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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生活

慈利县第一中学高一年级631班 于佳杨

梦想与坚持
——《牧羊少年的奇幻之旅》读后感

湖南师范大学2019级历史基地班 唐萃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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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市第四中学403班 王科雄

梦想，就是漫

漫长夜里的一盏

明灯，让我有了明

确的目标；梦想，

亦是十字路口的

一 个 路 标 ，为 我

“指点迷津”。梦

想，携我起航！

在我还是个

懵懂孩童时，我的

梦想就是成为一

个博览群书的大学者。幻想和梦

想的区别，就在于梦想要去付诸

行动。于是，每天清晨我会从床

上爬起，让自己全身心地进入诗

词，感受那“遮不住的青山隐隐，

流不断的绿水悠悠”。我的生活，

变得富有诗意。是的，诗意的生

活很清瘦。如水，柔弱恬淡却犹

见风骨。我想，是我的梦想，充实

了我的精神世界，让我能够有质

的改变吧。

我也曾徘徊过，我亦曾迷茫

过。要不要再坚持下去呢？尤其

是在隆冬，被窝里是“温暖如春”，

可被窝外呢？我的心里是多么地

抗拒起床呀！谁不想再在被窝里

躺一躺呢？梦想还很远呢……然

而，当我很快就要妥协，感觉昏昏

欲睡时，理智唤醒我：你怎么过一

天，就怎么过一生，未来其实并不

遥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

主人公保尔·柯察金就说过：“人

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

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

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如

果不坚持下来，梦想只会变成幻

想，然后化为泡影，也就只能碌碌

无为。于是，我把梦想转化成自

己向上的动力，投入到忙碌的学

习生活中。我想，也正是我的梦

想，让我的意志变得坚强，让我有

前进的动力！

梦想，有你真好！正是梦想

的力量，让我在求学之路上越战

越勇。我相信“长风破浪会有时，

直挂云帆济沧海”！

指导老师：唐玉芳

我有一个妹妹，名

叫杨晴好，小名乖乖。

我俩相差五岁。

以 前 ，我 很 讨 厌

她。因为她喜欢尖叫、

哭、打人和告状。有了

她，爸妈就把一半的精

力 、一 半 的 爱 都 给 了

她。我生气，我不服，我

烦躁，却又无可奈何，我

发现我改变不了这一

切。

直到有一天，我彻

底改变了我的看法。那

天，我和表姐聊天，表姐

说：“真羡慕你有个妹

妹，要是我也有个妹妹

该多好呀！”我非常疑惑，问：“你为

什么想要个妹妹呢？有个妹妹很烦

的呢！”表姐笑了笑说：“家里只有你

一人时，无论是玩玩具、休息或干其

他的事，都只能自己和自己玩，那多

没意思？再说了，你有个妹妹，世界

上就多了一个爱你的人，怎么会烦

呢？”我竟无言以对。

我回想起和妹妹共同度过的一

次快乐时光。那是一个晴天，爸爸

带我们到公园去玩，他给我们租了

一辆双人自行车，妹妹坐在我的背

后，好奇地东张西望，不停地问我这

是什么，那是什么。我一一告诉她，

这是秋千，那是滑滑梯。她突然让

我停下，独自跑到野草地上，摘下两

朵小花戴在我头上。我看着妹妹脸

上的笑容，感觉她似乎变了，又好像

没变。我坐在秋千上，看着她与别

人玩。我突然意识到，她的出现让

我身边变得热闹起来，仿佛总有个

鼻涕未擤干的小丫头跟在我的身

后。

那一天，我明白了，她，杨晴好，

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人之一——我

亲爱的妹妹。

指导老师：彭晓

刚看到这本书的时候，觉得它很薄，

名字也很普通，所以也就闲置了很久，直

到实在是在书柜里无书可翻时终于打开

了它，书中的放羊少年在开篇也与青年时

代的我们极为相似。与我们一般稚嫩，却

怀有一颗闯荡天涯的心；与我们一般无

知，对万事万物心存怀疑；与我们一样有

所坚持，但却不敢相信命运。书中有一段

话令我印象深刻：“天命是你一直期望去

做的事情，人一旦步入青年时期，就知道

什么是自己的天命了。在人生的这个阶

段，一切都那么明朗，就好像没有做不到

的事情。人们敢于梦想，期待完成他们一

生中喜欢做的一切事情。但是，随着时光

的流逝，一股神秘的力量开始企图证明，

根本不可能实现天命。”是的，每个人寻梦

的过程都以“新手的运气”开端，又总以

“对远征者的考验”收尾。

书中的男孩就是在宝藏的驱使下开

始了征程，从开始的顺风顺水：得到了撒

冷之王的指引，卖掉羊群获得了路费；到

后来他遇到了挑战：被骗走钱财，被迫落

脚他乡打工。这一路上他遇到了各式各

样的人，为了生存而放弃梦想的老板，苦

苦寻找炼金术的英国人，遇到了善良乐

观的女孩法蒂玛，遇到了真正会炼金术

却选择保护他人的旅人。这些人并非都

坚持了自己的梦想，他们的生活态度、世

界观互相矛盾却又互相支撑，书中并没

有以感情的色彩评判对错，恰如现实世

界中每个人的选择都有其不可悖的理

由。

书中还反复地诉说着，要我们相信

“当你全心全意想着什么的时候，整个宇

宙都会协调起来助你实现愿望”，要我们

在面对困境时告诫自己“在生命最重要

的时刻，我却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无

能为力，是最大的谎言”，让我们在追求

梦想的长途中相信“你的心到哪里，你的

宝藏就在哪里”，让我们知晓“夜色之浓，

莫过于黎明前的黑暗”。

这本书拥有着童话故事的叙述模

式，但在其看似极度天真乐观的语言中，

却揭示了生活中最为现实的人生图景：

是安于现状还是踏出舒适区，是中途放

弃还是咬牙坚持，不幸与幸运谁才是最

好的老师……这一系列的疑问与答案，

都是寻梦路上最为永恒的主题。书中坚

持的人生观，适用于每一个负重前行的

人，其中最为纯粹的乐观，乍看是未经疾

苦的稚言，实则是千帆过尽后的真谛。

它是一场人生经历的剪影，是迷茫

与犹豫中的救赎。心之所向，素履以往；

生如逆旅，一苇以航。

雨是我的邻居。

自古以来，写雨的诗句颇多。“天

街小雨润如酥”，对于昌黎先生，雨是

优美的；“好雨知时节”，对于诗圣杜

甫，雨是美丽的、无私的；“帘外雨潺

潺”，对于李后主，雨中是绵长的愁绪。

而于我，雨总是那样温柔、充满活力。

雨，是我玩耍的伙伴。我爱在下雨

的街上，看雨点在伞尖、屋檐、积水中舞

蹈，听雨擦过树枝、划过墙壁，再落到地

面。我转动伞柄，让雨珠从伞面飞出

去，我就在伞下和它们嬉戏，感受它们

的清凉。

雨声总能安抚人心。那次考试，我

考砸了——不是语文，不是英语，偏偏

是我最擅长的数学。走在回家的路上，

双腿沉甸甸的。回到家，自然少不了一

顿批评。我趴在窗前，看小雨淅淅沥沥

地下，豆大的泪珠从我脸颊边滚落。“哗

哗……”“沙沙……”“嗒嗒……”雨在唱

歌！无数雨点从我眼前飞过，它们笑

着，叫着，仿佛在说：“我在下降！”“我在

跳舞！”“我在天上飞！”听着雨的欢笑，

我似乎获得了力量。我站起来，开始仔

细分析错题的原因。

雨总是这样，活泼、乐观，还能给别

人以温暖。我喜欢这个邻居。

炎热的午后，发白的太阳，干涸的土

地，深山坳中只听到树上的知了在欢叫。

一处破败的土砖房内，坐着愁眉相对

的父子俩。父亲邓平（化名）是景龙桥太

平村的一位农民，身患肝病，蜡黄的面色，

瘦弱的身躯，捏着一纸通知书如烫手山芋

一般颠来倒去。细细看，那是县一中的录

取通知书。

“华儿，你确实是争气，考上了一中，

可是，到县城读书，这，这费用……”父亲

将未说完的话吞在了口中！儿子邓华（化

名）的头垂得更低了。是啊，自从父亲生

病以来，家境每况愈下，面对一贫如洗的

家，母亲离异出走，与父亲相依为命的邓

华深深地懂得，想去一中读书比登天还

难！可自己那么努力考取

的一中，怎能不令人向往

与不舍？邓华扭头望向窗

外欢叫的知了，强忍眼中

苦涩的泪水！

一时间，父子俩相对无语，愁云惨淡！

“邓华，邓华，你在家吗？”

屋外山路上传来熟悉的呼喊声，邓

华一看，是学校的陈校长和班主任，他赶

紧出门迎接。班主任一猫腰跨进房间，

眼神在父子俩脸上扫过，快人快语地说：

“你们俩怎么愁眉苦脸？”父亲邓平嘴唇

蠕动了半天还没吐出一个字，只是重重

地发出一声叹息，摇了摇脑袋，哑着嗓音

说：“还不是为了伢儿上学的事发愁，别

人家孩子考起了一中是欢喜，我儿考起

了一中，连个读书的费用都凑不齐，这是

我做父亲的无能，唉……”班主任与陈校

长听完邓平的肺腑之言，两人会心地点

了点头。

陈校长语重心长地说：“老邓，不用

愁、不用忧，邓华上学有办法！现在国家

政策好，上高中有国家助学金，特别困难

的学生可以申请补助，学校还利用助学日

为困难学生争取社会资助，有国家助学政

策保驾护航，只要孩子勤奋学习，邓华读

书的费用不用那么愁。”

听罢这席话，邓平扭成川字的眉头慢

慢舒展开来，老实憨厚的他只会反复地说

着：“谢谢！谢谢！”随后，陈校长拿出助学

金，邓华颤抖着双手接过，紧紧地捏在手

中，眼中的泪终是没忍住，痛快地流了下

来，渗进口中竟有那么一丝甘甜！

山林中一阵风吹过，枝叶晃动间急雨

铺天而降，下起了太阳雨，滋润着这干涸

的土地，真是久旱遇甘霖！在雨幕之后一

弯美丽的彩虹挂在天际，邓华望着这夏日

美景，畅想着自己未来的生活也似美景般

美好！

指导老师：张健全

泪水中的甘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