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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渴望成名的年轻人一样，希望有
朝一日能演个主角，然后一炮走火。然
而，做一个演员并没有塞缪尔想象的那

好文欣赏（第23期）

么简单，首先，塞缪尔是半路出家，他
之前一直学的建筑业，又没有熟识的导

配角也能耀眼

演和演员为他引路，并且他还有一个致
命的硬伤——口吃。从长相上来看，塞

塞缪尔·杰克逊是好莱坞着名的影
视演员，被誉为“有史以来最卖座电影

缪尔也不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是一
位黑人，外表也不够英俊，不是那种让

演员”，他曾出

人一见就有好感

演过众多大家喜

的人。尽管如此，

闻乐见的影片，

塞缪尔还是坚信，

如：《侏罗纪公

是金子总会发光，

园》、《低俗小

只要自己肯努力，

说》、《星球大

总有一天能成为

战前传1、2、3》、

一个大牌明星。

《钢铁侠2》、
《复
仇者联盟》等，

可现实就是

然而，在塞缪尔

这么残酷，塞缪尔

四十余年的演艺

去了很多家电影

生涯中，他扮演

公司，但都被导演

的大多都是配

或制片人拒绝了，

角。

理由很简单，他没
有什么特别出众
1972年，塞

的地方。塞缪尔不

缪尔怀着一腔热血来到了纽约，并打算

禁有些心灰意冷，他问自己，难道我天

在影视圈开创一番事业。他像所有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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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就不是演戏的料吗？

到了人们热烈的追捧，他也从一个不起
眼的配角成了闪耀的明星。渐渐地，人

正当塞缪尔准备放弃做一个演员
时，父亲打来电话，他对塞缪尔说：
“为

们发现，没有塞缪尔这个配角，整部电
影都没了特色，没了意思。

什么你不试着从一个配角做起呢？记
得小时候，我们家院墙边有一棵树，每

功夫不负有心人，1981年，塞缪尔

到花开时节，院子里总散发出一股甜甜

出演了《丛林热》中那个嗑药成瘾的流

的清香，我非常喜欢这种花，但遗憾的

浪汉，并获得了生平第一个大奖——戛

是，每次总有人捷足先登，我一朵花也

纳影展最佳男配角奖。随后，他又出演

没有摘到。后来，我想通了，既然摘不

了《低俗小说》的配角，因为精彩的表

到花，为何我不采一片绿叶呢？”接着，

现，他斩获了奥斯卡金像奖与金球奖最

父亲话锋一转，他语重心长地说：“孩

佳男配角提名，并获得英国电影电视学

子，一株玫瑰，它上面没有几朵红花，

院所颁发的最佳男主角奖。2000年，塞

但绿叶却有无数，你为什么不放弃红

缪尔受邀出演《黑豹》，他终于从配角

花，而选择绿叶呢？花有花的美丽，叶

走向了主角，而此时人们早已忘了他配

有叶的灿烂，谁又能说绿叶不如红花

角的身份，事实上，在影迷们的心中，

呢？”

他一直都是主角，永远都是主角。

父亲的话给了塞缪尔很大的启发，
从那以后他不再梦想着当主角，而是选
择别人看不上的配角，并将配角当作主

校长荐语（第23期）

角来演，哪怕只有很少的戏份，他也会
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他想，一部电影，

奋斗，不需要任何理由

光是主角唱不完这台戏，配角也很重
要，既然如此，那我就做好绿叶，陪衬
好红花。塞缪尔的努力没有白费，他那
种冷漠中带有一点质疑的表演风格受
6

今天是本学期的第一次励志广播，
让我们先对刚刚来到翔宇大家庭的一
年级、七年级和高一年级的新生们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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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的欢迎！感谢你们把翔宇作为新梦

名配角了！

想起飞的平台，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
你们在军训中的优异表现已经给翔宇
的领导、老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相信
你们在接下来的学习生活中也一定会

《七宗罪》里有一句台词：“世界
很美好，值得我为之奋斗，我只同意后
半句。”是的，我们每个人都要奋斗，
哪怕命运注定你只是配角，因为为自己

勤奋刻苦，持之以恒！

奋斗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
提起“好文欣赏”中的塞缪尔·杰
克逊，大家可能一时想不起他的脸，但

人生是一场表达，不管有没有掌
声，都

只 要

应该有

看 到

奋斗的

照片，

激情，

大 家

遇山开

就 一

山，遇

定 会

水

说

截

水！从

“啊，

你不怕

就 是

坠落的

他呀，看过好多他参演的电影呢！”譬
如他与尼古拉斯·凯奇合演的《死亡之
吻》， 再如他与布鲁斯·威利斯演对
手戏的卖座强片《虎胆龙威3》。如果
这样说你还是对不上号，那我说一位中
国香港的著名配角吧——吴孟达，他虽
然在演艺界的地位上无法与塞缪尔比
肩，但是他在中国也可谓是家喻户晓的

那一刻开始，天空就离你不远了，有时
候人只有先勇敢地跳下去才能学会如
何飞翔。
来到翔宇的同学，有部分是经过长
期努力才如愿以偿的。我要对你们说，
祝贺你们在辛勤播种之后收获了果实，
但是从你走进翔宇的大门开始，中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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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已成为你人生的历史，翻开翔宇这

尖子生相比，现在的你确实就是配角，

崭新的一页，一切都在等着你来书写！

但是一个人的精神强大与否只有在苦

你若躺在成功的枕席上放纵、消遣，数

闷和彷徨的时候才会彻底被激发出来，

年后将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成为自己曾

很多时候，真正支撑着一个人走到终

经最瞧不起的那类人。

点、取得最大成功的，不是他的聪颖，
也不是他的才

还有一部

华，而是他骨

分同学是中考

子里的不服和

失利，退而求

倔强。没有伞

其次才来到翔

的孩子，注定

宇，可能内心

要在大雨中拼

充满不甘和怨

命奔跑，可没

气。我要对你

有伞的孩子，

们说，祝贺你

一定会跑得比

们找到了扭转

所有有伞的孩

败局的致胜平

子都快。

台，你们有足够的资本触底反弹，潮落
之后，一定会有潮起，曾经的挫折都是

我要对所有的翔宇学子说，老话讲

成长道路上无比珍贵的宝石，现在你只

没有梧桐树引不来金凤凰，我们翔宇有

需将它们揣入囊中，继续上路。你若躲

梧桐树，但由于客观原因，很少能引来

在失败的阴影里上萎靡、消沉，数年后

金凤凰，可我们翔宇老师最大的本事就

将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离曾经的远大理

是把群鸟打造成金凤凰！今年，我校初

想渐行渐远。

中部勇夺中考沈北新区第三名的 726
分的姜杉多娇；高中部被清华大学提前

无论是哪部分同学，你可能都会认
为，在高考的舞台上我们不就是配角

录取的林承焕，高考 646 分的苏祥，640
分的吴迪……高分成绩的同学还有很

吗？对！跟省实验、二中、东北育才的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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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就不一一列举了，这些不都是来时
群鸟，却从翔宇腾飞的金凤凰吗？
同学们，人生是有无数选择聚合而
成的，而决定你命运的重要选择只有那

好文欣赏（第 24 期）

么几个，选择翔宇绝对是你又一次正确
的重大抉择！你们在翔宇的宽敞大道

"牛仔大王"李维斯

上，向着太阳尽情地奔跑吧，别管是不
是配角，你只需要一直向前奔跑，心中
有光的人终会冲破一切黑暗和荆棘，得
到真正的光明！

“牛仔大王”李维斯的西部发迹史
中曾有这样一段传奇：当年他像许多年
青人一样，带着梦想前往西部追赶淘金
热潮。
一日，突然间他
发现有一条大河挡
住了他前往西去的
路。苦等数日，被阻
隔的行人越来越多，
但都无法过河。于是
陆续有人向上游、下
游绕道而行，也有人打道回府，更多的
则是怨声一片。而心情慢慢平静下来的
李维斯想起了曾有人传授给他的一个
“思考致胜”的法宝，是一段话：“太
棒了，这样的事情竟然发生在我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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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又给了我一个成长的机会。凡事的

的机会，凡事的发生必有其因果，必有

发生必有其因果，必有助于我。”于是

助于我。他真切地、兴奋地反复对自己

他来到大河边，“非常兴奋”地不断重

说着，终于，他又想出了另一个绝妙的

复着对自己说：“太棒了，大河居然挡

主意——卖水。

住我的去路，又给我一次成长的机会，
凡事的发生必有其因果，必有助于我”。
果然，他真的有了一个绝妙的创业主意
——摆渡。没有人吝啬一点小钱坐他的
渡船过河，迅速地，他人生的第一笔财

西部黄金不缺，但似乎自己无力与
人争雄；西部缺水，可似乎没什么人能
想到它。不久他卖水的生意便红红火
火。慢慢地，也有人参与了他的新行业，
再后来，同行的人已越来越多。终于有

富居然因大河挡道而获得。

一天，在他旁边卖水的一个壮汉对他发
一段时间后，摆渡生意开始清淡。

出通牒：
“小个子，以后你别来卖水了，

他决定放弃，并继续前往西部淘金。来

从明天早上开始，这儿卖水的地盘归我

到西部，四处是人，他找到一块合适的

了。”他以为那人是在开玩笑，第二天

空地方，买了工具便开始淘起金来。没

依然来了，没想到那家伙立即走上来，

过多久，有几个恶汉围住他，叫他滚开，

不由分说，便对他一顿暴打，最后还将

别侵犯他们的地盘。他刚论理几句，那

他的水车也一起拆烂。李维斯不得不再

伙人便失去耐心，一顿拳打脚踢。无奈

次无奈地接受现实。然而当这家伙扬长

之下，他只好灰溜溜地离开。好不容易

而去时，他却立即开始调整自己的心

找到另一处合适地方，没多久，同样的

态，再次强行让自己兴奋起来，不断对

悲剧再次重演，他又被人轰了出来。在

自己说着：太棒了，这样的事情竟然发

他刚到西部那段时间，多次被欺侮。终

生在我的身上，又给我一次成长的机

于，最后一次被人打完之后，看着那些

会，凡事的发生必有其因果，必有助于

人扬长而去的背影，他又一次想起他的

我。他开始调整自己注意的焦点。他发

“致胜法宝”：太棒了，这样的事情竟

现来西部淘金的人，衣服极易磨破，同

然发生在我的身上，又给了我一次成长

时又发现西部到处都有废弃的帐蓬，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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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又有了一个绝妙的好主意——把

开学三周了，有部分同学是渐入佳

那些废弃的帐蓬收集起来，洗洗干净，

境，已经完全进入角色，全身心投入到

就这样，他缝成了世界上第一条牛仔

新学期的学习中。可有部分同学却离奋

裤！从此，他一发不可收拾，最终成为

斗渐行渐远——三分钟热度一过，曾经

举世闻名的“牛仔大王”。

的豪言壮语也“随风而逝”了，昨日的
刻苦努力也“烟消云散”了，每日浑浑
噩噩，不知所云，不知所想，更不知所

校长荐语（第24期）
与其试图改变环境
不如试着改变自己

做，除了抱怨一下食堂的伙食，就是挑
剔一下某位老师，再不就是议论一下同
学轶事，大家都觉得他无聊至极，他本
人还乐此不疲！如果问到他为何如此，
他还振振有词——学习环境不好！我真
为这些同学担忧啊！
在《古兰经》里有一个生动的故事，

我儿子曾买过李维斯的牛仔裤，好
几百元一条。说实话，我是真没看出来
它和几十元的牛仔裤有什么大不同，
但是在听过今天的“好文欣赏”后，我
觉得就凭开创者李维斯的做人做事理
念，这个品牌也值这个价钱！他通过自
己的不断改变在告诉我们：当你觉得你
和外面的环境格格不入的时候，要改变
别人、改变环境是比较困难的，这时候
不如改变自己，也许会获得远远高过你
期望值的成功！

穆罕默德曾当着他的信徒说，他有能力
移山，只要叫三声“山过来”，山就会
过来，然而穆罕默德叫了三声“山过
来”，山仍然“不动如山”。于是穆罕
默德对信徒说：“既然山不过来，那么
我们就靠过去吧！”
圣人先贤是在用浅显的方式讲解
这个深刻道理：与其试图改变环境，不
如试着改变自己！只有这样，才能克服
更多的困难，战胜更多的挫折，实现自
我。如果不能看见自己的缺点与不足，

翔宇风采·2015 年 5、6 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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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一味地埋怨环境的不利，从而把改
变的境遇希望寄托在改变环境上面，这

好文欣赏（第 25 期）

实在是徒劳无益的。
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

上帝不会少给你一种颜色

情，并选择在夏日欣赏晚霞，在寒冬随
雪花飞舞；你不能选择容貌，但你可以
展现笑容，并选择多读书来丰富内涵，
他屏住呼吸，瞄准，扣动扳机。一

提升气质。

团绿色，应声倒地，悄无声息地淹没在
托尔斯泰说：“世界上有两种人：

周遭绿色的“海浪”中，这是一场阻击

一种是观望者，一种是行动者。大多数

战，热带草原因战争而处处暗藏杀机。

人都想改变这个世界，但没人想改变自

双方都将自己的狙击手布置在阵地前

己。”其实当你不能改变这个世界时，

沿，伺机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改变自己才是明智的选择！做人如水，
做事如山。做人要柔和、谦和，像水一
样顺势而为；做事要诚实、踏实，像山

他是一名入伍才一个多月的狙击
手。已有 12 名敌人倒在他的枪口下。
所有狙击手中，他不是枪法最准的，也

一样拔地而起。

不是埋伏在离敌人最近地点的，但却是
希望大家能够调整心态，适应翔宇

最成功的。他成功的秘诀是在一望无际

的生活节奏，全身心投入到学习中去，

的绿色波涛中，一眼就能分辨出迷彩服

初始年级夯实基础，中间年级巩固技

的绿色与草地颜色，那是两种截然不同

能，毕业年级全力备战！

的绿色：一个梢深，一个稍浅；一个稍
亮，一个稍暗；一个是鲜活的，一个是
死寂的。因而，他总能轻易将伪装得与
草地一模一样的改人识别出来，然后，
一枪毙命。他就像一个农民，熟练地从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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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稼地中挑拣稗子，将它们拔除。而他

因为色盲，他无法识别红绿灯，过

之所以拥有这种特殊能力，是因为，他

马路时只能根据车辆的走或停来判断

是个色盲。他完全不能分辨淡绿色与深

是绿灯或红灯，或者小心翼翼地跟在其

红色、紫色与青蓝色、紫红色与灰色。

他人的后面，穿过马路。因为色盲，很
多专业受限，他不得不放弃求学。中学

色盲曾使他痛苦不堪。

一毕业，他就跟着父亲做了农民。战争

有一次他穿了一件灰色外套去上
学，没想到一进教室立刻引来同学们的
一阵哄笑，一位朋友将他拉到一边，问
他怎么穿了一件紫色女装。他才明白，
自己没有辨别出衣服的颜色，慌乱之中
把姐姐的衣服穿来了，羞得无地自容。
最让他难堪的，是一次绘画课上，
老师让大家画一幅春天的图画。他画了
草地、大树、房屋和太阳。老师让每个
人展示并说明自己的作品。他向大家介
绍，自己画的是绿色的草地、青色的树
冠、黄色的屋顶、虹色的太阳。片刻的
停顿之后，教室里响起刺耳的笑声，原
来他涂成了棕色的草地、漫棕色的树

爆发后，他报名参军，但是体检时，因
为是色盲，他被淘汰了。同龄人光荣地
为国而战时，他却只能默默地耕田劳
作，他恨死了自己的眼睛。
正当他心灰意冷时，部队特招一批
狙击手，因为是绿色盲，他拥有了特殊
的能力，能从绿色的草丛中分辨出伪装
色和绿草的细微区别，从而准确判断出
敌人的方位。他被选中，经过严格的训
练，被派往了前线。
战争结束后，他被授予了英雄勋
章。作为狙击手，他一共击毙了 38 个
敌人。他的名字叫宾得，二战时盟军一
名优秀的狙击手。

冠、黄色的屋顶、灰色的太阳。美术老
师给了他 80 分，并告诉他：“你虽然
不能分辨一些颜色，但你要坚信，上帝
不会少给你一种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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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途是一样的道理，但现实中能熬过那
三厘米煎熬的却寥寥无几，所以人们常

校长荐语（第 25 期）

说成功的路上其实并不拥挤，因为坚持
的人并不多。

成功的路上其实并不拥
挤，因为坚持的人并不多

竹子之所以最后能够快速增长是
源于其最初四年扎根土壤的耐力与努
力，当根茎延伸的足够宽阔时，吸收的
养分也就足够丰富，自然就会为后续的

大家想象一下这样的画面：棕色的

高速奠定厚实的基础，所以不惧今后风

草地、漫棕色的树冠、黄色的屋顶、灰

雨的袭击，悍然屹立在天地之间。而人

色的太阳。如果我将它美其名曰“印象

的成功之路与竹子的生长哲学又何尝

派”，美术班的同学一定会大喊“老师，

不是一致的呢。就以如今走向国际的电

您在开玩笑吧！”是的这就是命运跟宾

商巨头阿里巴巴的创业之路为例，当初

得开的玩笑！但他并没有就此意志消

马云在互联网一词还没有被国内民众

沉，而是刻苦努力训练自己的射击技

所熟知的时候，就眼光独到的认为互联

术，将弱点变为长处并发挥至极致，建

网经济必然会成为中国的主流经济形

立了自己的功勋，成就了盟军的胜利。

式，到时人们会用网络进行购物，而这
一论断在当时遭遇了绝大多数人的嘲

苏轼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
竹。”大家知道的竹子的习性吗？它在
成长之初，
用 4 年的时间仅仅会长 3cm，
但从第五年开始却以每天 30cm 的速度

笑，但马云依旧坚持自己的想法，毅然
决定投身电商平台之路。马云曾说过，
创业是一个艰辛的过程，没有吃苦的准
备肯定是坚持不下去的。

疯狂的生长，仅用六周时间就能长到
15 米，这是因为在前面的四年里竹子

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学习是一

已经将根茎在土壤里延伸了数百平米。

个艰辛的过程，没有吃苦的准备肯定是

竹子的生长过程其实和人追求成功的

坚持不下去的。没有人可以在求学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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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上随随便便成功，遭遇挫折或失败是
很平常的事情，也是必须越过的分水
岭。而且历经挫折与失败洗礼之后的道
路也将会变得更为宽阔与平坦，因为挫
折与失败往往可以让人从经验教训中
快速的成长起来、成熟起来。
本学期的第一次月考顺利结束了，
当不少同学为自己的进步欢呼雀跃时，
那些遭遇了滑铁卢的同学则是暗自难
过，甚至有些消沉，希望这些同学在听
过今天的“校长荐语”后能够重新振作
起来。期中考试的前奏已经响起，请同
学们放下月考的成功与失败，重整行装
再次上阵。要记住：成功的路上其实并
不拥挤，因为坚持的人并不多。群雄逐
鹿，究竟鹿死谁手，待期中分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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