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滴清水，可以折射太阳的夺目光辉；一本好

书，可以净化一个人的美好心灵。受父母影响，我

从小喜爱读书。因为读书，我的课余时间几乎都用

来看书，和书成为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暑假里，我看了一整个系列的胡小闹日记。当

我郑重地翻过最后一页，读完《我的心中有梦想》，

我情不自禁地融入了那故事情景之中。有一名淘

气的少年，他叫胡小闹，他虽然顽皮、淘气，当他受

到偶像的感召，想去世界顶级哈佛大学深造，并在

升旗仪式上信誓旦旦地把“上哈佛”的梦想喊了出

来。可是呢这个梦想对他来说太遥远了，就像树尖

上的桃子，无论他怎么努力跳，都够不着。面对同

学的嘲笑，老师的批评，胡小闹却一直坚持着这个

理想。

我十分确定，我妈妈肯定没有读过这本书，否

则她一定不会放过这样一个和我谈谈的机会的。

只是这一次，妈妈，我想我可以主动和你探讨。首

先，我很惭愧，要对爸爸妈妈说声，感谢你们，你们

为了我，辛苦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先讲讲我亲

身经历的一件事。一直以来，我都在学习打乒乓

球，教练先教我们基本功，颠乒乓球。教练一出手，

一次竟然能颠几百个，我羡慕极了，也兴冲冲颠了

起来。奇怪的是，那球一到我手上就不听使唤了，

最多也就十个左右。经过几次尝试，我就嫌弃累，

便跑去捣蛋或者和同学玩耍起来。以至于学了一

个学期，进步也不明显。妈妈向教练仔细打听，还

跑来实地观察，回家笑着对我说：“小陈，你这样是

不会进步的。你总认为自己不能够做到，你自然不

会认真地颠球，不如定好一个目标试试。”我按照

妈妈的说法做，一心只争取一次性颠 20 个，达成

目标后，慢慢增加数字。很多个几十次后，我颠球

的技术竟能够和教练不相上下，还学到了更多其

他的打乒乓技巧。我知道了，妈妈，这是你在教育

我：有没有梦想是我自己决定的，梦想是否实现也

是我自己决定的，我的努力会使我的目标越来越

近，否则只会渐行渐远。

上学期四年级期末考试，我的数学成绩考得

很差。我下定决心，下一次一定要有进步才行。刚

开始几天我信心满满，以积极的态度应对，不会做

的题目努力去想，再不行主动向老师请教。可是每

周两个小时的学习时间，每次都有题目不会，结束

回到家还有额外练习题，内心的烦躁淹没了我的

信心，让人难以坚持。可是一想到到自己糟糕的数

学成绩，我只能硬着头皮跟上，要不然怎么成长为

一名全方面优秀的学生呢？我必须坚持下去！我要

像胡小闹一样，坚持自己的理想。我一直努力学习

数学，克服一道又一道难题！这会使我离梦想越来

越近！

我知道，越努力越幸运，虽然开始时是梦想，

但只要不停地努力去做，不轻易放弃，我坚信梦想

一定成真。谢谢胡小闹《我的心中有梦想》的陪伴，

也谢谢爸爸妈妈一直以来的操劳和陪伴。走在梦

想的路上，加油！

走在梦想的路上
———读《我的心中有梦想》有感

绎
於潜一小
五（2）班
陈一

指导老师
陈梦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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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卢卢塞尔高中，是一所优秀的高中。这种优秀不

在于行政部门的认可，也不在于学校是否能够培养出三

位总统，而是多年积累下来的一种民间的口碑！正如学

校校长所说的，他在这所学校当了 15 年的老师，现在

当了 10 年校长，对学校的角角落落都很熟悉，所以，

认为这所学校是很好的！因此，这种优秀，应该体现在

四个方面：

一是历史底蕴。这是一所百年老校，成立于 1874

年，早期是一所私立学校，主要培养船员、船长、商人

等，男生为主。学校报告厅两侧悬挂着一战二战时期牺

牲的校友的名字，显示着学校厚重的历史积淀，而这种

积淀，在不同的时期激励者办学者，不断前进！或许，

145年的办学历史，正是表明其优秀的最好印证。

二是一位校长。有走廊的转角处，悬挂着历任校长

的画像，是画像，不是照片！你猜有几位？五位，只有

五位，减去现任校长的十年，这五位已故校长平均在位

27 年！这样算来，现在的校长至少还应该担任 17 年，

才比配得上五位老校长的成就！这位校长自豪地说，第

五位校长边上的空白处是自己的！一所好的学校，自然

离不开一位好的校长，一位好的校长自然对自己所热爱

的学校第一个角落都很熟悉！芬兰学校办学的高度自主

权某种意义为诞生长校长龄 （是指在一所学校担任校长

的年龄） 的校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这样的校长，才有

故事！

三是学术氛围。学校氛围有众多形态，称得优秀上

不外乎“学术氛围”。这是一种研究状态的氛围，体现

了教师以研究为核心的高素质，且具有创新力和可持续

发展力。这样的一种学术氛围，吻合了芬兰教育的基本

理念：尽可能为学生提供优质的教育，或者说是良好的

教育。这种优质，体现在学生面对未知生活环境的适应

能力上。正因为如此，无论学校所处的环境如何变化，

学校发展岿然不动。

四是升学率高。升学率高，已是水到渠成之势。在

芬兰，提及教育，说到升学率似乎不太相称。但，还是

要提及，主要是校长提到了这一要素，虽然，官方没有

评价，但芬兰教育界对 PISA 所带来的影响力还是很受

用的，这就无法回避校长与教师心中还是有一点一点因

比较而带来的自豪感。同样，进入学术性大学的比率，

就是一个显性指标，并且是按时进入学术性大学。当

然，这一种小小得意，已被芬兰教育高水平的教育均衡

所覆盖！

芬兰教育的优秀，在于绝对评价的主导地位。芬兰

教育给每一位学习者制定了一个终点，或者说是学校学

习的终点，至于如何到达、何时到达这一终点，那就是

学生自己的事情了，当然，在到达学习终点的过程中，

学校教师会尽可能的为学生服务，但这路，一定是学生

走的！

初识芬兰学校教育（下）

优秀高中的标准
□ 锦城一中校长 詹生华

教 育 视 窗

初冬柔和的光影碎碎地照映在《我

的心中有梦想》几页打着腊光的纸上。我

时刻抚摸着书的边角，因为这里的每一

刻都令我心生震撼，令我的情绪随文章

的情节而波动。

书中的一切都与梦想有关，为梦而

喜悦，为梦而困惑，为梦而温暖，为梦而

伤怀。在胡小闹的世界里，装了两样重要

的东西———梦想和坚持，他一件件追梦

的故事不禁勾起了那烟雨中碧波青蓝的

美好记忆……

踏进这湖蓝色的烟雨，在这雨季，你

为我打破了冬的残梦。春风拂过蔚蓝色

的湖面，荡漾起微微涟漪，和风携着朵朵

细浪轻盈的跃到湖面上。又过了几时，顷

刻间，一阵悠扬悦耳的歌声降临到了这

道青蓝色的回忆中……寻声眺望，看到

被青雾朦胧着的山半腰，站在覆盖青色

石板上的一位身着粉色摆裙的女孩———

人群中，一眼便能分辨出她与常人有所

不同。身旁的听众，众星拱月般的将她包

围，无不惊叹她的舞步是如此协调与柔

美。过了几分钟，又几个孩子，摇着带褶

皱的摆裙，飘飘欲仙而来。在蓝的恬静的

湖水中一起戏水，一同欢笑。那位身着粉

色摆裙的孩子望过来，那双冰色眼眸本

应如同洗涤过的湛蓝明亮，但现在已被

童真涣散成樱花粉。她每一个舞步，都是

她追梦的脚步。绿色的烟雨映照着她红

润的面庞，夸耀着一个蓬勃的生命。晚风

轻拂，飘动着她的头发也飘动着她的衣

裳，她轻盈地漫步在花径间，好像踏着无

声的旋律在舞蹈！

雨，淡然落下，空气的每一个粒子都

浸透了清新。她朝我一笑，那个纯真的笑

容，在我心头跳跃着、流动着。渺小如花

草，当其默默钻出地面绽开生命的那一

刻，却灿烂得令人炫目。

我缓缓地收回惊讶的目光，轻声靠

近那片被渲染过的湖水。四周笼罩着热

闹的气氛，眼眶中冉起的氤氲，渐渐流淌

下来，淌过了我风衣的衣角。我想伸手抚

平褶皱，却怎么都抚不平。

独坐在春风里，书与忆的羽翼笼罩

着我，追梦的胡小闹与烟雨中那个特别

的女孩，他们都努力地追寻着自己的梦

想，哪怕这个梦想对他们来说有些遥远，

就像树尖上的桃子，无论他们怎么样努

力地跳啊跳，都够不到。而我的梦想或多

或少，或大或小，它也应是笃诚而又持之

以恒的！我沉浸在悠扬的文字中，又见轻

雾遮住天空，微风吹拂青蓝色的流苏，惠

风和畅。树影婆娑，就让梦想淡洒在那一

个瞬间……

倘若梦想淡洒在那一个瞬间
———读《我的心中有梦想》有感

绎
城南小学
六（4）班
俞姝萌

绎
城南小学
五（1）班
楼郑语涵

指导老师
吴芳芳

屋外，烟雨蒙蒙，雨滴在地上跳着，发出了欢快的

嗒嗒声；屋内，热闲非凡，为了让爷爷奶奶和爸爸妈妈

们记住垃圾分类，我特别“采访”了我们三代人，以证

明垃圾分类的重要性。

奶奶首先发言，“我觉得这样完全没必要！我活了

快六十岁了，从没垃圾分类过，不还是好好的吗？”奶

奶说着，声音渐渐大了起来，脸也有点微红，一副不屑

一顾的样子。还讽剩我:“你这个小孩子呀，就搞些没

用的东西！也不知道帮你妈做做家务!”

妈妈听了奶奶的话，不太高兴：“妈，现在社会和

学校都在提倡垃圾分类，这是国家规定，我们是应该

大力支持。为此，我还准备了两种垃圾袋，分别可回收

和不可回收的。我们做大人的也该给孩子们做做榜样

呀！您也要与时俱进，迎接新事物呀。”奶奶听了妈妈

的话，才勉强答应垃圾分类的事。

此时，一直在旁边听着的我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妈妈,奶奶,垃圾分类是切切实实对社会有好处的，

第一，它能够有效减少垃圾占地面积；第二，能减少污

染，如废电池、灯管、油漆等，如果乱丢都会对环境造

成污染，如果分类放，就能够有效地减少污染。第三还

可以变废为宝！如用过的易拉罐，可以把它改装成小

花盆，用来种花呢。还可以把它放到可回收物桶里，经

过专业工厂处理，还可以制做新的罐子呢。像用过的

纸盒，可以把它打开，洗净、晒干，就可以把它当画板

了呀。画上画之后又美观又有用！”

妈妈和奶奶听了，连连称是，奶奶还笑咪咪地竖

起了大拇指夸道:“原来我的好孙女懂得这么多啊！我

这个老太婆以后可也要向你学习学习呀。”语罢，我们

一家人都笑了起来，整个家庭都沉浸在了欢乐的气氛

之中。

怎么样，你听了我们三代人的垃圾分类谈话，有

什么感想呢？来吧，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垃圾分类，资源

利用，今天分一分，明天美十分！我们大家一起来积极

参与垃圾分类，创优美社区环境吧！

三代人谈垃圾分类

我爱阅读

垃圾分类 从我做起

深夜，一阵激烈的争论声将我

惊醒，隐隐约约还伴随着抽泣。是

谁在哭诉？怎么回事？我蹑手蹑脚

地循声而去，只见客厅里：各种垃

圾都从桶里跑了出来，三五成群地

坐在地上，有的相互依偎着，有的

小声抽泣着，还有的锤头顿足，愤

愤不平，更多的是围在垃圾桶边

上，正向他们的妈妈———“垃圾桶”

哭诉着不满和自己的委屈。

柚子皮拉着苹果核跳到茶几

上，气愤地对大家说：“各位，我们

是厨余垃圾，加上厨房的剩菜剩

饭，我们都占了垃圾总量的 1/3

了，可我们的主人，不管三七二十

一，随手一扔，唉……”

苹果核马上附和道：“要知道，

我们厨余垃圾可是能够自然分解

的，腐熟后可以堆肥，可以给植物

带来营养，使土壤肥沃，使植物生

长得更加茂盛。”

“说到价值，我们回收垃圾价

值也不低呀，还有利于保护环境

呢!”易拉罐也站出来说，“就拿我们

金属来说吧，每回收 1 吨废钢铁可

炼好钢 0.9 吨。”

“我们塑料能够多次熔化成

形，回收我们一吨塑料瓶饮料，可

获得 0.7 吨二级原料，还能够减少

环境污染。”塑料瓶也迫不及待了。

“是啊是啊，回收我们 1 吨废

纸可造好纸 850 公斤，节省木材

300 公斤，比等量生产减少污染

74％。”数学草稿纸委屈地嚷开了：

“可是，大家看看，我这一身的菜

汤，哪里还有用武之地啊？”瞧，它

全身饭菜粒，看上去有点可笑，小

主人，你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家人太随意了，太没有环

保意识了！”餐巾纸声援道。

伴随着这一句句抱怨，边上愤

愤不平的垃圾更多了。

这时，一节 5 号电池扭着身子

挤开大家，走出来说：“大家好，我

是有害垃圾———电池，今天我也有

话要说！一节一号电池烂在地里，

能使 1 平方米面积上的主浆失去

利用价值；一粒领书电池可使 600

吨水无法饮用，相当于一个人一生

的饮水量。对自然环境成胁最大的

五种物质，电池里就包含了三种：

汞、铅、镉。如果将我们废旧电池混

入生活垃圾一起填埋，渗出的汞及

重金属物质就会浸入土壤，污染地

下水，其实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些

有害物质通过食物链最终威胁到

还是他们人类自己的健康呀！”电

池说完，锤着胸口，长叹了一声，坐

到了地上。

霎时，边上的垃圾们又陷入了

沉默……

听了垃圾们的话，躲在门边的

我羞愧万分，是啊，垃圾是放错了

位置的资源，明天可得让爸妈再多

准备几个垃圾桶，好好地进行垃圾

分类了！

深夜，它们在哭……
绎

衣锦小学
四（6）班
陈彦舟

指导老师
尹亚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