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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骑马
盐道街小学通桂校区四年级7班 贺淏

谁说失败就一定意味着失败，正是
有了一次次的失败，才会取得成功，只
要坚持，成功才会实现。暑假夏令营的
骑马活动，就让我懂得了这一点。

这是我第一次骑马，心里特别紧
张，如同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一样忐忑不安。

到了骑马营地，我看见好几个同学骑
马都骑得好极了，就跃跃欲试，给自己定
了一个目标：要连续跑完一圈。等我上场
时，我欢快得像只哈士奇，活蹦乱跳。可当
老师帮助我上了马，我低头看见马背离地
仿佛有十几尺高，就吓得有些瑟瑟发抖，

赶紧抓紧缰绳。马刚跑起来，我越发紧张，
用力拉起缰绳，马立即停下，抬起前肢，大
声嘶鸣。我大吃一惊，差点从马背上摔下
来，一身冷汗，心跳加速了两倍。老师听见
马叫，立刻冲了过来，了解情况后，细心指
导我。

听了老师的指导，我深呼吸了几
下，严格按照老师的要求来做：不看下
方，踩稳马镫，抓紧缰绳，放松身体……
老师牵着马，陪着我，走了一圈又一圈。
最后，我克服了紧张，独自骑了一圈半，
终于成功啦！

这次骑马活动，让我懂得了失败是
成功之母，懂得了做事要坚持不懈，懂
得了遇到挫折要百折不挠……失败不
一定是失败，也意味着成功即将到来。

一次记忆深刻的失败
成都市蜀汉外国语实验小学

四年级3班 王乐乐

人的一生中，谁没失败过？而令我
记忆深刻的一次失败，是我刚学游泳
的时候。

那天是我第一次下水。我站在泳池
边半蹲着，双手抓着浮板，伸直了胳膊。
接着，我向前轻轻一跳，水轰地一下淹没
了我。

我觉得自己像无根之草飘在水里，
总觉得重心不稳，身子不由自主地向前
倾，摇摇晃晃，似乎要来一个倒栽葱。我
赶紧用两脚使劲向后蹬来蹬去，一手抓
着浮板，一手飞速向上划。快要憋不住
气了！我感觉眼珠微微凸了出来，顿时
有些惊慌，手忙脚乱。

“啊，终于浮出水面了！”我喘着粗
气，心想。缓过气来，我以为万事大吉
了，可身子竟然向后仰，等我发现时，后
脑勺都快接触到水面了，腿也微微抬了
上来。我吓了一跳，身子赶紧向前一挺，
腿向后一蹬，一条胳膊使劲划着水，一手
高举着浮板，样子滑稽极了。稳住了身
子，我准备开始练习蛙泳，可我的腿向前
一荡，身体往后一跌：“啊，不会吧？我的
后脑勺又要喝水啦？！”眼看历史就要重
演，我干脆像一条狗一样刨起了水……

“喂，你是来学游泳，不是来学狗刨
的！”教练对我大声吼道，“赶紧练习，后
面还有人要跳水呢！”冤枉啊，这可不是
我故意要这样做的啊。

对于教练的误会，我并没有生气。
可后来，我见其他同学跳下去之后马上
就开始游，都很顺利，我就有了一种失
败感，很难过还有一点嫉妒。但随着时
间的流逝和动作的慢慢熟练，我这种心
情很快就淡去了。仔细琢磨琢磨，我发
现失败并不可怕，关键是你对待失败的
态度。比如这次，我就从失败中逐步总
结出了如何在水里控制身体的技巧，并
且记忆深刻。

经过不断努力，我最终学会了游
泳，现在就像一条灵活的鱼！

学骑自行车
东城根街小学三年级3班 伊依

我有辆粉红色的自行车，后轮旁边
还有两个辅助小轮子，是我3岁时爸爸
送的生日礼物，说是等我长大点，就卸
掉两个小轮。我每天都盼着自己能快点
长大！

后来，我长大了一些，妈妈在一个
暑假拆下那两个小轮让我学骑自行车。
刚开始，妈妈扶着后座，我摇摇晃晃骑
着，心里虽然有些害怕，但想着有人保
护也就放松了些，就将速度加快了些，
这时我突然发现妈妈在那儿接电话，根
本没扶着车子！我瞬间慌了起来，眼睁
睁地看着车子冲了出去。

我赶紧捏紧了刹车，这倒好，车子
停了，人却嗖地飞了出去，随着一声尖
叫，狗吃屎状地趴在了地上。妈妈跑过
来时，我已经满嘴流血地号啕大哭，膝
盖和手肘都擦出了血。妈妈将我扶回
家，一边给我处理伤口一边懊恼地说：

“真不该给你把辅助轮拆了。幸亏牙齿
没摔掉，不然真不知道怎么跟你爸爸
交代。”

可爸爸回来后，看了看我的伤势，
并没有骂我，只是说：“骑车都会摔几跤
的，只是如果做好了充分准备，就不会
摔这么惨了。吃一堑长一智，等伤好了
我来带着你骑吧。”我赶紧摇头，说：“我
可再也不敢骑两轮了。”爸爸鼓励我说：

“有爸爸在，你放心，保证你骑得稳稳当
当的。”

伤好以后，我心里还有阴影，差不
多冬天的时候，我才在爸爸的指点下
学会了骑两轮车，而且再也没有摔过
跤。现在，换了大点的车子我也骑得很
稳当。

第一次户外攀岩
成都市实验小学青华分校

五年级1班 钟琳萱

今天，我第一次挑战户外攀岩。
不出意外，我觉得应该也是我的最后
一次。

我从小就害怕蘑菇，一看到蘑菇，
就会不由自主地想到“红伞伞，白杆杆
……”而今天，随着一步步往上攀登，也
一次次彻底挑战了我对蘑菇的承受力。

谁都不能想象，当我踏出左脚，刚踩
死一条扭来扭去的毛毛虫，伸出右手正准
备往上撑一撑时，那一手扣下去，岩壁里
湿漉漉、软绵绵的蘑菇，就这样毫无征兆
地被我捏碎在了掌心，甩也甩不掉，蹭也蹭

不走……一瞬间，我的眼泪都要出来了。
所以，当我以绝对惊人的意志力和

奥特曼打小怪兽般的勇气成功到达 25
米岩台时，我果断放弃了大家对我冲顶
35米的期待。

膝盖撞在岩壁上那骨头都仿佛碎
了一般的痛，我能扛；妈妈在岩脚下没
完没了的聒噪，我能忍；但一想到那软
软的、潮潮的、也不知有没有毒的蘑菇，
真的一下子就让我“脚火巴手软”了。

是的，你可以说我是一个半途而废的
loser，但我觉得这并不耻辱，更不遗憾。在
我心中，自己还可以算半个英雄，因为我
至少小小地战胜了一下那可怕的蘑菇。

失败并不是恶魔
泸州市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城西学校

三年级9班 牟睿菡 指导教师：何小梅

失败就像一个我恶魔般的好朋友，
从小到大一直在我身边溜达，我一次又
一次地想把他赶走，可他总是突然出
现，无法躲闪……

记得有一次，学校举办了一场诗词
大会，老师选了我和其他15名同学去参
赛，然后给每个人发了一套资料。她说：

“同学们，要把这些诗背完才有可能晋
级哟。”此后，我每天都勤学苦练，每天
都要背好几首诗，当同学们背到“春风
不度玉门关”时，我早已背到“天下谁人
不识君”了。课间我让同桌抽我背诵，妈
妈还没下班回家时，我也在认真背诵。

有一天，老师又拿给我们另一套资
料，说：“同学们，你们还必须熟悉这份
资料上面的内容。”尽管时间不够充分，
但我还是努力地尽量背完每一首。

一转眼，比赛时间到了，我紧张得
冷汗直冒。答题时，居然连幼儿园时就
知道的“霜叶红于二月花”都忘了。比赛
后，看到自己的成绩，我很伤心——如
果再答对一道题，我就晋级了啊！

如今，每当想起那次经历，我都觉
得失败并不是一个恶魔，而是一位天
使，不过他用的是比较残酷的手段，让
我反思自己的错误，不然后面怎么会紧
跟着的就是成功呢？我想我的错误就是
过于紧张和积累不够吧！

两个夏天都没学会的游泳
天涯石小学四年级9班 赵正熙

说起来你可能不信，但这的确是真
的：我已经学了两个夏季的游泳了，但
我还是不会！

事情的起源是在三年前，同样是这
么炎热的一个夏天，我第一次向游泳发
起了挑战。一开始，我轻敌了。教练在岸
上手把手教我动作：伸腿、后蹬、收腿
……我很快就学会了，然后觉得，哇，游
泳好简单！

等绑上背板，下到水里，我一下就
慌了神。我好像一根被扔到水里的水
草，踩不到底，摸不着边，吓得拼命挥动
双手，腿也乱蹬起来，越挣扎越往下沉，

“咕咚”一声灌了一大口水。“不要慌、不
要慌，你有背板，沉不了！”教练在岸上
大叫。我在水里死命扑腾，使劲想把脑
袋抬起来，露出水面。电光火石之间，以
前看过、听过的溺水事件像箭一样射进
我的脑袋，有一瞬间，我都觉得我要被
淹死了！

教练赶过来，又给了我一个浮板，
让我双手向前平举着练习腿部动作。就
这样，练了几天腿部动作，我终于可以
在泳池里来回拍水游几个来回了，我紧
张的心情有了一点点缓解。

就这样练了一段日子后，教练撤走
了我的一片背板。我顿时觉得自己在水
里沉重了很多。战战兢兢游了几天，教
练又撤走了一片，只剩下最后一片薄薄
的背板了。我很紧张，游到中间动作就
乱了，吓得四处乱抓。终于摸到了泳道
中间的浮标，我死命抱住它，挣扎着把
头伸出水面，崩溃地大喊：“救命啊！我
不想游了！”

第一次学游泳就以我打死都不再
进泳池告终。第二年夏天，我鼓足勇气，
再一次走进了游泳馆，结果前一次的悲
剧又重演了……

今年是我第三次学游泳了。古有刘
邦屡战屡败，最后一场胜利赢得了江
山；外有爱迪生试遍千种材料、尝遍上
千次失败才找到灯丝原料；我这失败两
次算啥？只要不放弃，我相信我总有一
天会学会游泳的！

一次难忘的考级经历
成都市天涯石小学四年级6班 田博滔

失败是成功之母，没有人能随随
便便成功。我也有一次失败经历。

我的软笔书法已经考到六级了。在
我考七级前，我心想，这有什么难的，前
几次都是一次性过，这次肯定练一练也
就过了。

千篇一律的考前练习，让我觉得很
枯燥，因此每当我想认真练习的时候，
内心就会冒出一个小人，他说，不用着
急，你有天赋，上几次那么顺利就过了，
这次肯定也没问题，不用那么上心。

于是，我再也没法集中精力，每次
练习效率都不高。

终于熬到考级了，我信心百倍地走
进考场。我将古诗词一笔一画写在宣纸
上，浑然不知错误就在眼前。写完了，距
离考试结束还有半个小时，我坐在那发
呆，监考老师在旁边友好地提醒着：“认
真检查哦，看看有没有写错的地方。”就
在考试结束前两分钟，我正准备交卷时，
豁然发现诗词的顺序记错了！我当时大
脑一片空白。

随后的事情不说也清楚了——我没
考过。在总结了失败教训后，我鼓励自己，
下次多用点心，不要太过自信了，没有人
能随随便便成功。

我和爸爸之间的“战火纷飞”
芳草小学 五年级3班 刘墨

指导教师：张锦文

爸爸眼神专注，嘴里不时发出“这
样啊”的声音，我抿着嘴，双手托着下
巴，神情凄切……这画面不说你肯定不
知道，这是我和爸爸下军棋的情景。

最近，我爱上了下军棋。
记得第一次下棋的时候，我刚明白

规则就迫不及待地想和爸爸杀一盘。随
手一翻棋，居然是个工兵，我嫌弃地问：

“爸爸，工兵是不是啥棋也吃不了？”爸
爸摇摇头，说：“工兵虽小但很重要，背
军旗跟开赛车一样，嗖嗖地跑。”我不以
为然：“嗯，但怎么样也不过是个小喽
啰，没什么用。”

待到棋面渐渐翻开，两军对阵，我
的司令一马当先，在爸爸的大本营里
横冲直撞，杀得真是过瘾！可乐极生
悲，爸爸的两颗炸弹一上一下，包抄了
我的司令，我哀嚎一声：“完蛋了！”爸
爸得意地干掉了我的司令。这炸弹炸
掉的哪是我的司令，分明是我所有的
希望啊。

很快，我的炸弹被爸爸的连长轻松
瓦解，棋子也一个个被吃掉，爸爸的工
兵背上我的军旗在铁轨间穿梭，而我的
工兵早就“躺尸”去了。眼看爸爸就要占
领我的大本营了，我一推桌子，大叫：

“我不下了！没意思！”过了一会儿，闷气
生完了，我又找到爸爸：“爸爸，我不服，
再来一盘。”爸爸偷笑道：“还耍赖不？”
我不好意思地“嘿嘿”两声。

现在虽然和爸爸下棋我仍然输多
胜少，但“吃一堑长一智”，我还是慢慢
在进步，尤其是第一次下棋的情景一直
历历在目，它让我明白：每个棋子，大如
司令，小如工兵，都有各自的作用。

失败奇遇记
成都市实验小学6年级4班 霍嘉铭

失败和成功是并存的。有时不经意
的失败也可以让我们获得成功那样的
激动。

事情很小。好友盛情邀请我去造访
他的老家，那是一个山村，山清水秀。时
值过年，村里格外热闹。夜晚，漆黑的天
幕中划过一道道“流星”，蹦出五彩的火
花绽放开来。此情此景，我和好友也拿
出存在家中的各式鞭炮，放在院坝里，
准备来一场烟花秀。

朋友从箱子里摸出一盒擦炮，取来
一根小棒，在盒边的砂纸上轻轻一擦。
小棒上顿时冒出火花，他用力一丢，随
即便是一声巨响。我惊叹道：“呀，你家
擦炮怎么这么有威力，让我也试试。”说
罢便从袋子里也掏出一盒，模仿起朋友
的动作，握住擦炮，眯着眼睛在砂纸上
用力一划。“呲”的一声，擦炮熄了？朋
友一看，原来我紧张得手都出汗了，手
上的汗水把擦炮弄湿了。朋友笑着对我
说：“怕什么，轻轻一划再用力一丢，就
炸了，很简单呐。”我咽了咽口水，再次
拿出一根小棒，用力一划。咔嚓，擦炮断
了……

我和朋友面面相觑。之后几次都是
如此。其中有一次小棒突然被点燃了，
但却在我举起的一刹那，炸了……朋友
看到实在无计可施，便教我拿一根香，
在香头点上火，用上面的火点燃擦炮，
再丢出……

终于，我这个“鞭炮燃放困难户”也
可以玩擦炮了！那一刻，天知道我有多
激动！

扫 描
二维码关
注“成都儿
童团”，在
这里，世界
是课堂，旅
途是成长。

扫描二
维码添加“成
都商报小记
者俱乐部”客
服微信，咨询
加入小记者
队伍。

失 败

谁不渴望成功谁不渴望成功，，谁会希望失败谁会希望失败？？但在成长的过程但在成长的过程
中中，，不可能永远一帆风顺不可能永远一帆风顺，，我们总得面对一次又一次失我们总得面对一次又一次失
败败。。虽然失败令人沮丧虽然失败令人沮丧，，但但““不经历风雨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怎么见彩虹”？”？
经过了失败的锤炼经过了失败的锤炼，，成功才更为稳固成功才更为稳固。。正在成长过程中正在成长过程中
的小朋友的小朋友，，又是如何看待失败的呢又是如何看待失败的呢？？

告诉我……

泡桐树小学天府校区二年级四班 刘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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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利琼出生证 （编号：P510
029716）遗失，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成都市维创建筑劳务有限责任
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510104746409670R）经公司
股东会决议决定注销本公司。
请公司相关债权债务人自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 前往本
公司向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债务事宜。特此公告！
●成都福润祥科技有限公司发
票专用章 （编号:51010400393
63） 合同专用章 （编号 :5101
040039364） 原法人仇燕法人
章 （编号 :5101040030624）销
毁证明遗失作废。

●成都唯亦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财务专用章 (编码：51010756
34855)、 曾天均法人章 (编码：
5101075634857)均遗失作废
●平安好房 （上海） 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原负责
人陈健负责人章编号51010499
23991遗失作废。
●成都蜀兴盛威机电设备有限
公司刘启伟原法人章 (编码：
5101235073774)遗失作废。
●成都金港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胡战峰法人章（编号：51010450
91325）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我司四川省聚耀机电设备工
程有限公司员工张永胜 (5130
2219770828**33)已于2021年6
月30日离职，特此声明。
●李丽身份证 （号码51010519
7812041764） 于2021年8月5日
遗失， 遗失之日起非本人使用
与本人无关。
●中科云想信息技术 (成都)有
限公司遗失北京华如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填开的增值税普通发
票（发票联）4份，发票代码：051
001900204 号 码 ：35883218、
35883219、35883220、358832
21,已盖发票专用章,声明作废

●成都布布果业有限公司财务
专用章编号：5101082529321，
原法人谭秘法人章编号：5101
085259322均遗失作废。
●成都远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公章编号5101000046367，
王剑法人章编号510100601711
5均遗失作废。
●袁伟513821198211207031于
2016年2月25日取得的测绘工程
高级工程师职称证书遗失作废。
●成都弘亿达涂装设备有限公
司发票专用章编号 ：5101245
130941， 周教华法人章编号 :
5101245080979均遗失作废。

●成都大印象企划广告有限公
司原法人陈定银法人章编号：
5101000082295遗失作废。
●四川泰禾佳成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发票专用章编号：510108
5349383遗失作废。
●四川爱虎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公章编号：5101008321260，财
务专用章编号：510100832126
4， 廖兵法人章编号 ：510100
8321265均遗失作废。
●四川神奇康正大药房连锁有
限公司新都泰兴药店财务专用
章（编码5101250077051）遗失
作废。

●彭州仙山仙乡劳务有限
公司公章编号：510182503
0992遗失作废。
●成都星魅秀教育咨询有
限公司公章编号51010755
97972遗失作废。
●四川吉奥安欣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编号 ：
5101095173390遗失作废。
●成都天府新区白沙实验幼儿
园发票专用章编号 ：51011001
59642遗失作废。
●金牛区京满楼餐饮店谭剑法
人章（编号：5101060438031）遗
失，声明作废。

●锦江区雅士颐保健按摩店公
章编号5101040238112， 财务
专用章编号 5101040238113，
田会法人章编号51010402381
14均遗失作废。
●致成联恒企业管理成都有限
公司公章 （编码：5101040138
845）遗失作废。

●四川后浪互联网信息咨询有
限公司李东平法人章编号5101
095796134，发票专用章编号51
01095796131，财务专用章编号
5101095796129均遗失作废。
●成都南广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公章编号 ：5101250022521遗
失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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