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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奥运冠军徐梦桃给我们上了一节砥砺奋斗课；塞罕坝三代造林人给我们上了一节继

续奋斗课；逐梦太空的航天员给我们上了一节团结奋斗课。仰望星空，脚踏实地，劳动磨

砺品格，奋斗成就梦想。这是“开学第一课”，也是人生的一课！一起来看看德阳市第一

小学的同学们开学第一课的收获吧！

我被“开学第一课”里徐梦桃姐姐

的经历感动着，那一张张表格告诉着

我，成长中的每一步都需要脚踏实地。

“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

迟。”古人以诗句教导后人；“一寸光阴

一寸金。”古人也以诗句来警示后人。

从古至今，一代又一代的英雄豪杰，他

们为了国家付出那么多，我又怎能不

奋斗呢？

小时候，我一直都是家里的掌上明

珠，没吃过苦，没受过累，以至于做什么

事都是半途而废。子在川上曰：“逝者

如斯夫，不舍昼夜。”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逐渐克服困难，开始咬牙坚持。

困难就像一座陡峭的高山，我在

这座高山上每走一步都很艰难，我鼓

励自己：“这座山虽然又高又陡，但我

在移动，在向上移动，这山又不会长

高，总有一天可以爬完。”困难被一个

个克服，离成功也越来越近。我站在

成功的顶峰上，虽然这个困难被攻破，

但还有许多困难等着我，等着我把它

们全部攻破。

阳光下，我引吭高歌，想起了第一

次站在舞台上的时候。那时，我有点

自卑，也有点儿胆小，面对台下那么多

人，双腿开始发软，脑海中却一直有一

个声音在鼓励我：“加油，你可以的，我

们不是答应过获得特等奖吗？我帮你

记住了词，你只要有感情地背出来就

好了。”我十分相信这个声音，于是，我

鼓足勇气走了上去，结果，我真的获得

了特等奖。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我们

现在风华正茂，正是成长的好时候；

“处暑不出头，割谷喂老牛。”连生物都

生长得如此热烈，我们又有什么理由

不去奋发图强呢？

德阳市第一小学
六（1）班 余蕊涵

在遥远的东方，有这样的一些人，

他们为了梦想而不惧艰险，不顾他人

的看法与目光，他们就是——追梦人。

王亚平想必大家都知道吧！她就

是在太空中“摘星星”的“妈妈”，多次

飞上太空，也是中国第一位出舱的女

航天员，为祖国、为人民作出了贡献。

而让她变得优秀的根本也一定是因为

她的梦想。所以，请你也行动起来

吧！和周建平一起设计，打造航天的

未来；和王亚平一起努力，再创佳绩。

我，要为自己的人生而努力。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

阴。成长是什么？是让人从肉体上变

壮、变高、变成熟吗？对，但又不全对，

成长其实并不只是肉眼所见的变化，

更是人从心理，从目标上的蝶变与进

步。那成长的目的又是什么？是为了

离目标、理想、愿望更近一步，变成自

己心目中的模样。

1岁，我成长了，从婴儿成长为了

一个会“啊啊”大叫，会到处乱爬的幼

儿。后来，再后来，每当我在蜡烛前许

下一个愿望，我又成长了。

9岁，我已经成为了一个有感情，

有思想的小学生。那一年，我尝到了

离别的滋味。家里养的小狗在陪伴我

两年后离我而去，那一次，我伤心了许

久，在我乐观面对现实的那一刻，我成

长了。

后来，看到运动员为国争光，我想

做一名运动员，于是，在杨教练的指导

下，我日复一日地训练跳绳，在汗水与

坚持下获得了一个又一个好成绩。

10 岁、11 岁，转眼就成长为了现

在的我，在身高上，我长高了不少，在

思想上，我成熟了不少——最激昂的

是少年志，最闪耀的是追梦人！

德阳市第一小学
六（1）班 黄诗涵

“中秋节快乐，愿疫情早日结

束！”“希望我们尽快与家人团聚，干

杯！”在这个中秋节的晚上，妈妈与

同事阿姨们端起纸杯“觥筹交错”，

谈笑风生。桌上菜品虽然简单，但

大家其乐融融。中秋佳节本应与家

人团聚，可妈妈这次为什么与同事

们一起度过呢？

9 月 6 日凌晨，妈妈接到电话，

让她及时赶往单位。妈妈随即收拾

衣物，为避免我独自在家无人照顾，

她叫醒我，以最快速度赶往单位开

展抗疫行动，直到今天——9 月 10

日还没有停止工作。就在中秋节这

天傍晚下班时，妈妈想到和她留守

在本区域的同事，就琢磨着点一些

外卖与“战友”晚上小聚，同贺佳

节。说动就动，妈妈边联系外卖店

家，边通知附近的几个同事，并协调

好住宿地的食堂，一切准备完毕，只

等外卖。

外卖到达时，我蹦蹦跳跳地跟

着妈妈去领取，几位阿姨也不闲着，

有的搬桌凳、有的摆碗筷、有的倒开

水，三下五除二就把菜品一一摆放

出来：五花肉、火腿、玉米、土豆、生

菜、蘑菇、韭菜、豆腐……看着满桌

的菜品，大家欢呼起来：“哇，真丰盛

啊！”

妈妈把锅擦干净，浇上油，开心

地烤起五花肉来，一旁的冯阿姨也

麻利地烤着豆腐干。不一会儿，锅

中“吱吱”作响，并飘出阵阵香味，快

乐气氛更加热烈，此刻，我的口水都

快流到了嘴角。几分钟后，香喷喷

的铁板烧出锅啦！大家兴高采烈地

品着美味，端起店家赠送的米酒一

起碰杯，彼此祝福，不亦乐乎。因为

外卖配送的酱料是干碟，于是，我专

门去调配了汤碟，大家尝后都赞不

绝口，小露一手也让我很得意。

虽然，这顿饭对于许多中秋大

餐来说是如此的普通，甚至显得“小

气”，但对于已经连续吃了很多天快

餐的妈妈和她的同事们来说，却是

让人激动的一顿大餐！更让大家感

动的是，当烧烤店老板得知妈妈她

们是抗疫工作人员时，反复推辞收

取费用，希望以此支持抗疫工作。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尽

管这个中秋节我们没能与家人团

圆，但只要我们心中有月，心中有

爱，助力抗疫工作早日取得胜利，这

同样是一个情意暖暖的中秋节！

泸州师范附属小学城西学校
四（9）班 刘师辰
指导教师 何小梅

幸好我看了“开学第一课”，幸

好我听到了那么多奋斗的故事。

回 想 以 前 ， 我 害 羞 、 胆 子

小，许多事情都不敢做。再看看

现在，我变得活泼开朗，万事都

敢于尝试。

前段时间，我去学习游泳，由

于性子急，急于求成，还没练好就

想大显身手，结果呛了好几口水，

再也不敢下水去玩了。但我想以

后万一遇到水有危险，不能自救怎

么办？

一粒种子的经历告诉我，世界

上没有不可能的事，如果失败了，

那就再试一试，再试一试，一定可

以成功的。后来，我便虚心学习游

泳技巧，不断刻苦练习，最后战胜

了自己心里的恐惧，勇敢跳下水，

好似一条鱼儿轻松地游来游去。

我成长了，又学会了一项新技能

——游泳。

还有一次令我印象十分深刻

的事情。去年，我上舞蹈课，下课

前，老师问谁自愿出来单独展示一

下？以前听到这句话，原本站在灯

光下十分显眼的我立马躲到角落

里，害怕老师点到自己又发挥失

常。

每次下课，妈妈都总是鼓励

我，相信我一定能够站在舞台中发

光。终于，在这一天，老师说出那

句话后，我自信地走上去，全场的

姐姐们都在为我加油呐喊！我随

着音乐翩翩起舞，尽情享受舞蹈带

给我的快乐。我又一次战胜了自

卑和恐俱，我成长了！

每个人都会有第一次，而这第

一次并不一定会成功，但至少有收

获。尝试，是希塑，在无数次尝试

失败后总有一天会成功；尝试是磨

炼，而磨炼后是光荣，成长的路很

长，必须挑战自己，勇敢迈出第一

步，然后才能走向成功。

我今年11岁了，相信在今后漫

漫的人生路上，我还会不断学习，

茁壮成长。

德阳市第一小学
六（1）班 尹开妍

克服困难克服困难 奋发图强奋发图强

勇敢去尝试

我们都是追梦人

放暑假了，我和爸爸妈妈一起来到

山清水秀的避暑胜地——青城山。这

里分为前山、后山、外山，群山缭绕、碧

水长流，树木葱郁、百草繁茂，每时每刻

都有动人的美景以及芳香扑鼻的花草

气息。

清晨最美是露珠。山中多雨，夜里

常常会有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滋润天

地万物。早上推开窗，呀！到处都是湿

漉漉的，树梢上、草丛里、花蕊中……全

是晶莹剔透的露珠，就像亮闪闪的珍

珠，闪烁着璀璨的光芒。深深呼吸一

口，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沁人心脾的香

气，混合着植物、土壤浓郁的芬芳。可

爱的小松鼠们也醒来了，它们在树林间

敏捷地跳跃，寻找着食物，有时会砰地

一声跳到窗台边，有时又会在电线杆上

轻盈地荡秋千。

中午最美是蝉声。太阳火辣辣地

烤着大地，溪流中的水慢慢地开始蒸

发，河面上笼罩着一层淡淡的水蒸

气。这时候，就该蝉子登场了。只听

见四面八方的蝉声奔涌而来，一浪高

过一浪。“渭上新蝉声，先听浑相

似。”白居易在蝉声中想念自己的故

乡。蝉声陪伴我们度过悠长的夏天，

蝉这种生物，生命虽然短暂，但是它

的存在很有意义，它的壳可以入药，

为人类治病。

黄昏最美是晚霞。山里的彩霞颜

色极多，天空一会儿是烈火般的红色，

一会儿是光芒万丈的金色，一会儿是半

紫半黄。彩霞轻轻地飘过半山腰，藏进

树林里，天就黑了。此时，晚饭后纳凉

的人们开始三三两两地走向山间小道，

带着吊床或者木凳，在小溪旁、山林里

小憩。轻柔的微风拂过脸颊，真是让人

心旷神怡，一场仲夏夜的美梦仿佛悄悄

地拉开了序幕。这时候再来一份凉悠

悠的冰粉、甜滋滋的凉虾，这个高温红

色预警持续不断的盛夏便会变得清凉

起来。

夜晚最美是萤火虫。从前山到后

山的那条蜿蜒而上的盘山公路边，有

几处峭壁，藏着星星点点的萤火虫，

闪闪发光，在漆黑的夜色中，是那么

明亮，那么美丽。星星是飞到天上的

萤火虫，萤火虫是误入凡尘的星星。

它们都是那么清澈，让夜晚充满了诗

意，不经意间，好像穿越到了古代，

在幽深无人的山谷间，喝泉水、吃野

果、修炼绝世武功。

青城山的白日和黑夜有着不一样

的风姿，它的自然景观是那么优美，那

些美食同样令人流连忘返。譬如干拌

抄手、红糖醪糟、玉米馍、老腊肉……都

很美味。这里可真是一个美妙的地方，

充满了奇妙和幻想。

四川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
五（8）班 冯锘嘉
指导教师 陈婧

夏日的
青城山

青城山美景众多，作者独
辟蹊径，分别选取了清晨的露
珠、中午的蝉鸣、黄昏的晚霞
和夜晚的萤火虫来展示夏日
青城山的美。语言简练而准
确，情景自然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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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下烟火气 暖暖中秋情

学校的畅想湖学校的畅想湖
春天的畅想湖是明镜，静悄

悄的水面纹丝不动，像被冻住了

一般。藏在树叶上的雨滴答滴答

落在湖中，夹杂着周围鸟儿的鸣

叫，甚是好听。

夏天，碧绿的水中有许多小

黑点。仔细看去，有些小黑点长

出了尾巴，再仔细看，尾巴

又没有了，只听呱呱几声，便消失

得无影无踪。没人知道它们去了

哪儿，也没有人知道它们现在身

在何处。

当然，这都不是最美的，最美

的当属秋天了，湖周围的叶子又

黄又红，微风一吹，纷纷落下，落

在水面上，叶子成了五颜六色的

小船。几只在水里玩耍的昆虫看

见了，从很远的地方跑过来，跳上

去，慢慢悠悠地享受着。

畅想湖的旁边种了很多树木，

常年葱葱茏茏的。顺着台阶往上

走几步，映入眼帘的是一个亭子，

亭子上长满了青苔，也显得有了生

机。仔细瞧，还有些许印记，似乎

记载着这里发生的点点滴滴。

一抬头，发现亭子边角上有

只蜘蛛。我静静地注视着，原来

它在织网，等网织成了，它躲在远

处，静静地等待猎物上钩，过了一

会儿，几只小虫缓步走过来，我在

心里默念着，千万别过来呀。可

没有丝毫改变，昆虫们还是来了。

我想，大概是蜘蛛织的这张

床太过柔软，小虫们想舒舒服服

地睡一觉吧。只是它们做梦也没

想到，睡觉也会要命。这不，刚上

床，就被粘住，动弹不得，虽然极

力挣扎，但为时已晚。蜘蛛看到

猎物上钩，匆忙地爬了过来。

正当这只蜘蛛准备饱餐一顿

时，一群孩子吵着跑到这里，蜘蛛

仿佛受到了惊吓，快速逃跑了。

看着还在挣扎的虫子，我动了恻

隐之心，捡起小木棍，把它们救了

下来。可能昆虫会想：“好险呀，

差点死于非命。”

怎么样，我们学校的畅想湖，

是不是很有意思？

南江县下两镇小学
四（1）班 冉紫懿
指导教师 吴静

作者观察仔细，畅
想湖的美尽在笔下，且
能抓住有特点的事，如
蜘蛛吃昆虫这个场景，
描写生动，语言有趣，读
来别有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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