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尊敬的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愿我

的梦想，开满一树金黄》。
都说，一个人可以非常清贫、困顿、低微，

但是不可以没有梦想！没错，梦想，是雄鹰接
受严峻的考验，翱翔蓝天；是彩虹经受风雨的
洗礼，变得绚丽；是昙花承受长久寂寞，绽放
光彩！而我的梦想，是普通而又高尚的职业：
心理学家。

小时候的我，不善于与人交往，无法走进
同龄人的内心，常常被孤立一旁。数不尽的
伶仃长夜，独自一人躲在被窝深思。可是，年
幼而纯真的心灵，懵懂与无知交替，终究是不
能走出一个人的阴霾！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了解到心理学。这
个吸引着我，让我靠近人们心灵深处喜与乐
的专业，让我很兴奋。

我记得，那段时间，我如初生的太阳，为
自己的所想，散发着无尽的蓬勃朝气。我畅
游在心理学为我带来欢乐的幻想中。但我却
忘了，我并不能安然实现想我所想。一个对
于理科如同雏形的我，拿什么理由说梦想？

于是，我把它悄悄地烙在了心里。可，慢
慢的烙印越来越浅，浅到，如黑暗中的影子一
般。既然我对于心理学的想法越来越淡，那
么又是如何重燃希望的呢？因为我中途转
学，交到两个好朋友。她们给我说，“一个人
至少拥有一个梦想，有一个理由去坚强。心
若没有栖息的地方，到哪里都是在流浪。”是
啊！心没有了栖息的地方，在哪里都是流

浪！我不想流浪，我想有一颗坚强的心，追逐
梦想！

在坚持梦想的过程中，我也曾一次次动
摇过，可是，著名主持人撒贝宁，小时候就梦
想有一天，他能站在国际化的大舞台当一名
主持人，尽管家中经济不支持，但经过不懈努
力，最终如愿以偿；流行歌手周杰伦，在当初
应聘时因为唱歌吐字不清，而处处碰壁，但是
金子总会发光，后来的他，不也是发光发彩
吗？

谁的梦想不艰辛？让我们用那唯一的坚
持信念去支撑那平凡朴实的梦想！从现在
起，我要重新站起，高举我梦想成为心理学家
的旗帜，让它飘扬于心灵的高空！

在我梦想实现的那一天，我希望这不只
是养活自己的工具，我更希望帮助那些像我
一样自卑落寞的孩子，有一个阳光的童年；希
望帮助抑郁甚至厌世的成年人，有一个平静
的人生；也希望能帮助警察将恶人绳之以法，
还社会一个祥和的环境。

同学们，我不知道你们曾经是否将梦想
藏匿心中？现在，就是大家重新举起梦想火
炬的时候！

都说人因梦想而伟大，人生因拼搏而精
彩！让我们的人生，因梦想、努力而像锦绣海
棠，开满一树金黄！

谢谢大家！

指导老师点评：思路清晰，情绪饱满，视
野开阔。

愿我的梦想，开满一树金黄
重庆复旦中学初2020级10班 李燕函 指导老师：李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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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学习，关注成长，投稿上游作文，每周六、周日《重庆晨报》中、小

学作文版如期与你相会，期待更多的中小学生来此展示才华，书写成长，
分享快乐。

作文版主持人：

叶子姐姐
（资深教育记者）
叶子姐姐微信号：cqcb99
作文问题咨询电话：63907519
有声作文朗读投稿：
2683093443@qq.com

（1）手机下载上游新闻APP客户端，点击主页
下方“活动”，滑动找到“作文”。

（2）将电子版的作文稿复制，点击“上传作文”
完成提交。请注意填写作者、学校、班级、指导老
师、老师点评等信息。

（3）中小学生在上游新闻投稿请在“作文”栏
目右上角选择“个人中心”填写“个人用户信息”
相关资料，然后按“中学”“小学”分类投稿。

（4）我们将为见报的小作者制作一张“作文
之星”电子海报，请将你们的正面清晰肖像照上
传至2683093443@qq.com。

（5）我们将在每周六小学生作文版开通“有
声作文”，每周四晚将优秀作文朗读篇目公布在
cqcb99微信群，欢迎小朗读者报名。

上游新闻作文投稿说明

快来上游

投作文
品好文

投稿和欣赏更多作文，请扫描
二维码下载上游新闻，点击“活动”
进入“作文”专题

尊敬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我很荣幸能在此和大家分享“我

的梦想”。
记得美国一名成功人士阿波普罗科特曾

说过，“不要向世界认输，因为你还有牛逼的梦
想。”

五年级的那个暑假，我去北京参加“为学
杯”全国作文大赛。一番风吹日晒，长途奔波，
我终于见到了清华大学的英姿。其实，也就只
是一瞬间的感觉，乍见若梦：红瓦灰墙，清新文
雅，高端大气上档次。来来往往的人都像自带
光环的大神一样，可望而不可即。于是呢，我
就踏上了梦想这条不归路。真好，我也是个清
华追梦者了勒。

很烂的剧情吧？其实我也不知道，追梦的
路该怎么走。作为生活中不专业的演员，我也
有过不想演下去的不耐烦，但同是寒窗苦读，
怎能甘拜下风？这乾坤还未定，谁知我非明日
黑马？

只是一直坚信着，星光不问捕星人，时光
不负有心人！或许，追梦的人，哭着，哭着，就习
惯了；漫长的夜，熬着，熬着，就天亮了；遥远的
梦，追着，追着，就靠近了。即使只是靠近也好。

遥遥水木清华，莘莘学子梦想。我坚持着
自己的执念，乍见觉欢，久思仍怦然。

实践越久，越努力坚持，每每最后触礁的
烈度就越大。每当残酷的现实摆在眼前，那种

淡漠的惆怅又将涌上心头，吞没我梦想的曙
色，留下一片黯然的黄昏，毫不夸张地说，遇到
打击时，我常常郁闷到把天上神仙问候个遍。
然后睡一觉，继续负重前行。

有时感觉，卑微的自己在梦想面前如此蹩
脚甚至可笑，试问自己多年苦读无济于事该怎
么办。但每每这时，那座修缮精美的校园又会
闪现眼前：澄清的天透蓝，带着暖的太阳斜照
在树梢头，耀眼吸睛。

我的清华梦，似叹息般渺茫，似春光般明
媚，却又似星辰般遥不可及。

书山修道亦艰辛，斩刺披荆满征程。这个
世界哪有什么岁月静好，超然物外！在梦想面
前，我必须寒窗苦读十余年，为自己拼搏出一
条光明的大道，豪赌出一段惊艳的奇遇！我不
想在白发苍苍的年纪，来后悔，后悔我在最生
猛的年纪，做了最慵懒的一片云。

我也清清楚楚地知道，那星光下的追光者
才不是只有我，还有在座的各位，还有此时万
家灯火下的奋斗者。从清晨到日暮，从山林到
日暮，只要最后，有所得即可。所以，让我们满
怀希望，全力以赴吧！

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指导老师点评：小小年纪，大大梦想。本
文由树立梦想说起，写自己如何执著于自己的

“清华梦”。演讲的思路清晰，给人鼓舞。

遥遥清华梦
重庆复旦中学初2020级9班 陈满乐 指导老师：李冬梅

正午。走在大街上，一轮太阳，一个我。
我喜欢这种感觉，这种滋味，似乎找寻着

生命轨迹。然而，大千世界错综复杂。浪漫
的小孩，蓬勃的青年，稳重的成年人，蹒跚的
老人。永远不会明白——包括我自己。

即使是这样，我仍然加入了他们的行
列。走在大街上，一轮太阳，一个我。

这时，来了一位卖冰棒的老大娘，她瘦瘦
矮矮的，小手小脚，与顾客交流时，脸上总挂
满慈祥的微笑。我走过去并对她说：

“我要……”
“给你，一根冰棒。”她打断了我的话，十

分自信地说到。并把冰棒递给我，还问我：
“小朋友你一个人踢球不寂寞吗？”

我接过她手中冰棒，递上钱，不作回答。
“你还年轻，别把自己禁锢于迷宫里啊！

一辈子很容易就过去了，要在该开花的时侯，努
力绽放，善于融入这个大千世界，竞相争艳。就
如你手中的冰棒，如果它不完成自己的使命，终
究还是会化成泪珠消失的。”老大娘言味深长地
说。此时，老大娘似乎一下变成了一位哲学家，
向我宣扬起了她的人生哲学。

走在大街上，一轮太阳，一个我。此时，
脑海里就像放电影一样，反反复复浮现着刚
才的情景。

一阵风吹过，把我唤醒。继续走在大街

上，一轮太阳，一个我。
这时，传来一个声音：“大哥哥，我要我的

球。”一个太阳一样，明亮的声音，幼稚的脸
蛋，嵌着两江打破静谧的清泉。

“给你”，我拾起脚旁的球，半蹲着和那位
陌生女孩说话。

“谢谢大哥哥”，小女孩扬起樱桃似的小
嘴。

“不用”。久违的笑容，此时在我脸上荡
漾着，我知道上帝派天使来看我了。

抹干眼泪，走在大街上，一轮太阳，一个
我。

洗濯后的眼睛，觉得那天蓝得澄明宁静，
那云白得奔逸舒卷。一股金庸笔下的缥缈，
味儿油然而生。

我相信，被赋予生命的东西都有思想，它
深藏在眼睛触及不到的地方。

含着这个味儿，走在大街上，一轮太阳，
一个我。

我不敢紧闭嘴唇，因为我怕紧张的热量
将它融化，又怕张开下巴，自由的它会飞去无
忧无虑，无牵无挂的地方。我微闲嘴唇，轻轻
的，柔柔的，心灵的净土，又一次被它冲刷，赶
走迷惑，撩开迷失，走出迷离。

傍晚，走在大街上，一轮太阳，一个我，还
有一种洁白的味。

走在大街上，一轮太阳，一个我
重庆字水中学（东区）初一18班 蔡沂呈

一直以来，总以为母亲只懂得柴米油盐、
细细碎碎。

可是在这个宁静的清晨，我无意中邂逅了
母亲在书房里画画的一幕，令我惊讶万分。

之前只听说母亲学过画画，没想到今天碰
巧看见。

她穿得非常朴素——一身浅绿的连衣裙，
上面点缀着斑斑浅黄，微光洒在那席长裙上，
看上去更添了几分梦幻。她今天没有扎头发，
却也并不凌乱，一根系在左手上的红绳格外显
眼，晨光中的她也格外温暖。

窗前斜放着一支蓝玫瑰，看上去十分精
致，让人怀疑它是假花，看来这就是母亲描摹
的对象了。她已经完成了玫瑰的枝干，就差那
几片花瓣了。

此时的她那么认真，那么有魅力。双眼炯炯
有神，美丽的眼睛跟着画笔在纸上舞动着，舞动
着，似乎那厚重的眼袋也丝毫没有冲淡那双眼睛
的神韵，轮廓分明的嘴角很自然地轻轻上扬，那随
意搭在额前的几缕头发在晨风中潇洒地飞舞。

这时，她觉察到了在一旁发呆的我，就招
手示意我坐下，“来！”她将调满蓝色的画盘递
给我，我笨拙地蘸上颜色，小心翼翼地在画好
的枝干旁胡画着。我尴尬极了，急忙把工具递
回给母亲，心想这幅画肯定要不了了。

谁知，母亲只微微一笑，重新拿起笔在纸
上迅速点染起来。只见她微微抬起下巴，目视
前方，左手稳稳地托着画盘，右手随意地握着
画笔在画面上肆意挥洒，一笔一画，时深时浅。

此刻，那美丽的眼睛更加明亮，那轻柔的
嘴角更加笑意如春。那手腕上的一串红绳，如
同跃动的火苗，尽情升腾，在蓝色的天地中演
绎着冰与火的赞歌。

明明只用一种颜色，却被母亲画出了深浅
不一的效果。那支笔似乎有特殊的魔力，先前
的瑕疵早被掩盖在了那巧妙的一挫一顿之中。

我看得入了迷，仿佛那就是世间最好的手
笔，是胜过梵高、毕加索的独一存在。

终于，画成了，母亲微微地点着头，嘴角露
出满意的笑容。

窗外，流云缓慢地变幻着，时间似乎也悄
悄地慢下来了。

窗旁，母亲描下的那抹蓝，母亲脸上那迷
人的微笑，像一盒五彩的颜料，悠悠地浸濡了
我的心房。

在那抹耀眼的蓝色里，我看到了母亲的才
情，看到了母亲的闲适，更看到了母亲笔下的
诗意向往。

用心铭记，那明媚的早晨。
值得珍藏，母亲笔下的那一抹蓝。

邂逅母亲笔下的那一抹蓝
鲁能巴蜀中学初2020届32班 何志霖

三姨喜爱养花，在她的阳台、窗台，全都是
花，每次去三姨家，我都像个跟屁虫一样跟在
三姨身后，看她怎么侍弄花。看着那一盆盆五
彩缤纷的花草，真想自己也养几盆……

假期时，我带着那股好奇和冲动厚着脸皮
向三姨要来了几盆花草，也尝试着养起花来
……

由于家里有了几盆花草，我原本“平静”的
生活便彻底被打乱了。早晨，一爬起来就要来
到花草前，把它们端到阳台上，让它们呼吸一
下清新的空气；中午强烈的阳光烤着大地，我
又要忙着把花草搬回屋里；傍晚，等太阳快下
山时，我又要把花草都搬到阳台上，给它们松
松松土，浇浇水……如此往复。

一晃十几天就过去了，一天早晨，我来到
花草前浇水，突然我发现其中一盆秋海棠花的

花枝上冒出了一个个花苞，那花苞红红的，绒
绒的，好像一颗玲珑的红宝石。

秋海棠马上就要开花了！我恨不得马上
见到它开花，便一天到晚围在秋海棠花旁边，
一天浇五六次水。一天又一天，花苞还是那个
样子，反而叶子还变黄了，一点都没有体会到
我的那种急切的心情。爸爸妈妈好像看透了
我的心思：“宝贝，开花需要一个过程，它不是
一蹴而就的，我们不管做什么事都要有耐心，
才几天时间，花苞哪能这么快就开放呢？”

爸爸妈妈用正确的方法引导我，就在我看
到花苞的第三天早上，花苞慢慢绽放开来，虽
然很小，但那种娇嫩、妩媚、芬芳，多么让人兴
奋啊！

一次养花的尝试，让我感到一种幸福和成
功的自豪感！

成功的感觉
重庆市第66中学初一1班 万馨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