，仿佛

是很久很久以前，但回眸间又恍若是在昨

天。时光就如同流水一般从指缝间滑过，

难以觉察，也无法挽留。在这点点滴滴的

时光里，涌动着校园生活的喧嚣，和夹杂

在其中的如同冬日阳光般的温暖。 

 

关于中午>> 

校园生活，最简单的缩影就是饭堂吧。 

都说午饭时间是校园生活中最轻松、

最温馨、又最有哲理的时刻。上午五节课

的冗长与劳累，郁闷与苦恼，都可以在午

饭时间得以解脱。几个人围在一起，探讨

一些问题，发泄一些烦恼，话语中弥漫着

丝丝的温情，渗透着同学们相互的关爱和

温暖。 

以前，大家都很喜欢看《苏菲的世界》，

于是在吃午饭的时候便一起讨论自己对哲

学问题的想法、自己独特的世界观。有一

次，我因为遇见了让我郁闷的事情，在餐

桌上说着说着竟哭了起来，路过的同学们

都停下来耐心地开导和安慰我。当小组有

课题研究时，大家便在餐桌上，一边进餐

一边拟订好方案；而到了考试时，大家就

在吃饭时交流考后感想，并对考题的晦涩

表示不满�� 

初二时我在校广播站工作，每个星期

五中午都是朋友帮我送饭。作为回报，每

个星期二中午我都会准时到广播站给朋友

回送“外卖”。那时的气氛是温暖的，狭小

的空间里流淌着家的气息，大家一边吃饭，

一边听歌，一边谈笑，时间便这样温暖地

流过。  

 

关于考试>> 

每次考试前大家都会进入临界状态，

忙着订计划、复习功课，或者悲天悯人地

发出感叹。更为欢快的事情就是课间的“抢

答比赛”：总是有一个同学看着课本提问，

另外一帮人抢答。而当我参与时，大部分

时间都是由我最先回答问题，其他人都插

不上嘴，到后来只能对着我干瞪眼。于是

再后来，我就只能充当提问者的角色，否

则就会被驱逐出局，坐在一边闲着。 

 

关于竞赛>> 

始终无法忘记，当时竞赛前的日日夜

夜。 

记得那时为了备战生物竞赛，我们争

分夺秒地阅读旧版教材，近乎疯狂地做模

拟题。我甚至在“五一”假期内看完了一

本400页的沉甸甸的竞赛书。那时的投入，

在今天看来，我仍然觉得不可思议。也许

是因为那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而在巨大

的压力之下，自然也衍生了巨大的动力吧。 

竞赛前的冲刺，虽然很累、很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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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也渗透了点点滴滴的快乐。 

那段时间，和马老师以及几位参赛同

学的关系似乎变得更加亲密了，因为有了

一个共同的目标，有了一个共同的纽带。

中午时，马老师总会不辞劳苦地抽出时间

给我们指导。在这种时候，我们突然发现，

原来老师也不是总像平时那样“凶”，老师

也有可爱

的一面。

为了我们

能够更好

地复习，

马老师不

仅将图书

馆的旧版

生 物 书

“洗劫一

空”，还慷

慨地向我

们借出他

自己的藏书。课间，总会有一帮“问题少

年”“问题少女”带着一堆类似于 “金鱼

藻是何许物也”“谁是mRNA”的问题冲向办

公室，向马老师发起突袭。平时也总有一

帮人在为遗传、性状之类的问题争论不休。

那段时间的我，辛苦并快乐着。 

还记得比赛那天，10个人在地铁车厢

内仍不忘互相开玩笑，走在通往高中校区

的路上作最后的祷告，坐在老师办公室的

转椅上一边左转右转，一边默记着消化系

统的结构��真正的比赛就那样过去，坐

在考场内的我竟然没有预想中的紧张。比

赛结束了，大家缠着马老师，让他带我们

到处转悠，顺便还“敲”了他一顿饭钱。

围在餐桌边一边闹一边对答案的我们，一

定是一道最奇特的风景线。 

后来竞赛成绩出来了，5个一等奖，2

个二等奖，

2个三等

奖，我还获

得了赛区

的第一名。

能取得如

此好的成

绩并不算

是意外，因

为我们曾

有过那样

投入的付

出。 

结果，固然是好的。但是最令我难忘

的，仍然是那过程之美。 

 

初中生活已接近尾声，但校园生活中

的那些喧嚣、那些温暖却默默在心中沉淀、

绽放。张开双手，只听见时间之泉在指间

轻吟浅唱，那些温暖那些喧嚣，都点点滴

滴地印在心上。 

 

             （责任编辑：吴薇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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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走过 
◆高二（18）班  吕曼琳 

 

    如果说生命中的分离冥冥中自有定

数，我不会伤心太多；如果说生命中的相

逢天地间自有安排，我希望珍惜每一场际

遇；如果说这是回忆，我会想到很多，如

果说这是告别，我会感激很多�� 

    刚刚翻相册，看到高一入学军训的照

片：一个个迷彩军装，黑红黑红的脸蛋，

痛苦的汗珠、绝望的眼神，以及明晃晃的

阳光铺天盖地��每个人都那么熟悉，就

好像是昨天才发生的事情。但明天就要踏

上最后一程了。多么不可思议啊！本来以

为不用分班的，本来很讨厌16班的。本来

的本来，谁能还原事情的本貌呢？如果可

以，我们就不会在遇到的同时，又错过了。 

    初中的时候，我在番禺一所寄宿学校

就读。因为是全寄宿的，与外界的接触少

之又少，所以生活都特别单纯。初来省实，

无可否认是被其华丽的校舍深深吸引。可

不知怎么的，我居然发现自己无法适从，

人和人的关系，人和事物的关系，都一下

子复杂了很多，于是开始无穷无尽地怀念

初中的生活。直到有一天看见教师办公室

里挂着一幅字：“有爱就有教育”，我像个

顿悟的孩子站在高大的字幅下，环顾忙碌

的办公室：黑板上满满的工作安排，还有

黑板下角级长写的鼓励大家的俏皮话；案

头上高垒的备课资料，还有零零碎碎的学

生送的小花小糖；走道间匆匆忙忙的脚步，

还有毫不吝啬的笑容，仿佛在说；“孩子，

你好。”然后，我像个孩子一样感动。这是

我选择生活的地方吗？或许这里是个牢

笼，但在羽翼尚未丰满的时候，我们被人

全心全意地保护在这里了。或喜或悲，或

轻松谈笑，或课业繁重，却都有那么多人

同你分享、陪你走完。这份博爱，为什么

看不到呢？为什么不珍惜呢？ 

    那晚，我们最后一次同台演出，以我

们最大的热情唱了一支《红日》。这是我从

小就喜欢唱的歌：“别流泪心酸/更不应舍

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初中有一次

自个儿哼着这旋律就掉眼泪了。我想，大

概是“不能”才说“愿能”吧！大概相聚

的时间太短才想象“一生永远”吧！多无

奈啊！那么，拥有的时候更应珍惜。 

    其实每个班的表演都是自娱自乐罢

了，只是我明白了，每个人都热爱自己的

集体，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就是最棒的。

于是，所有的嘘声所有的神色应该被原谅。

因为要分开所以不舍，因为要分开所以感

情逾至。这是校园里最单纯的情感。 

不知道谁说：“曼琳姐和大佬拥抱一下

嘛！”我笑着说：“好啊！”徐可为却说：“说

笑吧！我怕把你闷死！”的确，他 1米 86

且胸肌极度发达。大家都笑了，笑脸如花。

感谢生命中曾经有过这样如火、活得灿灿

烂烂趾高气扬、吵得叽里呱啦的男孩子们。

这一年里，是我陪你们静静开放，还是你

们陪我日渐成长？军训、运动会、科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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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节、义卖义演、中秋晚会、学农��

有了你们，至少我年轻的生命里不止是笔

尖“刷刷”走过试卷的痕迹。 

车子终于跑在离别的路上。我们在车

上唱歌、数一些鲜为人知的糗事后，还有

多少人能记得这些小事？只记得在下午三

点灿烂得一塌糊涂的阳光里，我们都没敢

多说几句煽情的话语，在快门按下的一瞬，

把所有的心情封存在晴朗的校园里，在日

子的背后蒸发出温度。且行且珍惜�� 

 最后，我向男孩张开手，他马上就明

白了，转过身去。我像个孩子一样发出“呀

呀”的笑声，爬上他背。他背着我晃呀晃，

在阳光里，所有的青春都晃成一地的记忆。 

          

后 记 

有人曾经问我，为什么对过去念念不

忘？我反问，为什么要忘记呢？今年歌手

大赛将至，我想起了去年舞台上的两个男

孩，当时

他 们 唱

“ 那 时

我 们 都

回 不 去

的从前/

幸 好 还

可 以 坚

持 当 时

的信念/

我 们 还

是 心 里

面/那个

倔 强 的

少年”台

下一片尖叫，不知道现在已在高三的他们

还记得这份感动？我们都回不去了，却可

以勇往直前。还有三个月，在那六月的阳

光里，命中注定有一份荣耀在闪闪发亮

吗？然后，到我们了，那传统中黑暗得没

日没夜的高三生活，我不怕。那些和大家

一起走过的疯疯癫癫、细细碎碎的路，最

终成为我相信幸福的理由，最坚强的理由！ 

 

 

              （责任编辑：吴薇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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荫 

◆ 高二（5）班 谭倚云 

 
省实初中校区，多树。 

多树便有荫。阶上流绿，墙上漾影，

一抬头，它便泼你一身碧玉通透的凉意 

��宛如清扬。 

那该是怎样绮丽的诗意啊。吟唱了一

春的花月，却气短了秋水的情长。连光阴

也被它染绿了容颜啊。它却依旧在凝眸与

不经意间吟哦，仿佛已是歌了千年。这些

经典的记忆，是可以让人用一生一世来相

守的吧。 

于是我掬起一袂如水绿荫。静听：是

谁，让古老的历史有了生命流转的轻响？

又是谁，让梦想的苍穹有了萌芽破土，繁

花绽放的音？指间温凉啊，仿佛听到了脉

搏深处的鸣动，这满园的绿荫，原来早已

丝丝镂进省实的呼吸当中。它的往生来世，

每一缕翠色俱是不可断绝的羁绊，每一寸

叶脉，都守着省实往昔的峥嵘与今朝的风

流。 

那么，谁来守护它？ 

五年前我踏入省实，在茫茫人世无数

擦肩而过中与它相遇，刹那便堕入它含情

的华眸。所以，它的今生，就让我来守吧。

让我铭记着那么一场破茧成蝶般青春蜕变

的激扬、疼痛与锋蜕，铭记着多少意气与

情义交织如彩虹的年少轻狂；让我铭记，

那个温婉的语文老师在我失意时，给予我

漫漶古典情怀的笑靥；让我铭记，当年年

轻的班主任在我开怀时，与我共享旭日万

丈的光芒。他们走进我的生命，也在无数

人的旅途上留痕。无关彼此，亦无论熟悉

或陌生，这些人，那些事，都会铭入血脉

与灵魂之中，生生不息，代代相传，变作

一地落叶会升腾作冬日暗夜的星辰，哪怕

春秋轮回若梦，星辰却会依旧灿烂亘古的

长空。 

那是一个关于“古榕新绿”的传说。

而这个传说，世世代代都有着守望的人。

我左手尚余盛夏的炽热激昂，右手已挽起

秋日浓郁的果实芬芳，如仰望星空般，仰

望着那片绿意盈盈的荫凉。我是虔诚的信

徒，把它当作生命的唯一；但它却是无私

的，它为万千省实人所有。在我之前，曾

有无数人辛勤浇灌着它；在我之后，亦必

将有无数人为它庇佑。��毕竟，我只是

其中一瓢。而它，却桃李天下，数不清的

莘莘学子的成功与荣耀，在它之下呼啸如

潮。有几多亮丽的青春在它的怀抱里扬起

了光华灼目的羽翼？它永不寂寞，只因它

有一个“古榕新绿”的传说，而这个传说

会一代一代地流传。星火传到我们手里，

我们便不会让它黯淡了光辉；绿荫之歌行

吟在古老的校园，我们便让它展翅于遥远

而辽阔的青天。 
                                                     （责任编辑：吴薇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