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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岁的石昊文现就读于乐山市实验小学

五年级一班，是老师眼里的好学生，同学心中

的好榜样，父母喜爱的好孩子，大家公认的好

少年。

学习中，石昊文有着一股钻劲儿。课堂

上，他是最活跃的分子，总是跟着老师的思路

走，总是积极举手回答问题，总是能把其他同

学的热情带动起来。每天不管再晚，他都要积

极主动地做复习和预习。正是这种好习惯，促

使他不断进步，语文、数学、英语等各科成绩

一直名列前茅，多次获奖。

追求自身优秀的同时，石昊文还有着乐

于助人的高尚品质。他时刻注意帮助学习相

对落后的同学，经常以“小老师”的角色为他

们答疑解惑。同学有了困难，他总是及时伸出

友爱之手，谁的笔没有拿，他把自己的借给

他；谁的橡皮没有带，他一声不响地递过去

……

石昊文还是一个关心集体、热爱集体、责

任心很强的好学生，他连续5年担任班长或中

队长，是老师的“小助手”、班级的“领头雁”。

无论是学校，还是班级组织的各项活动，他都

积极响应，热情参与，劳动中最脏最累的活他

总是抢在前头，黑板没有擦，他总是主动拿起

擦板，并带领其他同学以饱满的激情和良好

的精神状态，投入到各项班级活动中。

在学校，石昊文是个好学生，在家里，他

是父母喜爱的好孩子。他从小坚持自己的事

情自己做，还帮助家长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

务活。每逢节假日，主动打电话问候或回老家

看望爷爷奶奶；每次在学校获得奖励，他都要

拿回家与爸爸妈妈分享。出去旅游时，像“小

大人”一样，关照到每一位成员。走在马路上，

他会主动让妈妈靠里面。

石昊文多才多艺，擅长书法、唱歌、弹钢

琴、拉二胡、川剧表演，先后获得学校优秀大

队委、优秀大队干部、五星少年、文明星、美德

少年、“机器人班”小小实验家等近20个称号，

曾获乐山市中小学生书法比赛一等奖1次、二

等奖3次，获乐山市第七届青少年航模大赛小

学组第二名。

从小学二年级开始，石昊文就自愿报名

参加了乐山市川剧艺术研究院与学校合办的

嘉州古艺萌春传承川剧班。他热爱川剧艺术，

尽管排练很苦很累，但他毫无怨言，努力练习

唱念做打，立志成为一名川剧艺术传承者。在

四川省教育厅、省文明办、省文化厅主办的四

川省中小学川剧传习普及展演中，他参演或

主演的川剧节目，连续三届获得一等奖，他演

唱的川剧唱段《空城计》被推荐参加中国戏剧

小梅花奖评选。他还多次参加法、澳等国使团

来川文化交流以及各类文艺展演活动，节假

日在乐山大佛、峨眉山景区向中外游客免费

表演川剧，受到一致好评。

身怀才艺的石昊文热心公益，积极参加

各项献爱心和文化志愿活动。虽然小小年纪，

但他积极参与“乡村振兴”工作。一次，他感冒

了，但还是坚持去乐山最边远的马边彝族自

治县贫困山区进行公益演出，为当地小学同

学展示川剧艺术，与大家交流分享。每逢岁末

年初，在学习任务较重的情况下，他还多次到

社区和农村参加文化惠民活动。新冠肺炎疫

情发生后，他拿出压岁钱为抗击疫情捐款，积

极参演抗“疫”公益MV《草》。

雏鹰展翅志高远，搏击长空会有时。愿石

昊文在未来的成长道路上迈出更加坚实、更

加有力、更加自信的步伐，演绎出更多的精

彩！

一天，我正在办公室批阅学生作业，突

然接到一个电话，是一名毕业多年的学生打

来的，她说：“老师，我现在通过了招聘播音

员的笔试部分，马上要进行面试，心情好紧

张啊！”

“要充分相信自己的实力，我相信你会

一举成功，退一万步讲，即使失利了，也没

什么，你年轻，身体好，有了这两条，遇到

什么困难还不能克服？”我在电话中耐心安

慰她。

“老师，听到您的声音，我就不紧张了，

刚才双腿和双手不停地颤抖，心里也咚咚咚

地跳个不停，现在心情好多了，我马上就要

面试去了，老师再见。”说罢就挂断了电话。

几天后，这名同学又打来电话：“老师，

我顺利通过面试了。谢谢您的鼓励！”

很多时候，老师对学生的期望能够点石

成金，不是因为老师有多么厉害，而是我们

的孩子对一些未知事情还处于迷茫的阶段

时，老师的期待和鼓励往往成了他们前进的

动力和努力的方向。

有一次，我们班上的小孙参加全县组织

的演讲比赛，我在学校打听到她比赛出场的

顺序。掐好时间，当她准备上场前，我打电话

过去。在电话那头，小孙沮丧地说：“老师，前

面的选手演讲好厉害哟！我越听心里越紧

张，也越没谱，我恨不得不上场了，免得出洋

相。”

“全县的几个选手，哪个我不知道？你是

当局者迷，我是旁观者清，老师现在是旁观

者，心里清楚得很，凭实力，如果我的学生不

拿第一名，就没有人敢拿第二名！”在电话

中，我及时对她进行了比赛前的动员、鼓励

和安慰。

“老师，您比我还自信！”小孙听了我的

话，在电话中哈哈大笑。

“不，不是自信，是对参与演讲者的充分

了解，退一万步讲，你失误了，也没什么，老

师相信你的实力，迟早还会夺回第一的。”为

提升她参加比赛的信心，我在电话中对她进

行强化鼓励。

演讲结束后，比赛名次刚公布，小孙就

给我打来电话：“老师，你好厉害啊！说得真

准，我终于获得第一了。”

其实对那些参加演讲比赛的同学，我除

了她，一个都不认识，就在她非常焦虑和不

安的时候，我的期待和鼓励就像给她送去一

场及时雨，滋润着她浮躁不安的心灵，促使

她充满自信地走向了演讲台，将自己的演讲

水平发挥得淋漓尽致。

学生的可塑性非常强，他们很容易朝着

老师期待和暗示的方向前进，所以老师面对

学生，千万不可胡言乱语，更不能给学生送

去消极的思想，带去不良的情绪，而要根据

他们的能力和性格，帮他们指引一条正确

的、通过自身努力能达到的地方。

我曾教过一名学生，学习很努力，但每

次考试成绩公布后，都不理想，这名学生慢

慢对学习也失去了信心，一次考试后，她的

成绩极差，她情绪低落，我将她请到办公室，

好心安慰她：“你很聪明，许多难题你都能做

好，现在成绩不理想，不是智力问题，而是因

为你在努力的同时，其他同学比你更努力。

成绩的进步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的是持之

以恒地努力，某个阶段的失败或成功，并不

能说明什么。按照你这样的学习态度和钻研

精神，我敢肯定，你将来在高考中一定会取

得优异的成绩，而且老师还相信，你将来也

一定是我们班里，率先考取研究生的同学之

一！”

几年后，我接到这名同学的电话：“老

师，我考取了研究生，我们学校在这个专业，

只招考了8名研究生，我的初试成绩和复试

成绩都是第一名！”

老师不是算命先生，老师不一定能准确

地预测学生的未来，但我们可以利用学生对

老师的信任，在期待中为他们的茁壮成长插

上美丽的翅膀，就像心理学中的“皮格马利

翁效应”。

送给学生一份美好的梦想，传递给学生

一份孜孜不倦的前进动力，在学生的生命中

为他们插上信心的翅膀，也许在某一天，学

生就会将老师送给他们的这份期待转变成

现实。

年终岁末，微信朋友圈格外热闹，很多人纷纷

晒出自己的新年愿望，有人发誓新的一年要减肥

多少斤，有人希望父母身体健康，有人期待孩子学

习进步，也有人期望换一份更好的工作。单是看看

这些美好的愿望，就让人感觉充满了正能量。

不过多少让人有些哭笑不得的是，如果你去

翻翻这些微信好友的朋友圈，会发现很多人去年

乃至前年的新年愿望，其实也是这些。这意味着，

很多人的愿望，仅仅就是愿望，最终并没有实现。

有人可能会说，新年愿望，不过就是一种美好

的祝愿，不必太当真。但是我有一位朋友，却很当

真，他每年到了新年的时候，不但会晒出自己的新

年愿望，而且会在愿望后面郑重地写上自己为了

实现这一愿望而准备采取的计划、行动。

我们在他的朋友圈看到如下的愿望清单：希

望新的一年父母身体健康，找时间带父母去医院

做一次体检；希望自己今年减肥10斤到20斤，从

新年第一天开始跑步锻炼；希望孩子成绩有新的

提高，以后多和老师沟通联系，多辅导孩子学习

……

而到了年底，你就会看到他发出来的新年愿

望完成的情况。有些愿望如期完成了，有些愿望完

成了大部分，剩下未完成的部分，则会被纳入下一

年的新年愿望，继续完成。总之，他的愿望和我们

大多数的人愿望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只不过他

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而付出了实实在在的努力，

所以他才会一年更比一年变得好。

有一次和这位朋友见面，喝茶聊天中，就谈到

了新年愿望的话题。

我说每到年终岁末，许愿的很多，但是新的一

年愿意为了付出行动实现愿望的，可能并不多，包

括我自己在内。

朋友听了，笑了笑，说道：“许愿，其实是对自

己的一种承诺，如果只许愿，却不采取行动实现愿

望，岂不是像人家说的，连自己都骗了？”

我点点头，朋友喝了一口茶，继续说，许愿容

易，实现愿望不容易，这就是很多人只见新年许

愿，到了年尾，却不见晒一晒愿望是否实现的原因

所在。虽然实现愿望并不容易，但只要你愿意付出

行动，还是有很大的希望实现它，一旦愿望得到实

现，那种满足感、成就感，是别人体会不到的。

听了朋友的话，我频频点头。从小老师就教育

我们，要做“行动的巨人”，不要做“语言的巨人”，

可我们长大了，却往往就成了“语言的巨人”。

希望更多的人能真心真意地许愿，也能够通

过实实在在的行动，让愿望成真。

新时代好少年新时代好少年新时代好少年新时代好少年新时代好少年新时代好少年新时代好少年新时代好少年新时代好少年新时代好少年新时代好少年新时代好少年新时代好少年新时代好少年新时代好少年新时代好少年新时代好少年新时代好少年新时代好少年新时代好少年新时代好少年新时代好少年新时代好少年新时代好少年新时代好少年新时代好少年新时代好少年新时代好少年新时代好少年新时代好少年新时代好少年 编者按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系列重要论述精神，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帮助青少

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根据中央文明办、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开展2021年度“新时代好少年”学习宣传活动的通知》要求，省文明

办、教育厅、团省委、省妇联、省关工委组织开展了2021年四川省“新时代好少年”评选。经过层层推荐、专家审核、社会公示等环节，评选

产生2021年四川省“新时代好少年”30名。

他们，是新发的嫩芽，是初升的旭日，是明天的希望。今天，让我们来认识其中一位好少年——乐山市实验小学学生石昊文。

石昊文：校园里的好榜样

辞旧迎新，新年的美好意义都

在这几个字中。过去的日子就像花

园里的玫瑰，明媚鲜妍是它，芳香满

园是它，枝上含刺也是它，但花总会

凋谢，幸福快乐抑或忧愁郁闷都将

远去，展现在每个人眼前的都是一

轮暖暖的太阳。

一年又一年，年年都有崭新的

开始，年年也都有美好的期待和心

愿，那是人生花枝上的蓓蕾和希望。

农历的新年一般在立春前后，细想

这样的岁序安排，不得不敬服老祖

宗们的智慧，那是蕴含着祝福和美

好心愿的。新年，每个人都会拥有一

个明亮温暖的开始，寒冷萧瑟的冬

天远去，繁花似锦的春天到来。

读到冯延巳的《春日宴》：春日

宴，绿酒一杯歌一遍。再拜陈三愿：

一愿郎君千岁，二愿妾身常健，三愿

如同梁上燕，岁岁长相见。看来不但

今人重视健康，古人的心愿也是把

健康放首位，才得有甜甜蜜蜜的好

日子。

老友发了一条朋友圈，说是新

年不能免俗，要写下新年的心愿。他

发的是一张图片，心愿手写在一张

粉色信笺上。看第一条：健康。他说，

三十而立，立的不单单是家庭事业，

还有一颗成熟睿智的心。所以你首

先得知道保养自己的身体，爱自己，

才有基础爱别人。30岁之后，他的

新年心愿总是会把健康排在首位。

本该如此，生活这么美好，身体

安康才是最重要的。新年的第一个

心愿就是要健健康康的，自己、家

人、亲戚、朋友，认识的、不认识的，

愿我们都有一个好身体。

董桥的老师亦梅先生《三保洞

怀古》有一句诗这样写道：两字平安

三尺井，万家心愿一炉烟。他说，三

保洞是郑和下西洋地遗迹，古井最

著名，人人要拜，要喝井水祈求平

安。

这平安两字，可不就是千家万

户的心愿嘛。寻常人家，不祈求大富

大贵，唯愿平平安安地过好自己的

日子。乡下老家过年，老一辈的人爱

自己写春联，在大红的纸上，用毛笔

认认真真写下：出入平安，贴在大门

口显眼的位置，贴在自家各种车上，

心里才算踏实。如今自己写春联的

不多了，却必定会到集市上买来这

些平安条幅。

平安，这是新年的第二个心愿。

“新年好！”“新年快乐！”这是我

们在新年里最平常的问候与祝福。

虽平常，却也最真挚。那些长篇大论

的祝福词看起来华丽炫目，但都不

如这几个平常的字最贴人心。所以，

新年的第三个心愿也平常得很，就

是要每天开开心心的，快乐地上班、

读书、写文、看风景。心要宽一点，再

宽一点，像天空一样辽阔大气，像大

地一样真诚素朴。

健康、平安、快乐，新年的三个

心愿，有点俗套了，可过日子就是俗

套的，俗套的才真实，也珍贵。

“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未

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这是朱熹

的劝学诗，是警示人们要珍惜时光，努力学

习的名言，也是对光阴易逝，人生苦短的叹

息。

时光，对于我们每个人而言，都是一个

切身的话题。我们从出生起，就开始利用时

光，一直到最后一刻，才算是一个时段的终

结。这个时段的长短因人而异，不尽相同，也

没有人能控制它。只是每个人对它的利用不

同，或精彩或平庸，也要等到谢幕后，由别人

去评说。

游戏人生的人，总抱怨时光过得太快，

还没尽情享受就该散场了。辛苦挣钱养家的

人又嫌时光过得太慢，怀疑它是不是偷懒，

总想找个鞭子抽它一通，让它跑起来。勤奋

的人在珍惜时光，不肯浪费一分一秒，所以

同样的时长，他们能创造出较高的价值。懒

惰的人在虚度时光，他们抱着明日复明日的

心态，得过且过，不思进取，时光在他们那

里，就是一件一次性消费品。而颓废的人，是

在荒废时光，他们无所事事，放任自流，根本

就没有这个观念，即使属于他们的时段再

长，也是毫无价值。就像诗人臧克家说的那

样：“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

他还活着。”这就是时光对于不同的人，所产

生的不同价值。

其实，古人对时光的认知和把控就已经

很到位了。“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

金”“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君

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

雪”……从对时间的划分，也能看出古人对

时光的态度。像“刹那”“瞬间”“弹指”“须

臾”，都是对时间的分解和细化，分别对应各

自精确的时长。还有诸如“白驹过隙”“日月

如梭”“朝花夕拾”……这些都是形容时光匆

匆，光阴似箭的句子。“对酒当歌，人生几

何”，魏武帝曹孟德的一声慨叹，把人的一生

浓缩成早晨的一滴露珠，何其短暂，何其脆

弱！“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南唐后

主李煜的一声叹息，把生命定格在了四十

岁，却把哀愁拉长成了一江春水。“羲和走驭

趁年光，不许人间日月长。遂使四时都似电，

争教两鬓不成霜。”白居易也对时光发出这

样的感叹。

尤其是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时光”的

“光”字真的是太贴切了。时间就像光速一样

快，又像是被折叠过，四季好像重叠在了一

起。昨天才在桃花下饮茶，今天就在雪花中

煮酒。我想下一步桃花会不会开在雪花里？

暴雨会不会跟着大雪一块下？荷花会不会浮

在冰上开？今天播种，后天会不会就能收获？

有时候我在想，时空就像是被一个巨型

的车轮碾过，被轧出了皱褶，再也拉伸不出

那么多的时长。即使我们拼命地扯出一点，

也像是耄耋老人，徒有哀叹。现在的分，对应

不上从前的秒，昨天的须臾到今天就变成了

刹那。

人生苦短，生命易逝，让人心生畏惧的

是时光。斗转星移，沧海桑田，使人功成名就

的也是时光。给予我们成长的是时光，夺走

我们青春的还是时光。

“盛年不再来，一日难再晨”，又是一年

须臾而过，让我们珍惜时光吧，逝去的不会

再回来，不要让最后的你，为虚度过时光而

遗憾！

新年心愿

■ 耿艳菊

为学生插上信心的翅膀
■ 董建华

■ 陈赫

年又一把愿望化为行动
■ 苑广阔

记者 郭路路 整理（图片由受访恶化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