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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 感悟

青春 短笛

做一个脚踏实地的圆梦者
——
—《开学第一课》观后感
浏阳市艺术学校 1704 班

石佳贝

“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

——
—题记
今年的央视《开学第一课》，让我受益匪
浅，获益良多。 它以“创造向未来”为主题，展
开了“梦想、奋斗、探索、未来”四个方面的思
考。 其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成龙自述“拼
搏精神铸就中国梦”以及纪实摄影家解海龙
讲述相机背后的故事。
成龙小时候崇尚正义，他最初的梦想是
当一名英雄， 长大以后成为了一名功夫明
星。 他一直奋斗着、努力着、拼搏着，尽管第
一次当男主角不被认可， 但他没有气馁，最
终通过实力获得了成功，赢得了大家的尊重
与敬佩，并用实际行动带动身边的人，成为
了一张“
中国名片”。
解海龙的成名之作是“我要上学”系列

照片。 其中有“大眼睛”苏明娟，“大鼻涕”胡
善辉,“小光头”张天义等人。 解海龙在实现梦
想的同时， 也给大山里的孩子们带去了希
望，使他们完成学业。
他们两个的人生经历各不相同，但他们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心中有梦。 梦想
是伟大的， 它充满着神秘而不可思议的力
量。 有了梦想，我们就有了去拼去闯的动力；
有了梦想，我们才会有无穷的力量；有了梦
想，我们就会拥有战胜困难的决心。 也正是
因为有了梦想，我们的人生才会变得丰富多
彩，而不是空虚寂寞。
俗话说得好，“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
夺志也”。 一个军队的主帅可能被夺去，但一

个普通人的志向不可被夺去。 列夫托尔斯泰
曾说过：“理想是指路明灯，没有理想，就没
有坚定的生活方向，没有方向就没有生活。 ”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想追求，每个人对人生
价值的追求不同， 我们应根据自己的特点，
确立个人的人生目标，使我们的人生航船拥
有明确的方向！
但是，光有梦想还不够，我们还应该拥
有奋斗与探索的精神，不断努力，坚持不懈，
成为一名追梦人，更要做一名脚踏实地的圆
梦者！
有人说：鲁迅的人生是呐喊人生，胡适
的人生是实用人生，林语堂的人生是幽默人
生，梁实秋的人生是雅致人生，郁达夫的人
生是充沛人生……那我们，何不把自己的人
生变成有梦想，奋斗、探索的人生呢？
指导老师 杨丹

生活 浪花
小荷 尖尖

乡下生活
东安县舜德学校

找找“完整”的我

李语兮

邵阳市协鑫阳光小学四年级 69 班 罗佳欣
暑假里，我们全家来到了乡下老家——
—
楼脚坪。
在乡下总少不了一口井。 井水从第一口
井流到第二口井，一直流到第四口井，就像
一串糖葫芦。 井水又凉又清，人们总喜欢在
那里洗东西，而我呢？ 没事闲着捞鱼。
在乡下总少不了一条小河。 河水清澈见
底。 我最喜欢在河边玩了，河边的卵石下面
藏着拇指大的小螃蟹。 轻轻地翻开石头，就
能看见螃蟹懒洋洋地趴在那儿， 我立即去
抓，有时候能抓到，但也有失败的时候，但这
都无所谓，我照样玩得开心。 抓着抓着，我又
去玩水了……
在乡下家家户户的门前总会种一些果
树。 我爷爷家门前种了许多果树，有桔子、柚
子、李子、石榴……还有我最喜欢吃的板栗，
板栗的花真是独特，像又肥又大的毛虫虫在
树上啃叶子呢！
傍晚时分，我正在和麻雀玩着，突然，妈
妈叫我抬头看，哇！ 那白云就像一朵朵蒲公
英，排着整齐的队伍往前挪动着，鸭子看见
了，也排着整齐的队伍回家了。
落日的余晖洒满了乡下的每一个角
落。
指导老师 袁惠惠

数学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它还是锻
炼我们思维的一门学科。 很多同学都认为数
学很难学，其实只要掌握了正确的学习方法，
学起来也可以很简单。
上课要好 好 听 讲 。 有很多同学上课时不
认真，心里总想着大不了我下课后再补上来。
其实认真听老师上一堂课， 比课后做无数的
习题还要有用。 这是因为在听课的过程中，我
们始终跟着老师的思路在走， 了解公式的推
理过程有助于理解记忆，举一反三。 如，很多
同学记不住圆锥和圆柱表面积和体积的计算
公式，但如果认真听了课，就知道圆柱是由长
方形或正方形旋转而来， 圆锥是三角形旋转
得到的，这样我们算侧面积时，就可以通过长
方形和三角形的面积公式来计算了。
课后需要 反 复 练 习 。 每次做各种习题之
前， 我都会在脑子里想一遍老师讲过的知识
点，尤其是公式的推理过程，这样每做一次练

我是个爱笑的孩子。 个子不高，脸红扑扑的像红苹果，眉毛弯弯的像
月牙……不知道在别人眼中我是一个怎样的人？ 于是，我想去采访别人。
中午，爸爸正在看手机，我跑过去摇摇爸爸的肩膀，说：“爸爸，我想问
你一个问题。 ”爸爸放下手机，爽快地说：“
什么问题呀？ ”我说：“
我在您眼
你在我眼中是一个勤快的孩子，每一
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 ”爸爸说：“
次吃完饭后，你都会主动帮妈妈把碗洗干净，地也扫得干干净净的……”
我听了，很开心。
下午放学后，妈妈在沙发上看电视，我悄悄地问妈妈：“妈妈，我在您
眼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妈妈说：“
你在我眼中是一个听话的孩子，你每
天按时完成作业，不用我督促！ ”“我的作业是自己的事，当然不要别人来
操心呀！ ”我高兴地回答。
晚上，外婆正在做饭，我扯扯外婆的衣角问：“外婆，外婆，我在您心中
是个什么样的人？ ”外婆一边做饭，一边说：“
你是个心很细，又爱帮助别人
的孩子，那天我正要出去买菜，没有带钥匙，你连忙叫住我，提醒我带上钥
匙，如果没有你的提醒，我可能都进不了家门哟……”外婆乐呵呵地对我
说。
采访了这么多人，我知道了：原来我在别人心中是一个好孩
子，优点也不少！ 当然，以后我还要继续听爸妈的
话，让自己拥有越来越多的优点。
指导老师
夏琼 王春梅

秀场

学好数学并不难
洞口县江口中心小学 123 班 肖捷

习都会加深一层印象，慢慢地就熟能生巧了。
例如， 分数和小数互换，3/4 就是 0.75，1/4 是
0.25，我没事就在嘴里念叨，次数多了就能形
成条件反射，这样就算想犯错，潜意识也不会
允许。
平时要整理和归纳 。 对数学，不管大考小
考， 我都会将做错的题目重新抄一遍到错题

本上。 无论是大题还是小题，无论是无心还是
有意，错了就是错了，既然做错了，那就把它
抄下来，写明错的原因还有正确的解题过程。
这样积累下来， 我已经有好几本厚厚的错题
集了。 每次到临考前，我只要翻翻错题本就知
道自己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了。
养成良好 的 打 草 稿 的 习 惯 。 有的同学平
时打草稿乱七八糟，哪有空位就写哪里，认为
草稿本不需要很整洁。 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因
为草稿不清不楚，容易造成最后的答案错误。
不是这里少了个小数点，就是那里多了个零。
其实只要把草稿写整洁一点， 不仅可以避免
一些不该犯的小错误， 而且还有利于最后的
检查和验算，何乐而不为呢！

孤独，是一个人的热闹
湖南师大附中 1714 班

郭书成

孤独，是一个人的热闹。 热闹，是一群人
的孤独。 生活中，我们总有孤身一人时，或许，
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孤独之花的缤纷。
生活中，常常有人抱怨自己太孤独。 有的
人认为，没有人陪自己吃饭、玩乐，便是孤独；
有的人认为，自己单身一人为工作打拼，便是
孤独。
孤独， 似乎成了悲伤的贬义词。 但我认
为，孤独是一个人的热闹，是等待里的坚持，
是低谷中的重生。
往大点说， 勾践卧薪尝胆、 司马迁独成
《史记》，巨难当头他们难道不孤独吗？ 曹雪芹
由奢入俭乃至潦倒落魄， 在磨难中执笔完成
文学奇迹。 爱迪生苦心钻研，终于给黑暗世界
带来了光明。 无数伟大的成就其实都是在孤
独中完成，在孤独中造就的。
说小点，竹林七贤退避庙堂，孤独流浪的
三毛，都是在孤独中寻找到自己的人生价值。
“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说的何
尝又不是孤独在人生中的积极作用。 人需要
孤独，才能守住自己的恒心。
孤独，可以安抚个人内心的浮躁。 每个星
期六，班上的同学尤其躁动，可能星期一到星
期五的劳累，给了他们一个随意说话的借口。
中午，班上有的同学，五六个簇拥在讲台上观
看视频，还时不时地发出惊呼声；讲台下，几
个同学聊着天，越聊越开心，仿佛没有什么东
西可以阻止他们肆无忌惮地讲话了。 渐渐的，
躁动的气息充斥了教室，连我的心、握笔的手
都躁动起来了。 于是，我拿起书，走出教室，一
个人到寝室里，铺开桌子，默默笔耕，在那些
诗词歌赋，图形函数里，我的心渐渐沉静。 瞬
间，我明白了人常说的“让我静一静”，无非就
是“让我孤独一会”的意思。 人需要一点孤独，
才会充实。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孤独是一份宝
贵而极具潜力的财富。
孤独，也可以为个人的成功奠基。 在刘慈
欣先生笔下的《三体》中，主人公罗辑是一个
学术无成的大学教授， 无奈之下， 被套上了
“
面壁者”的怪圈。 从此，他无法向任何人诉说
自己的任何想法。 他哭过，在孩子与妻子离他
而去，当世界上所有人都不相信他时，他只好
一个人看着星空， 却在孤独中领悟了宇宙天
体学“黑暗森林”的悖论。 一个人，淋着雨，孤
独地与三体人进行最终对决， 拯救了整个地
球文明。
如果你想要去实现梦想， 孤独是你的必
修课。 沉下心的孤独能让你更坚强，找到自己
的节奏，在自己的热闹中，不断感悟，不断进
步。
那些在人生旅途中失意过、跌倒过、痛苦
过的人，将自己沉湎于莫大的悲哀中。 但，不
行，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
正视淋漓的鲜血。
我们应该在一个人的热闹中，绽放人生。
指导老师 郭振宏

培养灵敏 的 数 学 思 维 。 很多同学不喜欢
心算，做计算题很难不列竖式。 可是我偏偏不
信邪， 每次做计算题我都刻意要求自己不打
草稿。 尽管刚开始时做题速度很慢，但时间久
了，我现在不动笔也能心算出答案了。 很多同
学讨厌做应用题，很大部分原因是看不懂、理
解能力太弱。 其实应用题只是看起来很长，当
中很多都是废话， 所以在考试过程中如果看
不懂题，我通常会多读几遍，将题目的条件和
问题用不同的记号划线， 这样就能比较容易
看出其中的因果关系，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困难像弹簧，你弱它就强。 所以要想学好
数学，首先我们要从战略上藐视它，数学只是
纸老虎，我们要做的就是透过这层纸，挖到真
正战胜数学的方法。 或许你在看这篇文章之
前还觉得数学很难，但现在，我希望你可以重
拾对数学的信心，去探索数学的奥秘！
指导老师 肖芳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