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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我的20202020

梦想
2020年是不平凡的一年，也让我对梦想有了重新的审视。
我有三个梦想，第一个梦想是长大能成为一名白衣天使。

每当我看见医护工作者帮助病人减轻痛苦时，我都梦想成为他
们当中的一员，这样，我就可以身着白衣，与病毒斗争，挽救生
命。

第二个梦想是成为一名辛勤的园丁。当一名老师，把我所
学的知识无私地传授给学生们。2020年，我亲爱的老师们开展
了“停课不停学”线上教学活动。他们多次通过视频交流分析、
思考酝酿，精心备课，引领我们走进了一场丰富、有趣的学习之
旅。这更加坚定了我想成为一名老师的理想。

第三个梦想是拿起手中的画笔，描绘美好的画卷。拥有高
超的绘画本领，就可以把祖国的雄伟壮丽绘在纸上，江河湖海，
争奇斗艳的花儿和栩栩如生的动物……把人间一切美好的事物
描绘得越发真实，才能让更多的人享受大自然的美，欣赏祖国壮
美的山河。

在过去的 2020年中，我的作文写得更多更顺了，我的数学
题做得更快更准了，我学会了用指南针分辨方向，还学会了更多
的英语单词……这一点一滴，都凝聚了我的努力与坚持，为了实
现我的梦想，我会在崭新的 2021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梦想像
一粒种子，播种在“心”的土壤里，尽管它很小，却可以生根开
花。“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有努力努力再努力，梦想终会
照进现实。

金水区文化路第二小学 张俪文
辅导老师 芦 艺

点评:小作者讲述了三个远大的梦想，行文优雅，思路清晰，
希望梦想的种子在小作者心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为梦想努
力，为自己喝彩。

时代的“守护者”
国是千万个家的集合，是无数个体的放大，没有国哪有家？

国家命运是个人梦想生长的土壤，就像过去的 2020年，我们经
历了太多难忘的事，新冠肺炎疫情、网课……

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白衣天使们逆向而行给病人治疗。
每天都会有大量的病人进入医院，可是他们从未抱怨过。在疫
情最严重时，仅仅用了十几天就建起了一座医院，那些在工地建
筑医院的工人，不仅是在和时间做斗争，还是在和生命赛跑，因
为他们知道，生命是最重要的。

记得有一则新闻，一位母亲在为自己的女儿做核酸检测，因
为戴着护具女儿没有认出她，便亲切地叫她阿姨，可是她也没办
法，因为她不能因为女儿耽误了别人的治疗，所以她忍着心里的
痛为女儿做完了核酸检测。有很多医护人员，因为要为病人治
疗而很长时间没有回家，只能在防护服上写上对家人的思念，对
孩子的思念，用手机视频通话来缓解对家的思念。他们都是我
们这个时代的特殊“守护者”。

俗话说得好：“有国才有家，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所以
我们中国少年要承担起建设中国的责任，为祖国的更好发展添
砖加瓦。

现在我们应该好好读书，将来为祖国添一份力，让祖国更加
繁荣富强，因为“少年强，则国强”！

金水区黄河路第三小学 张智音

点评：小作者真实地分享了自己的所见所感，使读者真切感
受到了我们之所以今天能如此安稳、幸福的生活，是因为我们的
身后有这么一群默默付出的“守护者”。

我想对您说

亲爱的白衣天使：
您好！
我是一名五年级的小学生，我真心敬佩你们。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 ，“戴口罩”的声音经常在耳

旁回响。而你们却变成了一位位战士，在病房里与病毒战斗。
你们冒着生命危险换来了无数病人的康复，换来了人民的生命，
换回了家庭的安心，换回了国家的安定。

有一次，一个患上新冠的病人被送到医院，你们看到后，二
话不说，立刻去推了一个床，滑轮发出“砰，砰，砰”的声音，仿佛
是在提醒你们动作要快一点儿。你们用担架轻轻地把病人抬起
来，因为紧张脸上冒出了冷汗。但你们顾不得迟疑，立刻把病人
送到手术室进行手术，一分一秒都不敢错过，消毒，开手术灯，把
病人抬到手术台上，就这样，一场抗击疫情的“战斗”开始了。你
们每天都重复着这样的工作，辛苦每天都环绕在你们身旁。每
当看见你们脸上的勒痕，看见你们的汗珠从额角流下，我不得不
敬佩你们。

但你们在照顾病人的同时，也要注意点儿自己的身体，多喝
热水，多吃蔬菜水果，保证自己的健康。

白衣天使，你们是我见过最勇敢的人，我会一直为你们加
油，你们辛苦了！

祝：
工作顺利

一个有医生梦的女孩

华中师范大学附属高新区荣邦城小学 苏媛媛
辅导老师 赵 倩

点评：小作者通过一封信的形式，将对医护工作者的敬佩和
感激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情真意切，令人动容。

织梦
空间

今天是开学第一天，回到了朝
思暮想的校园，感觉一切都是新鲜
的、熟悉的。雨水刚冲刷过大地，仿
佛给大地换上了新装，我们也换上
了新装——穿上我们的新校服。

新学期，新气象，而这个学期对于
我们来说，更是不寻常，因为这是我们
小学生涯的最后一个学期了。每次一
想到要离开生活了六年的校园，离开
陪伴我们六年的老师和同学们，就觉
得非常不舍。六年里，发生在这个校
园里的点点滴滴都让人难忘，共同经
历的成功与失败都是最珍贵的记忆。
而今年的开学第一天更是让我们记忆
深刻。你知道吗？李老师和刘老师给
我们每个人准备了开学红包，真是太
意外、太惊喜了。红包里装着我们可
以实现的愿望，有和老师合影、和老师
共进早餐、和校长握手拥抱、免写作业
或是自己选择座位等，不管抽到什么
样的红包，同学们都非常满意，脸上都
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一个个红包看似平常，却饱含了

老师对我们的用心。正如李老师说
的，要让我们活成别人羡慕的样子，
会玩会学，与众不同。其实在春晓，
我们时刻都能感受到这种幸福，这是
我们人生的财富，将会伴随我们一
生。

在这小学的最后一个学期，我们
都要坚持下去，带着老师们的祝福，
努力做一个追梦人，向着自己心中的
方向，去追逐前方的那道光。

加油吧，同学们，为了我们都有一
个美好的未来，光明的人生，愿我们以
梦为马，不负韶华！

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 刘炳辰
辅导老师 刘 军

点评：对六年级的小作者来说，开
学第一天是幸福的、美好的，也有些少
许的感伤，但一个小小的红包把这些
童年记忆都装了进去，温馨而又美好。

辞别了上学期，迎来了全新的下
学期，和过年一样，辞旧迎新总是一件
很高兴的事情。

想起上学期，心里就不好受，那惨
不忍睹的成绩、老师的眼神、父母的教
诲都铭刻在我的心里。度过了漫长的
寒假，终于回到了校园。新学期，新气
象，这学期，好好学习，让老师欣慰，让
自己开心，让父母放心。

既是新学期，就要有新的目标。
这学期我要提高成绩，提升课堂效率，
向课堂要质量，改变在老师心目中的
形象，争取所有机会。“不想当将军的
士兵不是好士兵”“是金子总要发光”，
在同学中充分展示自我，成为老师的
小助手，同学们的好榜样。

妈妈经常说，学习只是人生的一
部分，我还要增加道德修养，乐于助
人，多参加社会实践，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让生活更充实，更有意义。今后

我要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不浪费时间，浪费时间就是浪费

生命，把零零散散的时间用来阅读。
把多读书、读好书、好读书变成习惯，
只有多读书才能增长知识。还要多锻
炼，每天体育锻炼不少于 1小时，假期
欠的账，现在补回来。

目标再好，没有实际行动也不
行。“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
海”，我一定要用实际行动证明，我可
以！

河南省实验小学 陈锦天
辅导老师 潘志永

点评：新学期，新起点，新征程，我
们可以通过小作者的文字感受到满满
的信心与能量，让人心潮澎湃。

我的家乡郑州地处中原腹地，它
是一个年轻而又古老的城市。

走向繁华的市中心，远远看到雄
伟壮丽的二七纪念塔屹立在路口，它
是为纪念“二七大罢工”而建造的。我
站在二七塔旁边“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的展板下拍照留念，欣喜地为自己
能生活在这片美丽繁荣的中原大地上
而骄傲自豪。

中 原 儿 女 ，心 怀 家 国 ，淳 朴 热
情。“一方有难，八方支援。”2020年，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中，郑州
医护人员更是争先恐后立下军令状，
积极报名参加支援武汉。我们的援
助物资一箱一箱地搬到卡车上，每辆
车上挂着横幅，写着“武汉加油”。我
们的医护人员在武汉弘扬了“敬佑生
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
的职业精神。白衣天使为抗击疫情
不惜剪掉长发，穿上防护服，一站几
十个小时不眠不休。长期的劳累使
得他们的双手伤痕累累，经过无数个
日日夜夜的奋战，我们看到出院的人

数日渐增多，治疗方案日益精进，医护
人员疲惫的脸上逐渐露出微笑……看
到郑州医务人员凯旋归来的报道，我的
崇拜之心油然而生——他们是“最美逆
行者”！这就是最可爱的郑州人！我为
你们点赞，更要向你们学习！我爱我的
家乡郑州，我爱我的祖国。

我现在还是一名小学生，但我深
知，我们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我一
定会更加努力学习文化知识和科学技
术，长大后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让我
的家乡变得更加美丽，让我们的祖国
更加繁荣昌盛！

二七区长江东路小学 吴子墨
辅导老师 梁倩倩

点评：我们在小作者的笔下看到
了“家乡郑州”的责任与担当，看到了
中原儿女心怀家国的淳朴热情，一颗
赤子心灼灼其华。

新起点 新征程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爱之物。
琦君笔下故乡的桂花雨；冯骥才老爷
爷眼中胆小又可爱的珍珠鸟，我的心
爱之物则是妈妈送我的 11岁生日礼
物——滑板。

“哇！好漂亮啊！”当我第一次看
见那粉色的滑板时，情不自禁地大喊
起来。这个滑板上画了一个手捧鲜花
的小女孩，她优雅地站在滑板上，周围
是一些漂亮的小花，好像在冲着小女
孩笑呢！看着这么漂亮的滑板，我都
不舍得踩在上面了。

刚开始尝试玩滑板的时候，滑板
上的小女孩好像一点也不喜欢我这个
新主人，把我重重地“扔”到了地上。
一连摔了好几次，疼得我直跺脚，噘起
嘴来说：“哼！不学了，不学了！”我生
气地看着她，这时，她好像又语重心长
地对我说：“小主人，你要坚持。学任
何本领都是不容易的，但是坚持不懈

地练习，就一定能成功，你可千万不能
气馁呀。”是呀，我怎能轻易放弃呢，这
可不是我的风格。摔疼了怕什么，失败
是成功之母，我这是在积累经验呢，顿
时，我又重新找回了自信。一次次地跌
倒，又一次次地重新爬起来，经过一个
月的勤学苦练，我已经跟曾经羡慕的人
一样能自由滑行了！我还学会了拐弯、
翘板等高难度动作呢！

有一次，我和同学闹了矛盾，沮丧
地回到家，扔下书包，抱起我的滑板就
开始诉苦：“亲爱的朋友，我和同学闹
矛盾了，心情很不好，我该怎么办呀？”
她的小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好像在
说：“小主人，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
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
阔的是人的胸怀。人不能斤斤计较，
不论是谁对谁错，明天主动去找她和
好吧！”就这样，我挽回了一个朋友，留
住了一份友情。

每当我踩着滑板在小区广场上穿
梭时，都会想起来滑板跟我讲过的话：
失败是什么？没有什么，失败只是离
成功更近了一步。成功是什么？成功
就是走过了所有失败的路，只剩下一
条路，那便是成功的路……

管城回族区创新街小学 张馨雨
辅导老师 马题题

点评：小作者运用拟人的修辞手
法，通过和滑板的对话，向我们展示了
她在学习滑板过程中的成长与收获，
文笔流畅，充满童真童趣。

装在红包里的未来装在红包里的未来

“乒乒、乓乓”这样的声响从体育
馆内传出，定睛一看：一人身高五尺，
才高八斗，手执七寸球拍，脚着入云黄
金履，闪转腾挪，现出三面玲珑，力压
群雄，尽显八面威风。且道那人是谁，
正是乒乓小将，乐天。

在球桌对面的，赫然是一位老者，
但见：头戴遮云帽，脚着摘星履，保暖
棉衣身上穿，大刀球拍手中握，刚柔并
济，尽显老练手法，眼神机警，破绽一
眼看穿。

二人打得水深火热，正在打球的
人们也被吸引了过来，看那二人打得
如何，只见：猎猎旌旗似火，森森戈戟

如麻。阵分八卦摆长蛇，腿脚来往乱
交加。乾坤生杀气，成败属谁家？

就在这时，妈妈叫了一声：乐天，
回去吃饭啦！比赛登时结束。留下一
片唏嘘。

就在我们收拾东西准备回家时，
一个同学道：“唉，打乒乓球真没意思，
我想放鞭炮！”我听到后，走上前意味
深长地跟他说，“以往春节是可以放鞭
炮的，可为了我们能呼吸新鲜空气，还
是不放为好。而且，乒乒乓乓，难道不
比噼里啪啦悦耳许多么？况且，它还
可以强身健体，让我们这波后浪比前
浪更强壮！”

乒乒乓乓，这声音，能让我乐天小
将精神抖擞，快快乐乐。

郑州一八联合国际小学 王乐天

点评：“乒乒乓乓”的打球声远比
噼里啪啦的鞭炮声更耐人寻味，这里
面蕴含的精神力量将创造出无穷的社
会力量，向世人展示后浪更比前浪强。

我爱我的家乡——郑州
我的心爱之物——滑板

春节的“乒乒乓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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