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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 年度 (第二期) 

「我思我路」閱讀創作比賽獲獎文章分享—高中組 

 

可譽同學參加了青企局舉辦的「我思我路」閱讀創作比賽，獲得優異成績，現與

大家一同分享高中組同學獲獎的文章。 

 

高中組亞軍—何泳妍 

向堅毅進發 
   《汪洋中的一條船》詳盡的描寫作者早年如何承受別人的嘲諷，如何在這種困厄的

環境中生存的歷程。 

       這本書的作者是鄭豐喜先生，他自幼雙腳不良於行，但他始終秉持著不畏艱苦堅

強的信念，勇敢在人生的道路上向前邁進。他亦藉由自己的記憶，帶領我們進入他坎

坷的一生。 

       我很佩服先生，因為他一生受盡冷潮熱諷仍堅強生活。他生長在一個貧窮的農家，

由於他的先天殘障，他的出生並沒有為家人帶來一絲喜悅，他的母親曾要求產婆壓死

他，成長期間更是飽受身邊人嘲諷的眼光，身處這樣的環境下仍能看到世間的美好，

樂觀成長。另外，在他六歲時，被一位江湖郎中帶出去賣藝招徠觀眾，過著離鄉背井，

四處為家的流浪生涯，在那一段日子裡他過的是無法想像的非人生活。那時他無依無

靠，在他幼年的時候便過著這種顛沛流離的生活，令人感到既佩服又唏噓。 

       在我看來，這個世界上四肢健全的人比比皆是，但在精神上能比得上鄭豐喜的卻

寥寥無幾。雖然他的身體不如常人，但是他殘而不廢的精神定比那些四肢健全卻不懂

得加以善用的人還要偉大。雖然自幼受盡了揶揄，卻本著一顆堅定的心，努力向前邁

進的鄭豐喜仍然可以過著美好的人生。當殘缺的人都可以活得如此舒展美麗，健康的

我們，還有什麼資格唉聲嘆氣？ 

       且不談身體健全與否，讀到此書，我聯想到了留守兒童，如今多少城裡的孩子上

學有車接送，回家暖氣空調，三餐大魚大肉，每天錦衣華服，日日父母陪伴，卻還嚷

嚷著：「我不想上學」。在另一邊，一群孩子身居大山深處，被稱作留守兒童，難有暖

衣熱飯，天天長途跋涉，堅持苦讀勤學，不過想有朝一日能像城裡人那樣生活。可見

出身和起點的差別，決定了命運的不公和無奈。不過，雖然人不能選擇出身和環境，

但人可以通過後天的努力來改變自己。 

        所以，好命固然是上天的恩賜，但奮鬥也是高貴的選擇。有夢想誰都了不起，哪

怕它最終未必成真。如果是幸運的，就該好好診惜身邊的一切。若是不幸的，也不怨

天憂人，更應奮起拼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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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俗話說得好，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這世上最讓人後悔的事情之一不是失敗，

而是我本來可以，卻沒努力爭取。誰也不想回顧人生的時候發現，身後有著滿地的後

悔和遺憾。其實我們都一樣，為著不同的、又或者是相同的目標努力著，而在沒嘗到

成功的果實前，肯定會有許多的風吹雨打影響自己。看完了這本書之後，我領悟到的

是：日後自己的人生路或高或低、或直或曲，我要學會堅毅，才能走向未來。只要堅

持下去，只要不放棄，我相信，你和我都可以像鄭豐喜先生一樣，達到心中的那個目

標。 

      透過這本書，我們所看到的不僅只是一位肢體殘障者的生平，而是一位不肯向命

運低頭的勇者的一生。我們應該向鄭豐喜勤奮向學、堅毅不屈的精神學習，並且在此

寄寓自己能夠好好利用健全體魄，在社會上做一位有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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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組季軍—黃銘穎 

向義工進發 
    我對於北韓沒有深入的認識，只知道北韓是一個神秘又專制的國家，長年實施共

產主義制度，與其他國家的統治方法截然不同。但是，我從來沒有想過，在北韓神秘

面紗下居住的人民生活得有多麼悽慘。《為了活下去：脫北女孩朴研美》的作者提及了

自己童年時在北韓的所見所聞，對於大多北韓人民而言，饑荒、貧窮和沒有自由的生

活已是常態。可是，最令我驚訝的是，因為醫院沒有位置擺放屍體，於是隨意將他們

放在醫院的大廳中，有些屍體更受到老鼠的啃咬。這樣的惡況，不禁令我感到十分震

驚——為何在現今社會中仍然有如上述不合情理的問題，讓這麼多人在我們看不見的

地方受難呢？ 

        其後，作者說自己和母親好不容易脫離北韓後，遇到中國人口販賣集團的經歷。

當中，她透露了脫北者脫離北韓後仍需面對的種種難關。原來大多數的決北者都會落

在人口販子的手中，過著另一種生不如死的生活，一些年輕的脫北女人會被販賣至遙

遠的山區，給男人當「小老婆」，另外，一些脫北者更要承受被打罵、強暴。即使作者

曾經面對着如此黑暗的生活，她依然沒有放棄生存的希望，反倒與母親努力尋找逃脫

的機會，逃離被人口販賣組織控制的惡劣生活。 

        在這本書中，我不僅看見了人性的黑暗面，亦看見了人性的美好光輝。例如在書

中，作者展現的無比的堅強，即使她面對身心的痛苦，仍沒有放棄對美好生活的嚮往

和期盼，更進一步堅定自己逃離的決心。而當作者成功逃離至南韓時，面對着陌生的

環境，她選擇進修學業，令自己有能力面對生活中不同的挑戰。而最令我意想不到的

是，她願意踏足國際舞台去演說的勇氣，希望透過說述自己在北韓的生活，鼓舞其他

掙扎或受苦的人，讓他們有勇氣面對所有的挑戰和困難。 

        闔上這本書，我感到深深的羞愧，我生於物質豐裕的香港，享受着無憂無慮的生

活，卻常常身在福中不知福。殊不知在世界的另一端，有多少人過着穿不暖、吃不飽

的生活。我想這本書是對於我這些過着安逸生活的孩子的啟示——沒有什麼是與生俱

來便必然擁有的！這些事情可能包括日常的居住地方、衣服、食物及所有權利，像我

一樣的孩子，確實很難想像，有多少人如作者般面對這些苦難。這樣的想法深深影響

了我，亦堅定了我在當義工的未來道路上越走越遠。 

        以前的我，或許會認為當義工是浪費自己的時間，可是，現在的我卻會因為「當

義工」而得到無比的快樂，送人玫瑰，手留餘香。每當我看見得到幫助的人展露笑容，

心中便會充滿暖意和快樂，那種快樂是什麼東西也不能比擬的，亦因如此，現在我不

但會參加一些義工計劃，亦會定期抽空在社區當義工，令我在當義工的未來道路上走

得堅定又踏實。感謝作者的分享，讓我了解世界上的黑暗面和美好面，讓我有勇氣去

幫助他人，讓我向義工進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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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組優異獎—吳妍 

向寫作進發 

    我想成為一個生活作家，用自己細膩的文字去溫暖每一個「城市人」。而這個想法

來源一本溫柔的猶如初春暖陽的書——《日常書店》 

   《日常書店》是一本有色彩的書，從接觸它的第一眼我就被深深吸引了。書的封面

採用了簡約的米白色，在中間靠右的角落有一張照片，照片裡暖黃色的光灑落在裝滿

書的空間裡，一隻毛色橙黃的橘貓慵懶地趴在一排書籍上，讓我內心頓時一片柔軟。

我想——這一定是一本溫暖的書。 

    正如名字那樣，《日常書店》的意思就是：日常的書店。書中記錄了十幾家香港獨

立書店日常經營的故事，還將書店的具體地址也一一羅列。這些書店大部分都是出售

或借閱二手書為主，還有幾家是以咖啡廳的形式經營。每家書店都有自己獨特的裝修

風格和經營方式，但店主們對於自己書店的期望都大致相同，他們希望書店能讓城市

人有一個停下來獨立思考的空間，讓「看書」成為一座城市的文明。 

    如我所想，書中的文字也是具有色彩的。 

    輕推開書，第一頁有一段文字這樣寫道：「慢半拍的生活又何妨。」是啊，我沉思

了一會，作為一個城市人，不規律的作息和忙碌的工作，讓我們不得不加快了生活的

速度，疲憊的生活，時常令我們喘不過氣。「用手掌緊緊包裹住微笑遞來的瓷杯，感受

文字和咖啡的濕熱，散去一身疲勞，那一定是一個美好的過程。」——這是書裡一張

插圖上的文字，讓人驚豔，用濕熱代表文字，使人心頭一熱，暖洋洋的意味隨心頭湧

動。在這本滿是插圖的書裡，每一張圖片講述著一個動人的故事，圖片是堆滿書的景

象，地上、牆上、桌上，像小山般高高疊起的書，隔著都能感受到幽幽的書香。每一

段文字都是獨一無二，包含深意，讓人細細咀嚼。 

    書中還有這樣一段話令我印象深刻——「很多人說沒時間看書，也有人說沒時間

吃飯，但最後始終要吃飯啊。」這句話出自一件位於中環擺花街的二手英文書店的店

主，他認為我們應該建立閱讀習慣，在閱讀中啟發思考，希望人們能保持閱讀的興致。

這番話很淳樸真誠，我自己便深有體會！由於繁重的學業令我有了很多「沒時間」讀

書的藉口，其實並不是沒時間讀書，也不是不喜歡閱讀，原因在於缺失了一種讓我有

在繁忙都市生活裡慢慢坐下來，翻開書靜靜閱讀的動力。 

    而《日常書店》用富有色彩的文字和真誠的言語，一點點的溫暖著，滋潤著我乾

涸枯竭的心靈，讓我想成為一個生活作家，用自己微薄但又充滿力量的文字去溫暖那

些因匆忙而迷失的城市人。我想，一本書真正讓人學到的不僅是知識，還有源源不斷

的信念，這種力量會支撐一個人，在匆忙的社會中找到屬於心靈深處的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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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組優異獎—羅柏琳 

向前路進發  
         《自己選的路，跪着也要走完》這麼勵志的標題一下子就吸引了我，並開始沉醉於

這本書的無限魅力，讓我無法自拔，也逐漸構思前路和反思過往的選擇。這本書的作

者用精彩的文筆記述了數十個自己身邊的故事，這些故事都告訴我們既然選出了屬於

自己的路，即使未來的路十分難行，也要拼盡全力，無怨無悔地付出。 

                 每個人生來就要為自己的選擇做負責，哪怕經歷重重難關，只要勇往直前，在自

己選擇的路上盡最後一點綿力，就算不如意，也是覺得值得的。作者這個觀點引起我

的共鳴，這些故事主人公並非一開始就一帆風順，他們堅信自己的理念夢想，最後取

得成功。 

             我現在雖然沒有經過什麼人生大事，對於這道理並非有太多領悟。但對於我從小

時懂事到現在，人生路上的選擇題也做過不少。我曾經選擇錯了，但沒有回頭路。我

也曾經選擇合適自己的路，但未能堅持到底。人生充滿很多未知數，不可能事事如意。

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這是自己選的路，「跪著也應該走完」。你沒有其他重選的機會，

也不應該留下遺憾。 

             就如我升上中四後，我選擇了集中讀兩科選修科，而放棄了讀三科選修科的機會。

我要接受沒有第三科補分而考不上大學的風險。敲定這個結果的時候，我知道這是我

的選擇，我選擇在這兩科的路上任意飛翔。無論是後來迎著光越飛越接近太陽的邊緣，

享受那勝利的熾熱，還是失衡後摔得遍體鱗傷，拖著破爛的身體倔強地走著，我都無

怨無悔，心甘情願。因為這是自己選的路，跪著也要走完。 

            書中有一位主人公是辯論隊學姐，她選擇了集中於相對沉悶的辯論隊，而放棄精

彩的校園生活。她一個人吃飯，一個人學習，一個人在圖書館來來回回地走動，只有

孤獨的陪伴。但她即使身處寂寞的環境，仍然堅守著作為一名優秀的辯論隊隊員。這

是她的選擇，但她從無覺得這條路很糟糕，她說：「當你連孤獨都戰勝了，那這個世界

就沒有什麼可以打敗你了。」在她選擇的路上，她戰勝了孤獨，贏得了辯論隊冠軍的

無限光榮。 

           看完這本書後，我明白了人生十有八九面臨著選擇題，在成長的關口上會有一個

個選項任君挑選。結局有好有壞，好的也要保持著向上的精神，壞的也要欣然接受，

因為這是你自己的選擇。人生本是滄桑歲月的痕跡，與其悶悶不樂，不如積極面對，

只要你肯跪著走完後半段路，就會瞧見四季如春的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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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組優異獎—吳芷滺 

向愛與和平進發 
   詩詞—對我來說就是沉悶、難以理解，甚至有種非凡脫俗、高人一等，可遠觀而

不可褻玩的聖物。但經過本次閱讀，我發現詩詞看似平凡但不平庸，高貴而不奢侈。

它充滿想像力，會讓你不禁反思身邊的一切。而《現代詩詞》用字簡潔易明、貼近現

實，十分薦同學借閱，嘗試閱讀不同類型的書籍，可能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 

    這詩刊主題林林種種，有著各式各樣的詩詞，當中有愛情、有親情、有友情、有

社會現況、有懷緬過去、有憧憬未來等，其中讓我印象最深刻的兩篇是 蔡麗雙的《戰

爭》和鄞北荻的《阿富汗》。這兩篇詩詞的主題都是關於世界議題、世界衝突。雖然它

們不接近我的日常生活，不過看似遙遠，但近在眼前。 

    其中《戰爭》中有幾句文字讓我感受特別深刻，更讓我反思社會現況：「殺人便是

英雄，竟然頒給勳章」、「人們為何不用愛，締造和平？」對於現今的香港社會，殺人

和戰爭似乎是遙不可及、事不關己的事，人們只在乎自身利益，卻忽略了遙遠他方的

槍林彈雨，慘絕人寰的煉獄場景。可能這些地方看似遙遠，但卻圍繞在我們的身邊。

世界各地人民，本應互相關注、關心，彼此關係緊密，以關愛照亮大地，以關係彰顯

親密。但現今社會上，人民很多時無視其他地方的人，某些地方面對困境，仍然無動

於衷。和平，因人類的冷漠變得難以實踐；愛，因人類的無情變得渺小虛無。你曾否

想過，於遠方的戰亂中，有人披荊斬棘，只為了素未謀面的小孩而到峰山火海中尋覓

那一點糧食，只為守護他人的生命。而我們卻把它方的求救聲視作無物，可怕的是我

們視若無睹，把和平推走。 

    而詩詞《阿富汗》中亦有幾句想與大家分享：「殘雪；寒鴉，國土破碎的」、「失落

的眼神，冷睨遠方。心想：飢餓的妻兒，是可在門邊佇候？」香港經濟繁榮，市民卻

為住屋問題感到擔憂，這的確是個社會的嚴重問題，但你們有否想過戰亂國家連三餐

溫暖都未能做到，更何況房屋？一者是憂心生活，一者是憂懼生存。我們只關注自身

問題，卻忽略了世界上更嚴重、更需要被救援的人們。我們批評北韓領導無能，卻忽

略北韓人民的悽慘。大家仍然惦記世界和平的重要性嗎？每天浪費食物時，有否想想

它們在飢民眼中的價值嗎？每天胡亂花費掉的零錢，知道可以拯救多少人嗎？ 

    每個人的存在都是有價值的，絕對不是助長世界的恐慌，也不是增加世界的負擔，

而是希望透過我們的力量，互相幫忙，透過關愛建立和平的社會。其實每個人的微少

力量，便能改變世界許多問題，例如捐款、衣物、助養兒童等，都能令世界各地的弱

勢社群受惠，當中的不只是拯救他們脫離苦海，更重要的是以生命影響生命，以關愛

行動延續關愛之心。如果世界上的人們都是以建構和平、傳達關愛作為目標，那麼世

界上就可以減少紛爭、戰爭。願在不久的將來世界可以更美好，戰爭和血腥將會成為

人類思想被永遠捆綁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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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組優異獎—林姻婷 

向文學進發 
    宋皇帝趙恒曾經說過：「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這我可有深刻的體

會，小小的一本書，竟有如此難以置信的魔力，指引我向前進發。這本書是中國文學

史上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就是這本書，讓我找到了方向，愛上了文學。 

    在所有我閱讀過的古典作品中，我最喜歡的便是《詩經》這一本書。這本書裏有

其他中國文學作品中欠缺的淳樸與自然，還有許多歌頌人性美與真的文字。《詩經》裏

也有對現實的不滿與揭露，那是淳樸的、真摯的、發自內心的悲傷。 

    我獨愛感受「風」裏的真性情。感受《狡童》裏一心追求愛情的少女情竇初開的

一腔相思；感受《褰裳》裏妙齡女子自信的淺笑；感受《碩人》的歌者對美人的傾慕

之情。當我看到《野有死麋》時，不禁失笑，竟想到了《半日談》，雖然東西方文化背

景大相徑庭，但在上古作品中彌漫著自由純潔的氛圍卻是異曲同工的。 

    在這類作品中，我最喜歡的莫過於《擊鼓》了，這首詩十分完整詳實地描寫了一

位出征士兵思鄉思親的心情，說明瞭常年征戰對當時百姓生活的不良影響，使社會中

的家庭時刻處於岌岌可危的境地，更加導致社會整體秩序的惡性循環。 

    這首詩是一首運思巧妙結構靈活的敘事詩；這是「戰爭與愛情」古老精煉的版本。

尤其是詩中回憶往事的一句「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已成為千

古流傳的堅貞的愛情絕句。每次我讀到這十六個字，都使心靈得到一次淨化，讓人忘

卻世事的功利紛爭，去挽思這執著永恆的感情。今時今日，少有人能一諾千金。 諾不

能信，倒還罷了，哀就哀在，詩人明明不能信守誓言，仍要許下誓言，辜負了誓言，

又不感到一絲絲的愧疚。君不見遍地的爾虞我詐，空頭支票。及至時下，連感情也成

為一紙空文，沒有人在乎能否「與子偕老」，沒有人感懷於「不信我兮」。這是《詩經》

的悲哀，也是華夏文化的悲哀。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這一句是出自《詩經·關雎》中的，與其說這是一句情詩，

不如說，這是一句警世恒言。如今社會，眾人求美女，而不求淑女。花瓶固然好看，

卻不自知腹中空空，淺薄易碎。最初的時候，所有的姑娘都是美好的，只是在日後，

消磨了氣息，精緻變成了驚嚇。一見鍾情，大多是美麗的謊言。在逝去了容顏後，又

將心歸何處? 

    這是使我警醒的。 

    女孩，該學會好好愛自己。不需要為了取悅任何人而失了真。我只做我喜歡的，

努力維持著初心。我的老師曾經送我一句話「腹有詩書氣自華」。當你優秀了，才有資

格追求更加優秀的東西。濃妝豔抹，只是遮蓋，並不是改變。我追求的是改變。這可

能就是大人們所說的長不大吧！ 

    讀詩經這本書時，我用了大概半年的所有課餘時間。但這是值得的！讀完這本書，

我獲益良多，許多忽略了的，許多未曾發覺的，通通湧現。催使我改變，逼迫我進步。

更為重要的是，《詩經》為我打開了另一所大門——文學。從細讀《詩經》的過程中，

我更加瞭解自己，更加認識這個世界。這種全新的體驗使我欣喜若狂。漂浮的小船有

了航標，我——向文學進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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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組優異獎—鄺希怡 

向正面人生進發 
         近日，有一本書啟發了我對人生的另一扇門，它叫做《孤獨與不安》，內容主要談

論孤獨的價值觀和美好。無論是以往的世紀，還是現今的世代；無論你是什麼身分，

位於什麼地區，相信你也一定同意孤獨是一件令人厭惡的事，人人也想遠離它。但我

們又可以做些什麼？這本書正正教導了我們應該要如何將孤獨融入自身生活，而不是

去排斥它。 

     當我第一眼看到這本書的書名，已成功地引起了我的注意。因為這本書的名字與

我的日常生活有著很大的關係。在現今的社會，幾乎沒有一個人能夠完全地遠離孤獨

與不安。每一分、每一秒都有著千萬個煩惱存在。 

         一個人其實一點也不悲傷，孤獨也有好處。相比在意世俗的看法，寧可一人的狀

態。書本當中有一句話令我特別銘記於心：「煩惱只是浪費時間。花時間思考，才可以

有所收穫。」這句說話啟發了我很多想法，當你陷入困境時，為何第一時間是浪費時

間去煩惱，而不是想辦法去解決呢？方法總比困難多。 

         這書亦教導了我許多與人相處之道，當不安時可以怎做、如何學習理人際關係、

如何習慣一人等。看完這本書後，我才明白到正面的不安其實也可為生命帶來動力，

而負面的不安則是自殺的好朋友。 

          書中有一段文字特別貼切人的心理：「一個人無論再怎麼成功，從成功的那一瞬間

開始，就會受到不安的折磨。不管是飛黃騰達的人，在感受到幸福的剎那，隨即想到

自己未來，就會陷入不安。」而我也正是這樣，無論上一秒獲得多大的安全感，在下

一秒也會想到自己身邊無處不在的不安。你又是這樣的嗎？但原來最好的方法，就是

學會習慣不安。 

         當我想到自己老去時，最後陪著我的只剩下一堆空空蕩蕩的回憶而已。我挽著這

些回憶又可以做些什麼？若不是思念，那會是什麼？「秒速捉得緊了，而皮膚竟偷偷

鬆了。」頓時想起陳奕迅這句《陀飛輪》。我發現愈著緊、在意一件事，它逃走得愈快。

我們真正要做的是讓天地融為一體，而不是力挽狂瀾地去抓緊一些根本不屬於自己的

事物。 

         這些看似簡單的道理，又有多少人真的做到呢？「說就容易，做就難」沒有一點

疑慮，這句是真的。不過人生就是要不斷挑戰自我，而我是不會放棄的。孤獨算不上

什麼，習慣孤獨才是最無敵的。 

        我們一起闖入孤獨的另一個美好世界吧！嘗試不要再埋怨它，它是令我們成長的

其中一個最重要因素，我們反而應該要向它拜師呢！因為它，我們才成為了現在的「小

大人」，才懂得如何獨立，有了自己的處事方式。 

         嘗試親近孤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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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組優異獎—莫姬雪 

向美麗人生進發 
    《美麗人生的 22 種寶典》是一本十分正面的書，內裏皆是各種美麗、溫暖的故事，

當你受到挫折的打擊，又或者凡事不順，感到低落、沮喪時，這本書如同顏料一樣，

把自己灰白色的世界增添色彩，透過真實事例讓你知道更多美好的事、更多人間的溫

暖填滿你的心靈缺口。同時，不同故事皆讓我對人生有不同的看法、領悟。 

    在不同故事中皆讓我都知各種人情暖意， 但有個故事讓我念念不忘、感受最深刻。

故事的主人公是來自清華大學歷屆畢業生－蔡億蒼，當天是清大的畢業考，在他前往

考試時竟發生了嚴重的交通意外，使他骨盆骨折及復康手創。這場車禍是他進行了四

次手術，歷經了兩次全身帶回血，才保住了命子。而這場車禍也使他錯過了畢業考試

會畢業典禮，同學和老師不忍心讓他留下遺憾，決定以評鑑方式使他取得畢業資格， 並

且為蔡億蒼舉辦了小型的畢業典禮。 

    這故事讓我體會到友誼的珍貴，在蔡億荃受傷，面臨不能畢業問題時，幫助他的

是他的同學，為了補償蔡億蒼錯過的畢業典禮，同學特此舉辦了專為他而設的畢業典

禮，希望他能經歷這珍貴的時刻，不讓他留下遺憾。朋友在你傷心、難過時，會鼓勵

你、幫助你，朋友永遠是你最強的後盾。 

    現在我已經是名中五級學生，生活上面對的壓力也隨之而來，當中最大的壓力來

源是學業成績，為了處理好學業，每天的行程就是讀書、學習，一成不變。幸好這苦

悶、辛勞的日子有朋友一同陪伴我，每當我想放棄的時候，朋友便會鼓勵我。朋友的

支持就像加速器，讓我前進得更快。若沒了朋友的鼓勵，我這漫長的路途恐怕走得痛

苦。 

    其中另一個故事是作者坐著三輪車回家，過程中，作者與車夫攀談，得知他是離

鄉別井到城市工作的，十分辛苦。 而車夫剛到城市，「人新地不熟」，不停兜兜轉轉，

繞了許多路也沒能把作者車回家，當時作者感到十分不耐煩，衝口而出句：「 你連路

也不懂，拉什麼車？」這句話完全傷害了車夫，他們之後也沒再談話，作者也十分懊

悔。 

    在現實中我也遇過這類事，做一件事做得不好時，雖然已盡了力，但卻遭到別人

的指責，一開始當然會感到難過、失落，但同時這能教訓我還有哪方面做得不好，應

從哪方面去改善，從而令我下次做得更好。以第二個角度來看，別人的指責能使你變

得更完美，如同橡皮筋一樣，當它受得越多的拉力，反彈的力度也更強，就像你受到

越多人的責罵、指責，這卻能令你吸收更多的評價、指正，從中吸取教訓，這反彈力

能使你變得更好。任何事情也像是把迎面刃，儘管看似是件壞事但也能給你益處。 

    同時，我亦明白說話前要三思。有時候有些話是沒有惡意的，只是無意衝口而出，

但這些無意的話，可能已攻擊了別人心靈，令人感到傷心。因此在說任何話前也需要

考慮會否傷害到別人，不要以開玩笑著藉口。若每個人也能做到這點，這世界是否會

少了一些言語上的傷害，使每個人也能更快樂，世界亦是否會更美好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