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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是追梦人，前路万事皆可期。海到无边天作岸，山
登绝顶我为峰。

——题记
记得四五岁时，爸爸带我去乐山新又新大剧院看戏。我

被舞台上演员身上穿的漂亮衣服、头上戴的奇异帽子和五颜
六色的饰品深深吸引。那时很小，听不懂演员们唱的什么，但
我觉得曲调非常优美。鼓师指挥着整个乐队，打击演奏出不
同情绪的锣鼓声，时而激昂，时而欢快，爸爸说这叫川剧。演
出最精彩的时候，爸爸和大家一起使劲儿鼓掌。受到大人们
的感染，川剧又这么好玩，我暗下决心：我也要演川剧，我也要
有属于我自己的掌声。

从那后，我心里就埋下一颗川剧的种子，做着一个关于川
剧的梦。爸爸妈妈看电视时，只要有川剧的节目，我就会像着
了魔似的，丢下所有心爱的玩具，同他们一起专心看川剧。有
时还把家里的被子裹在身上，在客厅里学川剧里的各种角色
出场，逗得爸爸妈妈一阵大笑。

读二年级时，有一天我看见学校贴出的川剧班招生启事，
就毫不犹豫地报了名。面试老师让我唱了一首歌，没想到就
被录取了。别提当时我有多高兴了。

进了川剧班才知道，还是小屁孩的我想得太简单了。单
单走台步、拉三膀就练得我想哭，我才真正体会到“台上一分
钟，台下十年功”的含义。周而复始每节课都是川剧基本功训
练，枯燥乏味却没有明显的长进。川剧中，唱功是相当重要
的，要使自己的声音保持通畅和气息稳定，就必须吊嗓子。一
开始，我总是掌握不好方法，经常没练多久嗓子就痛得不行，
无法像老师说的那样松弛自如。学不会手势，记不住唱词，走
不对台步……挨过无数次批评后，我有点心灰意冷，想打退堂
鼓了。

回家路上，我看到街边小叶榕树发达的树根把人行道上
厚重的石板都胀得七翘八拱的；有的树还不畏“悬崖”的危险，
凌空伸出许多呼吸的根须。我就想，为了生存，小叶榕也是够
拼了！我又想起妈妈放在阳台上的向阳花，为了获得更多的
阳光，枝条总往阳光那边生长……回到家里，爸爸告诉我，自
然界中其实还有很多植物，为了生存的权利和希望，为了追逐
阳光的哺育，即使面对层层重压，即使面对悬崖绝壁，都从内
心爆发出巨大的能量，顽强地拼搏着。既然你自己选择了学
川剧，遇到困难，你又有什么理由放弃呢？我觉得爸爸说得
对，为了梦想，我必须像破土的种子一样，使劲儿往上拱；必须
像树一样，不断往上长；必须像向阳花一样，追着阳光转……

苦练半年后，老师说有一个很重要的演出，要挑选15名
学员参加。学员们都露出兴奋的表情，但心里都没底。选拔
开始了，我的心怦怦直跳，连唱词都唱错了，我被刷掉了。老
师安慰我说，既然你那么热爱传统文化，选择了川剧，希望你
不要灰心，只要勤学苦练，一定会成功的。

有了这次失败的教训，我痛定思痛，更加刻苦地练功，动
力十足。三年级下学期，为了参加一个全省川剧比赛，学校通
知我们集中排练川剧传统经典折子戏《花田写扇》。当时正是
暑假，夏日炎炎，太阳像个大火炉炙烤着大地，小草都快被晒
蔫了。排练室犹如一个大蒸笼，仿佛要把我们这些“小鲜肉”
烤熟似的。我演的是书生，与另一个春莺的扮演者，每天二十
圈的台步训练下来，我们都是汗流浃背，腰酸背痛。还有台
词，虽然我们已经熟记于心，但老师还是要求反复练习和揣
摩。有两天，我们变得有点懒散和“小骄傲”了。老师看后非
常生气地说：“如果大家不加紧努力训练，就会失去这次比赛
的机会。”他让我们罚站了半个多小时，好好反思。还说要取
得最后的成功，总要经历一些磨难。

两个月过去，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上场，随着锣鼓和音乐
响起，我和另外两个小朋友，尽情地投入在表演中。舞台上，
无论是唱念，还是动作，我们都熟练地演绎着。“萌”劲十足的
表演，让观众们笑声连连。演出结束，耳边响起热烈的掌声，
经久不息……我们表演的《花田写扇》，一举拿下全省中小学
生川剧传习普及展演一等奖。作为全场小演员代表，我还接
受了四川电视台的专访。

几年的时间，凭着我的坚持和执着，参演或主演的川剧节
目，连续三届获得全省一等奖，入选《四川优秀传统文化经典
传唱青少年川剧唱段演唱范例》，参加四川电视台少儿春晚录
制并播出……每当收获一阵又一阵的掌声时，我才知道我的
梦想在这个时节开花了。最近，因为我在学习和弘扬传统文
化上的辛勤付出，我还荣获了2021年度“全国新时代好少年”
的称号，也许正是我追梦川剧结出的果实。

听爸爸讲，川剧历史悠久，在唐代的时候就有“蜀戏冠天
下”的说法，但川剧真正的形成是在清朝乾隆年间。“湖广填四
川”后，大量移民流入四川，带来了南腔北调，经过与四川本地
戏曲艺术的交流、融合，就形成了今天四川的珍宝——川剧。
对于川剧的表演，我算起步了。但我知道，想要真正成为一个
川剧艺术家，又谈何容易！我已经12岁了，我不知道以后会
不会从事川剧相关的职业，但我知道在追逐川剧梦的过程中，
敢于经受考验，不怕失败，才是一个小男子汉、一个“新时代好
少年”所获得的最强大、最美好的力量！

一个男孩的川剧梦
石昊文 乐山市实验小学 指导教师吴启平

小时候，我住在奶奶家。奶奶家房前屋后种了
各种各样的花：艳丽的玫瑰，小巧玲珑的茉莉，亭亭
玉立的百合，香飘千里的桂花……我最喜欢的是当
中的栀子花，它是多么美好：一根根细细的枝条上长
满了绿叶，清晨的绿叶上总是挂满了晶莹的水珠，一
朵朵洁白的栀子花就夹杂在绿叶中，点缀枝头，淡雅
得没有一点儿装饰，纯洁得没有一点儿杂质，向四周
蔓延着纯净的气息；细腻而绵柔的花瓣晶莹润泽，玲
珑剔透，仿佛是用美玉细细雕琢成的；尤其是那散发
的阵阵清香，令人沉醉。

这栀子花是奶奶带我一起种下的，因为我睡眠
不好，最疼爱我的奶奶，不知从哪听说了栀子花有安
神和助眠的功能，就从别处弄了几株栀子花苗，在我
房间外的客厅里种了两株，在门前也种了几株。种
花那天我可调皮了，一直乱弄那些可爱的小花，扯扯
叶子，揉揉花瓣。一阵子下来，栀子花苗蔫了，我也
变成了一个“泥娃”。奶奶抱起我，温柔地将我洗干
净了，并一再告诫我不准再折磨栀子花，否则要打我
的小手。没过几天，栀子花就又恢复生机了，我谨记
奶奶的话，不敢再伸手去扯了。

栀子花苗越长越大，越长越茂盛，洁白的花儿
也越开越多，越来越香。到了初夏的夜晚，有一丝
让人厌烦的燥热。奶奶在栀子花树上挑一些花骨
朵，泡在水杯里，再放在我的床头。只要一进门，就

闻到这种清香，每晚这种香味伴着我入睡，一夜好
梦。

我喜欢栀子花，看到别人把花摘下来穿成项
链，挂在脖子上，走到哪都伴随着一股清香。我的
手就又痒痒了。这天我趁奶奶不注意，摘了几朵，
准备做项链。还是被奶奶看见了，她用手指着我，
嗔怪道：“你怎么又糟蹋花？”我把栀子花别在她头
上，抓着她的手摇啊摇，向她撒娇：“没有呢，我摘来
给奶奶戴的。你看你多漂亮！”奶奶望着撒娇的我，
笑了，拍拍我的小脑袋说：“小调皮！”说着，对着镜
子瞅起来，我也把头伸过去看。

直到有一天，我要走了。那个清晨，借着朦胧
的月光起来上厕所。看见奶奶的房间透着光，从缝
隙里一看，奶奶的头发有些许白，粗糙的手上拿着
几朵栀子花和一根带线的针。她正在把栀子花穿
成一串，是送给我做送别的礼物吧？看着看着，想
到就要离开奶奶了，眼泪不争气的流下来……

离别的时候，妈妈牵着我的手，奶奶为我们送
行。她将“项链”戴在我的脖子上，抚摸着我的头，
张了张嘴，说了一句：“好好读书，放假了再来。”看
着脖子上那一串栀子花做的项链，闻着淡淡的栀子
花香，我抱着奶奶的腿不肯走……

每当我闻到栀子花香，我就会想起我的奶奶，
想起在奶奶身边那些美好的日子。

美好的栀子花
管秋琳 乐山市城北小学指导教师 童建平

生命的力量不可估量。
几年前搬入新家时，家人便在阳台上养了几盆

花草。刚开始时还不时打理他们，给他们浇浇水，
剪剪枝丫，倒是长得愈发茂密了。只是没过多久便
没有了耐心，任由他们在阳台上自生自灭了。只是
偶尔想起时给他们浇点水，仅此而已。几年过去
了，再看他们，已经面目全非。很多花的主干都已
枯萎，但周围却又长出了许多新芽。倒是当初不太
鲜艳的两盆还长得枝繁叶茂，翠色欲流。看看想
想，他们的生命是多么的顽强啊！

就像每当看见那些生长在悬崖峭壁上的松树，
我都不禁感概生命的顽强。也许是鸟儿把他们的
种子带到了这个资源匮乏的地方，也有可能是被风
吹到这里的吧。他们努力地寻找落脚点可怜的那
一点点土壤、一点点水分、一点点阳光，他们纵然被
埋在干燥的黄土中，纵然被埋在了千斤巨石之下，
但他们都奇迹般的活了下来，生长得枝繁叶茂，向
我们诠释了大自然中生命顽强的力量。他们被压
在巨石之下，在黑暗中摸索着前进的方向，从石缝

间努力地探出头来，享受温暖的阳光；或顶裂上方
的岩石，破土而出，向着磅礴的旭日，寻找生的希
望。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大自然无时不在展
示着生命力的顽强。花草树木尚且如此，而我们人类
的生命力更是顽强。有人功成名就，有人在街头流
浪。有的人可能暂时过得不是很好，但他们却也有着
自己的理想，并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地行动着。就像一
些残疾运动员，他们凭借着强大的意志和顽强的生命
力来弥补身体上的缺失，追求更高、更快、更强、更团
结的梦想。又像街头的小贩，虽然收入微薄，但也从
来没有放弃对美好生活的努力和向往。我们歌颂英
雄和伟人的丰功伟绩，也同样要致敬平凡人所展示出
来的生命的顽强。

我们就像人世间一颗颗微小的种子，父母赋予
了我们生命，而知识和成长就是我们的氧气和阳
光，他们赋予了我们更强大的力量。我们唯有不断
完善自己，才能让生命的力量更加不可估量，美好
的明天才值得我们共同的努力和向往！

生命的力量
赵浚桐 乐山市阳光实验学校 指导教师 王明慧

“云之任务，帮人做好事！”云长老不知说了多
少次了，依然没有停下来。有些云朵都已经听得不
耐烦啦。这件事每朵云都得记住，其中就包括我。
我们云飞得很快，一秒能飞一千米。所以我们一天
能干许多好事。

“今天星期一啊！”我嘀咕道，星期一是一周里
最忙碌的一天。我惬意地伸了个懒腰，慢吞吞地打
了个哈欠，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我首先竖起顺风
耳，再睁大我的千里眼，迅速找到了首个目标——
田地。此时正值烈日当空，农民伯伯在田里汗如雨
下地干活。“哇！农民伯伯好辛苦啊！”我心想。我
赶紧飞到他们头顶的那片天空，舒展开我柔软的身
体为他们遮挡那火辣辣的太阳，好让他们享受片刻
的阴凉。看着农民伯伯脸上的汗珠慢慢消失，脸上
多了轻松的笑容，我心里别提多开心了。等待农民
伯伯插完秧，我立马抖抖身子，全身变成灰色。霎
时，豆大的雨点宣泄而下，农田得到了浇灌，农民伯
伯们喜逐颜开。

没过多久，我再次启用千里眼与顺风耳，找到
了一个很寒冷的地方，这里寒风刺骨，寸草不生。
连全身被绒毛包裹的我都觉得寒气逼人。我急忙
去找太阳公公，过了一会儿，我到了太阳公公家门
口，进了他的门，太阳公公还在呼呼大睡。我推了

推他，说道：“太阳公公，你快醒醒，你能不能跟我去
另一个很冷的地方？”他半睁着眼睛，迷迷糊糊地点
了点头，伸了下懒腰，跟着我走了。太阳公公一到
那儿，便用他耀眼的光透过我薄薄的云层将温暖洒
向了大地，我抖了抖身上的细绒让雨水轻柔地飘洒
到天空，直到润入土里。于是这里，生命又开始苏
醒，暖意一丝丝闪入心间。

突然，一个超级紧急的情况出现了。我的千里
眼检测到一个花园里面的花全都枯萎了，我急忙赶
过去。仔细一看，这里只有一朵花没有枯萎，看来
这朵花很顽强。我使出全身力气，将身上所有的雨
水都洒了出来，太阳公公也跑来帮忙，露出早已涨
得通红的脸庞，让阳光肆意地普照大地。过了几
日，我又来到这里，让我惊讶的事情发生了。花园
里所有的花都开了，甜甜的花香弥漫在各个角落。
我忍不住深深地吸了一口，白色的细绒衣服上都浸
染上了浓浓的花香。那朵倔强的花儿长得最好，我
开心地笑了起来，这朵花儿仿佛也笑了。

我是一朵云，是湛蓝天空中一朵辛勤工作的
云。哪里需要我，我就会义无反顾地去那里。我是
一朵云，我的快乐是那么单纯，为这世间带来美好
与和谐就是我最大的快乐。我希望我的世界永远
这样，这是我的理想世界。

云的理想世界
张逸可 乐山海棠实验小学 指导教师 文俊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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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鲁倩文）昨（23）
日下午，“四川农信杯”四川省第十
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五届特殊奥
林匹克运动会特奥游泳比赛结束
了全部赛程。3天的比赛中，来自
成都、达州、乐山等9个市州的32
名运动共同角逐24枚金牌。其中，
乐山队共收获1枚金牌、2枚银牌、
5枚铜牌。

据了解，此次游泳比赛设男女
子12—15岁组和16—21岁组，竞
赛项目包括50米、100米、200米
自由泳、蛙泳、仰泳，以及4×50米
自由泳接力等。

游泳比赛
乐山获1金2银5铜

本报讯（记者 张波）昨（23）
日，“四川农信杯”四川省第十届
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五届特殊奥林
匹克运动会跆拳道比赛圆满结
束。

据了解，本次跆拳道比赛共有
来自成都、乐山等11个市州的19
支代表队、107名运动员参赛。经
过3天的比赛，听力残疾品势男子
个人、听力残疾竞技男子KP60 48
公斤级、听力残疾竞技女子KP61
55公斤级等项目共计产生15枚金
牌。

跆拳道比赛
圆满结束

本报讯（记者 严俊铭）昨（23）
日，经过为期 3 天的角逐，“四川
农信杯”四川省第十届残疾人
运动会暨第五届特殊奥林匹克
运 动 会 旱 地 冰 壶 项 目 圆 满 收
官，乐山代表队拿下 2 个第一、
一个第二。

此次比赛分为智力组、听力
组、轮椅组三个组别，共有32只队
伍围绕奖牌展开激烈比拼。最终，
乐山代表队在智力组和轮椅组比
赛中均夺得金牌，在听力组比赛中
夺得银牌。

值得一提的是，乐山参加智力
组比赛的4名队员有2名是亲姐
弟。姐姐吴昌慧今年15岁，弟弟吴
宇轩今年11岁。比赛现场，姐弟俩
与队友们配合默契，多次精彩的击
球赢得现场阵阵掌声，助力乐山队
夺冠。

旱地冰壶比赛收官

本报讯（记者 黄曦）昨（23）
日，“四川农信杯”四川省第十届残
疾人运动会暨第五届特殊奥林匹
克运动会特奥羽毛球比赛在峨眉
山市中信国安体育馆圆满落幕。

经过3天的激烈角逐，各项目
奖牌花落各家。

精彩“羽”共
羽毛球比赛收官

本报讯（记者 何思源）昨（23）
日，“四川农信杯”四川省第十届残
疾人运动会暨第五届特殊奥林匹克
运动会射箭比赛，在乐山职业技术
学院圆满落下帷幕。乐山代表队取
得9枚金牌，位列排行榜第一。

经过3天的拼搏，乐山代表队收

获了9金5银4铜的佳绩。乐山残疾
人射箭代表队教练刘星表示，近3个
月来，运动员们在持续高温天气下，
依然每天保证8小时以上的训练时
间，他们身残志坚、顽强拼搏的精神
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

为爱拼搏 圆梦嘉州

破浪前行 记者 鲁倩文 摄

吴昌慧在比赛中 记者 严俊铭 摄

比赛现场 记者 张波 摄

射箭比赛落幕

乐山夺9金5银4铜

比赛现场 记者 何思源 摄

本报讯（记者 王倩）昨（23）日下
午，“四川农信杯”四川省第十届残疾
人运动会暨第五届特殊奥林匹克运
动会举重比赛在犍为县体育中心落
幕，乐山代表队获得1金5银的成绩。

在昨日的男子80kg级比赛中，乐

山队的尼鲁约批、黄志平两名运动员
分别以102kg和101kg的成绩获得
该级别银牌、铜牌。凉山州队运动员
沙马伍呷在男子 97kg级比赛中以
190kg的成绩打破了省纪录，获得该
级别冠军。

举重比赛
乐山获1金5银

本报讯（记者 刘晓立）“四川农信
杯”四川省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
五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乒乓球比
赛在市奥体中心结束，共产生38枚金
牌，乐山获得5金7银4铜 。

在昨（23）日举行了男女团体
赛，TT5组男子团体赛中，乐山代表

队的杨茂良和彭忠获得金牌；TT10
男子团体赛中，乐山代表队的陈小
军和谭显胜获得金牌；听力组男子
团体赛中，乐山队的彭致友和杨鹏
获得银牌；听力组女子团体赛中，乐
山队的左春、税露叶和潘雨彤获得
铜牌。

乒乓球比赛
乐山获5金7银4铜

比赛现场 记者 刘晓立 摄

本报讯（记者 钟成甲）昨（23）日，
“四川农信杯”四川省第十届残疾人
运动会暨第五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
会特奥田径比赛结束，乐山队共获得
5金7银1铜。

昨日进行了男子、女子各组别
800 米预赛和决赛，女子 16-21 岁
4×100米接力预赛和决赛，以及男子

16-21岁跳远、女子16-21岁铅球及
格赛和决赛。乐山代表队高俊英继
前两日连续夺金后，又以3：24.78的
成绩再夺女子12-15岁800米比赛
银牌。乐山代表队任欣以5.65米的
成绩获女子16-21岁铅球比赛银牌，
乐山队董锐以3：16.06的成绩获男子
12-15岁800米比赛银牌。

田径比赛
乐山获5金7银1铜

力量比拼 记者 王倩 摄

赛场拼搏 记者 钟成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