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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最东角，我看着新年第一道曙
光，缓缓地唤醒沉睡着的万物，向着明
天， 向着东方那轮冉冉升起的红日，放
飞心中的白鸽。

对于中华民族而言， 春节是最隆
重、最热闹、最重要的一个传统节日。它
以其神圣、喜庆、吉祥的浓郁民族特色，
在人们的心中打下牢牢的情结。这无与
伦比的厚重情结， 在漫长悠远的历史

中，仿若一根风雨不蚀的红飘带，维系
着泱泱华夏的繁衍生息，连接着人们的
幸福及安康。

如今，我在神圣的节日里，许下新
年的新梦想：在新的一年里，我要努力
做到在家是妈妈的小帮手，在学校是老
师的小助理。虽然实现这个梦想有一定
的困难，我相信只要我坚持不懈，一定
可以熟能生巧， 掌握必须的劳动技能，

养成勤劳的好习惯，提高自己独立的能
力，为以后的生活打下良好基础。

在崭新的一年里， 也许我会失败，
会沮丧，但我坚信，暴风雨后一定会有
美丽的彩虹。 鸡只有啄壳才能生存，蝴
蝶只有破茧才能飞翔，我们只有努力才
能成功。 新年为我们冲刷掉过去的黑
暗，我要向着阳光和希望，以怒放的百
合花的姿态逐梦前行。 指导老师：廖升

衡阳市南岳完小六（8）班 刘金娴

新年向阳，逐梦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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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 我做过许多的
梦：渴望成为将军，驰骋天下；
渴望成为明星，万人瞩目；渴
望成为学者， 学贯中西……
但现在我最大的梦想就是爸
爸的梦想———新的一年我国
的贫困人口都能脱贫致富奔
小康。

爸爸是一名老师， 以前
我在学习上感到困惑时，随
时都可以请教爸爸。 可自从
爸爸参加扶贫工作以来，我
们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了，
交流的次数也屈指可数。 想
他的时候， 我总是一个人站
在阳台上，对着大山的方向，
观望夕阳、雁阵……

那大山深处是爸爸扶贫的地方，
那是一个叫广坪的小村子， 要翻过很
多个山头才能到达，全是盘山公路，从
山顶往下看双脚发软。 村子里人不多，
大多数都是老人和小孩， 他们生活条
件不太好，缺少照顾，需要爸爸去走访
慰问。

曾经，我对爸爸有过怨言，埋怨爸
爸不关心我们。 但去了爸爸工作的地
方后，我开始理解他了。 他要关心贫困
家庭的生活起居、 生产发展、 就医上
学，还要为村子修路、接自来水、装路
灯。 听爸爸说，村子要创办农业公司，
养鸡鸭羊鱼，还要种玉米、牧草……他
要忙的事情很多！

新的一年， 我希望爸爸所在的村
子一切顺利，鸡鸭成群、鱼满塘、羊满
山，所有贫困户都能脱贫致富。 我希望
村子里的孩子都能有新书包、新鞋子，
都能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读书、写字。

我更希望等我下次来广坪的时
候， 我能与这里的孩子一同讨论嫦娥
四号和玉兔二号， 一同畅想祖国的美
好未来！

指导老师：唐玉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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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新年伊始，新的起点，新的展望。 写一首诗，画一幅画，用一篇文章，回顾记忆中最深刻的过年韵事，
分享关于这个寒假的精彩计划，记录新征程的新梦想新愿望……

快过年了，本次“新年新梦”主题征稿活动也收到了全省各地中小学生的来稿。 让我们一同来翻阅他们的新年心
愿，在孩子们赤子之心的真挚温暖中迈向新年。

新梦新年

“快过年了，我的爸爸妈妈很快就
能回来了。 ”“妈妈说要我听老师和爷
爷的话，不然他们就不会回来。 ”“我爸
在元旦的时候就回来了， 你爸回来没
有？ ”“没有，大概过年就回来吧”……

期末考试刚结束， 同学们就七嘴
八舌的在教室里憧憬过年。 春节转眼
就到了，父母能回来过年，这大概是我
们所有留守儿童的愿望吧。

表弟也是一名留守儿童。寒假前夕
一个周末，听说他妈妈会回来，他吃过
午饭便早早地搬了板凳坐到了大门前，
静静地等待。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小伙
伴不时邀请他去做游戏， 他都无动于
衷。 天也慢慢地黑了下来，外婆多次劝
他进屋，他仍坐在门口，毫不动摇。

路口传来汽车的声音， 一辆白色

的小汽车缓缓驶进外婆的院子。 车门
一打开，刚露出一个人影，表弟就飞扑
上去，挂在他妈妈的脖子上，嘴里不停
地喊着：“妈妈！ 你真的回来了，我还以
为他们又骗我呢！我妈妈回来啦！我妈
妈回来啦！ ”

那夜，楼下传来表弟高兴的声音：
“妈妈我想和你睡” 。 不用想，他此刻
定满脸笑容，十分高兴。 星期一回到学
校， 表弟逮着他的同学就说：“我妈昨
天晚上回来了，我请你们吃糖。 ”

新年的团聚， 是我们留守儿童最
大的美梦。 长期的分离，父母的拥抱都
只在梦中出现过，相聚短暂，也弥足珍
贵。 看着表弟，我不禁暗自期盼，我的
父母今年会回来吗？

指导老师：汪梅华

新韵古诗

临江仙·吉日
宁远县实验小学五（10）班 李冠霖

迎 新
常德市武陵区丹洲乡太平小学 祁小娴

爆竹连声迎新岁，千街烟火如花。
天绕祥云福绕家。春联沾喜墨，剪纸映
窗纱。

白雪飞坠近冬假，满目新枝嫩芽。
正是英雄少年侠。我辈当勉益，明日起
中华。

指导老师：田耀娟

雪花纷纷扬扬，
伴着人们的欢声笑语;
侧耳倾听，
新年正在向我们靠近。
翘首以盼，
时光中姗姗走来一个亮晶晶的日子，
我们轻轻向他招手。

“迎新年，辞旧岁!”
快乐的孩子，
盛装的妇女，
激情的青年，
不论老小，
每一个人，
都喜气洋洋地奔走在大街上。

“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欢喜的鞭炮声迎面而来，

“新年快乐！ 团圆真好!”
新年的恭贺声四处环绕。

站在新年这一雪白的起跑线上，
向着新的未来，
迎着新的朝阳，
真诚地道一声：
新年好！

指导老师：徐丹

荟萃新光

新语童言

新的一年，充满着许许多多的美好
的期待与梦想，任重道远。 我希望自己
刻苦学习， 奋发图强， 在新的一年里
“更上一层楼”！ ———永兴县朝阳实验
小学三年级 88 班 许竣贤

在 2020 年， 我的新年愿望是希望
自己能够更勇敢 、更坚强 、更棒 ，家人

身体更好。 ———新宁县金石镇明德小
学五(1)班 李梦瑶

新的一年，我更愿意从点滴进步着
手 ，每天进步一点点 ，学习 、锻炼……
我的 2020 年必将充实而圆满，笃定前
行。 ———株洲市荷塘区明照中心小学
帅慧琳

热爱科学，勇于创新，硕果累累，是
我从小的梦想 。 过去一年我获得了
2019 年第 40 届湖南省青少年科技创
新大赛一等奖。 为了在 2020 年春暖花
开的时候再次实现我的科技创新梦，我
将一直在路上。 ———隆回县雨山完全
小学四年级 181 班 刘睿

期 盼
澧县官垸镇中学 易新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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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来了，鼠宝宝们踏着
轻轻的脚步来到了我们的身
边， 它用它那独特的祝福声

“吱吱吱”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每家每户都迫不及待迎接他
们的到来。

以前在书上看到过，新年
得有新气象。 我和爸爸妈妈一
起将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我
将手中的抹布当作玩具，一会
儿来到客厅， 一会儿来到厨
房，一会儿爬上窗户，开心极
了。 接着，我们开始贴对联，我
和妹妹拿着对联的两端，你追
我抢的，都争着当妈妈的小助
手。 全家齐心协力，家里多了
一份新年的味道。

新年需有新计划。 妈妈告诉我，新的
一年来临， 必须要给自己制定新的目标。
于是，我安静地坐在房间，回想着 2019 年
的自己，我不够勇敢，我不够谦虚，我没有
和同学和谐相处……新的一年，我一定要
做同学们的好伙伴，成为大家喜爱的有礼
貌的少年。

新的一年意味着全新的开始，全新的
自己。 我将以新的姿态来迎接每一天，为
着自己的目标努力，加油。 相信我一定能
在“鼠光”中成为更好的自己。

指导老师：吴樊

临武县十完小 1804班 何佳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