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家园  
昌江一中 高三（5）班 江美玲 

我是一个来自山村的极普通的女孩，我叫江美玲，我现在正在昌

江一中就读高三。 

为了摆脱贫困，爸爸去了矿山打工，但不幸，一次意外的事故使

他失去了双腿，落下了十级伤残。矿上说爸爸再也不能在那儿干重活

了，让他从事轻便的工作，但每月的工资很低，他就用这点微薄的收

入维持家庭生。妈妈身体一直不好，有一次我还发现她吐血了，由于

家里没钱，病直到现在都没治，还要照顾我和爸爸，想到这些我忍不

住要流泪了。 

我知道我肩上承载的重托，我是家中唯一的希望，我一定要好好

学习，考上个好大学，走出大山，去创造一个新的世界。 

 
 
 
 
 
 
 
 
 
 



因为我贫困，所以我更要读书  
昌江一中 高一（3）班 石明（寄宿生） 

我的诞生，给我的家庭带来了欢乐，但家庭负担也重了。我家在

一个偏僻的小山村，父亲身体很差，原来是村子里代课教师，每月工

资仅200元人民币。全家住在不到40平方米的平房里，生活条件很艰

苦，每年都需要借债。尽管这样，父母一直不忍心让我和姐姐被困在

农村，也不愿让我们姐妹俩做一辈子的农村人。在一个初秋的深夜里，

我们出发了，踏上了走向城市的路。之所以走，也迫于无奈，父母都

是教书人，他们的书教得好，课也讲得棒，但是却因为没钱送礼，下

岗了眼睁睁看着并不比自己强的人成了公办教师，所以爸妈希望出来

寻求工作，希望能够解决家里的困境。 

     但是，城里的工作并不好找，父亲好不容易在一所私立学校找

到了一份工作，工资很低，一个月仅300元。一家人的开支一个月差

不多需要700元，再加上我们姐妹俩的学费，家庭经济负担越来越重，

爸爸拼命工作，上完课，帮别人送报纸、发广告，妈妈外出做很累的

勤杂工。最后，妈妈病倒了，这无疑又给我们家庭生活的一个沉重打

击。后来因为老板管理不善，父亲工作的那所私立学校也垮了，我家

连份微薄的收入也没了，父母又四处奔波寻求工作。这时，因为我和

姐姐的努力，两人相继考入了省重点高中学校，但学校的收费很贵，

我们只得放弃了，相继来到了昌江一中就读。学校看到我的家境贫困，

安排父亲在学校做临时工，每月450元。父亲在昌江一中工作，很苦

很累，歇息的时间较短，父亲靠这点微薄的收入很难维持家庭费用，



我和姐都在上高中，每年学费需支付三千元，平时生活费一月也需300

元左右，这点收入，很难应付我们的学习费用。   

现在，姐姐快高中毕业了，即将进入大学。父亲和母亲更着急了，

因为大学费用更大，他们拼命地劳动，只是希望多攒钱给姐姐读大学。 

每当我看到父母苍老的手，内心感到一阵阵痛剌，但我无能为力，

无法挣钱分担父母的忧愁。只有靠学习成绩来报答他们，幸运的是我

的成绩一直都很好，从小学到初中，从初中到高中，一直名列前茅，

这让父母的心里舒畅了。但我知道等着他们的依然是艰辛的劳动和贫

困的生活，我很担心，也很恐惧，或许有一天，贫困会让我放弃学业，

像一些农村贫困女孩一样，到南方城市去打工赚钱，但是我深切地体

会到：因为我贫穷，所以我更需要读书。 

 
 
 
 
 
 
 
 
 
 
 



我的家境  
高二（8）班  王智江（寄宿生） 

我家住在景德镇市昌江区丽阳乡港南村。小的时候，家中靠几亩

田地尚能维持着简单而温饱的生活。可是，2001年降临到我的家庭里，

父亲患上重病并被诊断为癌症，这个噩讯给了我家一个沉重的打击。

家中成员只有父亲、母亲、哥哥和我四个人，母亲体弱多病，所以父

亲是家中的唯一劳动力，我的家不能没有他。于是母亲四处借钱为父

亲治病。但是，这并不能挽救父亲的生命，在2003年7月，父亲病逝

了，这使我并不富裕的家庭更加困难了，现在家中只剩下了一个年迈

的老母带着哥哥和我。 

家中为父亲治病欠下了几万块钱，可是母亲年迈多病，无法外出

为家里挣到生活费，我和哥哥正在读书，学业未完成，家中的经济越

来越贫困了，我们面临着失学的危险。政府与学校给了我家很大的帮

助，我总算能读上了高中，但是家里的那份沉重的债务至今尚未偿还，

家庭生活十分贫困。 

尽管生活十分艰辛，但母亲仍然坚持让哥哥和我继续上学，因为

她知道。我们只有读好了书，考上一所理想的大学，找个好工作，才

能为家中挣钱，为社会创造贡献。于是哥哥和我刻苦学习，希望将来

有个美好的前途，不辜负所有关心我的人。 
 

 
 



我的家  
昌江一中 高二（5）班 谭琨 

我叫谭琨，今年18岁，现在就读于昌江一中高二（5）班，家住江

西省景德镇市青塘李家村2号。2005年我考入了昌江一中。我刚来这

里，我就被这里的一切所吸引了。从此，我便爱上这所美丽的校园。 

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不幸的人。我是一个孤儿，长大后，从奶

奶那儿知道我父亲的往事，我父亲是个勤劳的汉子。一天，他外出办

事，回来时意外地得了一场大病，也不知道是那时医术不够，还是家

里贫穷没钱治病，几天后，就默默地死去。奶奶是极度的伤心，那时

我才3岁，我是父亲唯一的儿子，奶奶觉得，儿子死去了，孙子一定

留下她的身边，于是，我和奶奶相依为命了，母亲也改嫁了，直到现

在都没有回来一次，这真是人生的悲哀啊！ 

现在奶奶已经有75了，她没有退休工资，又不能干活，根本无经

济来源，因此我的生活费是极其困难。 

庆幸的是，我有许多关心我的人，让我感觉到，我不是孤独一个

人。在学习方面，老师细心地指导我，耐心地讲解。在生活方面，班

主任常给我关怀。在人生道路上，老师们为我们导航。他们像春雨润

似的滋润着我失去父爱的心灵。面对许多支助和帮助我的人，我只能

认真学习，以优异的成绩来报答。 

 
 

 



向父亲致敬  
昌江一中 高三（8）班：崔永斌 

我叫崔永斌，今年18岁，家住江西省景德镇市昌江区官庄村三队。

现在就读于昌江一中高三（8）班，如今我已是一名高三的学生了，

今年面临着高考，学习负担也是越来越重了。每天起早贪黑，十分辛

苦。但是一想到我的父亲，我就不觉得苦了，因为父亲每天为了生活

而操劳，头发都花白了。家里现在只有我和父亲两人生活在一起。几

年前，母亲因身体患上了重病，尽管父亲四处为她求医问药，但是母

亲最终没能逃过疾病的魔爪，永地离开了我和父亲。母亲走后，这个

家就由父亲一人支撑着，父亲文化低，一直没有固定工作，为了生活

他只能在外面打零工，父亲干的是体力活，如今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

了。看着父亲这样，我也就只能是认真读书，等将来多挣钱回报父亲。 

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我还是感受到了许多的爱，在学校班主任

给我细心地指导，在生活方面，给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学校给我解决

了生活困难，政府给了我家生活的补助。这一切我都会记在心里的。

在将来，只要我有了条件，我一定还会用同样的爱心关怀那些和我一

样需要帮助的人。 

 
 
 
 
 



我的家  
昌江一中 高一（７）班 万明军 

我叫万明军，现在就读于昌江一中高一（７）班，家住在学校附

近的焦化一厂宿舍楼里。 

我一直认为，自己是天下最幸福的人，因为我有一个温暖的家庭，

从小在父母和长辈的疼爱中长大，但是在2005年，不幸降临了——我

的父亲突发心肌梗塞去世了。他本是家里的顶梁柱，爸爸去世后，家

庭生活负担一下子落到了妈妈身上。妈妈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

没有学到什么技术，又没有什么学历。所以，妈妈只能到别人家去做

保姆，靠着三百元人民币的微薄工资支付家里费用，同时，妈妈还要

照顾我的生活。妈妈因为长时间的劳累而腰酸背痛，好几次突然晕倒

在地，我真为母亲的身体担心。我经常劝她去医院检查身体，但她不

肯，说没事。我知道她是为让我能安心读书。我也曾经有退学的想法，

但妈妈说她这辈子不求什么，只求自己的子女将来能有出息，不能让

别人瞧不起。 

但我同时也很庆幸，因为学校对我们这样的贫困家庭有很多的帮

助，为我们减免学费我，我也获得奖学金。老师和同学对我们也很关

心，我的生活也得到了政府关心与扶持。我一定不会辜负这些关心我

的人的期望，努力学习，将来以自己的成就来回报社会。 

 
 



我的家庭  
昌江一中 高二（９）班 余镇波  

在我还没有出世的时候，父亲母亲原本是住在鄱阳县。出于生计，

我家迁居到了景德镇。他们那时刚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没有亲人，

没有朋友，一个人也不认识，手里也没有资金，只能寻找临时工作挣

点钱。 

没过多久，他们租了一间简易的房屋，租了几亩菜地，经过几年

奋斗，我家终于在景德镇建起了一幢平房，也就是我家现在的房子。

它的四周用木板订成，五十平方米，房子的四周全是农田，父亲和母

亲每天却在这一片农田里忙碌着。 

可是好景不长，在我读初中三年级时，母亲因为生病做了手术，

这一片蔬菜地全靠父亲一个人劳动。父亲默默地忍受着生活的艰辛。

他只希望我们兄妹三个都能读书，都能考上大学。家里的生活支出全

靠父亲种五六亩地的蔬菜，生活过得很艰难。 

终于，哥哥考上了大学，姐姐现在正在读高三，我也考入了高中

正在读高二。 

我带着父母的希望步伐走进了这美丽的校园。老师的和蔼，同学

们的关心和照顾使我体会到了家的温暖。我也只有努力学习来回报父

亲。 

 
 

 



         我希望母亲没有病痛  
昌江一中 高一（3）班  许玲（寄宿生） 

我叫许玲，家住景德镇市历尧村，一家四口，人不多，却过得那

么艰辛，因为一家都全依靠爸爸一人劳动，爸爸缺少技术，只是勒紧

腰带拼命地种田、做工，脸上留下了岁月沧桑的痕迹。爸爸是一个严

厉的人，他很少表扬我，但也没有骂过我，可是他的坚忍的性格却在

告诉我：越穷越要争气！ 

长期的劳动，爸爸的背弯曲了。 

我妈，在生下我之时，落下了很多病根。后来病情加剧，突发精

神病，别人都躲着她，怕她，在背后骂我妈“疯子”。我听了心里仿

佛针扎了似的痛。但我知道，妈是妈得了这种病，也是命运的不公。

有时候，她只要受到了一点剌激，就会发病。尽管母亲有病，她很关

心我，只要清醒，她就会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来看我。这令我多么感

动啊。只希望自己多学点知识，挣钱为她治病，减轻她的痛苦。 

我现在上高中了，寄宿住学校里，一下离家远了，消费也更高了，

爸爸告诫我：“要好好读书啊，争口气，不要像我一样，过着贫穷的

生活。”我只是默默点头。、 

写到这里，妈妈的面容浮现在我眼前，我真的很感激母亲，虽然

她没有给我富裕的生活，但依旧有爱的呵护，她的养育之恩，我真不

知道如何报答。 

我只有希望好好读书，努力的奋斗，以自己的成就来安慰母亲。 
 



我希望有一双关爱的手  
昌江一中 高二（3）班史志敏（走读生） 

我家住在景德镇市昌江区丽阳乡古田村，原来父亲的身体很好，

可以外出打工的挣钱，家庭生活总算还算可以。但是自从去年，父亲

的身体越来越差，再也不能外出打工了，后来去医院检查，发现他已

经患有肝癌，这是一个多么沉重的打击啊。母亲在家里照看父亲，四

处借钱为父亲买药治病，我的家境现在十分贫困，但是我希望读书，

所以希望得到别人能伸出一双援助的手。 

 
 
 
 
 
 
 
 
 
 
 
 
 

 



        祝福你们，美国朋友  
昌江一中 高三（3）班  石青（寄宿生） 

我叫石青，家住鱼山镇慈义村，家境很不好，父母到景德镇找零

工干，挣钱养活全家四口人。我现在在昌江一中读高中，还有一个妹

妹也在读高中。父母为了供我们读书，从早忙到晚。现在我读到高三

了，面临高考。高三需要买许多学习资料，但因为我们缺钱往往无法

购买。为了让我们安心读书，父母从乡下搬到景德镇，一路颠簸，至

今尚无定所，而乡下老家也只有一间祖辈遗留的老房，在景德镇所住

的房子虽然有些小，但却充满看家庭的温馨。 

在昌江一中学习快三年，我衷心感谢学校，减免了我部分学杂费，

同时也感谢老师，在我考试考不理想的时候鼓励我，我深知自己要努

力学习，即便是现在的学习成绩一般，也不能轻易放弃，在大家的帮

助与关心下，我一定努力将自己打造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才，长大了为

社会做贡献，为社会奉献爱心。 

尽管现在的生活很贫困、很艰苦，我经常勉励自己，努力学习，

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家的生活会改变的。我一定要考出优异的成

绩报答所有关心我的人，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最后，我非常感谢你们对我的帮助，好人会有好运。我想，你们

这样乐于奉献，拥有一颗爱心。会有好运常相伴的，祝你们在美国事

事如意。 

 

肩负爷爷的希望  



昌江一中高二（14）班  程丹丹  （走读生） 

我家住在昌江河畔的关山村，全家共五口人，爷爷、奶奶、弟弟、

妹妹和我，爸爸在我六岁时就病逝了，妈妈随即也改嫁了。爷爷和奶

奶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依靠两双勤劳的手抚养我们兄妹三个，我读高

中，妹妹读初中，弟弟读小学。 

从很小开始，爷爷、奶奶就常常教育我要珍惜读书的机会，以后

才能够摆脱贫穷，过上好日子。那时我还不懂事，没有意识到这句话

的真正含义。现在长大了，随着知识的增加，面对现在激烈的竞争社

会，我逐渐总识到读书的重要性。每次回家后和爷爷一起干地里活，

他那勤劳的身影和那坚定的眼神，给了我许多的启示。去年奶奶的眼

睛失明，而且又得了乙肝，灾难让我这个不幸的家庭雪上加霜，家里

一切的一切，都由爷爷一个人承担。有时我甚至想过放弃读书来帮助

他减轻负担。但转而一想：爷爷整日操劳，拼命赚钱为什么呢？还不

是为了让我们有一天能够走出贫穷的山沟。每次当我拿着奖状回去

时，他会微笑地点头，我知道这对他来说已经很欣慰了。我要依靠自

己的勤奋努力，好好学习。爷爷曾经对我说过一句话：“不管有多苦，

我都希望让你们读书，哪怕是砸锅卖铁也要让你们实现自己的梦想。” 

有了爷爷这句话，我的热血沸腾起来了。我立志要发奋图强，努

力完成自己的学业，去追求我的目标和梦想，早点让爷爷过上好日子。 



坚信未来  
昌江一中高一（2）班  张晓乐（寄宿生） 

我的家住一个在僻远的小山村，离学校有百里之遥，每次回家必

须坐上一个多小时的大巴，然后再走十余里山路。因此每个学期我只

能回家一两次，但紧张的学习似乎冲淡了思乡之情，只有月圆之夜，

遥望明月，我不禁想起我的故乡，我的亲人。 

父亲年近半百，每天早上5点钟左右出去，晚上八、九点钟才回来，

挣下的钱还不够我和姐姐在学校的开支。如此，奶奶为了帮助增加点

收入，不顾年迈体衰，便独自出去给人家当保姆。母亲眼睛又不太好，

到了晚上简直如盲人一般。 

学校这边的开支很大了，有时我想辍学。但父亲总是鼓励我：“人

穷，志气可不可穷呀！” 

梦想的翅膀不会被贫穷而折断，我相信我的未来一定充满希望的

曙光 

 

 

 

 

 



我的家境   
 昌江一中高三（10）班：徐银镇 （寄宿生） 

我叫徐银镇，现在就读于昌江一中高三（10）班，家在江西省景

德镇市昌江区鱼山镇徐湾大队沅湾村。今年18岁， 2005年我考入了

昌江一中，我来到这里，便被这里的一切吸引了。 

但我是一个不幸的孩子，在我6岁时，父亲不幸病故，本来还有母

亲可以依靠，但母亲也在第二年离家出走发，至今未归。当时我还比

较小，成了一个可怜的孤儿，是年迈的爷爷把我带大的。因为从小就

失去了父爱与母爱，所以我的性格比较内向。 

爷爷慢慢地衰老了，我不忍心苍老的爷爷供养我，有时我也向他

提出辍学，很想外出打工挣钱养爷爷，爷爷很生气，说什么也不能让

我辍学，我读完了小学，又读了初中现在进入了高中，生活费用比较

大，我差点儿失学了。爷爷四处奔波，打短工挣钱，一开学就到别人

家借钱，可是，谁会借钱给一个没有偿还能力的老人呢？ 

但世上还是好人多，村长得知我家的情况，带着我的爷爷找到了

校长，校长很同情我，免除了我的学费，最终我进了昌江一中读书。 

 

 



知识可以改变命运  
昌江一中高一（2）班  黄博文（寄宿生） 

考试不理想时，我总是在被窝里暗暗自责，有时我偷偷流泪，我

的内心很痛苦，因为我辜负了父母对我期望。父亲曾经告诉我：“要

做一个坚强的人，以后你的路还长着呢！” 

父亲的身体不好，患有严重脊椎劳损，无法直腰走路，同时患有

严重的风湿病，为此每年都要花费很多钱为他医治。母亲是一位精神

病患者，因为长年离不开药，她的身体异常地虚胖。为了给母亲看病

买药，父亲经常放下地里活往医院里跑，跑一趟都要花上好几百元钱。

家里仅靠种值几亩田地维持着生活，这么多的医药费对我家来说是一

大笔沉重的负担。我又要上学，为了供我读书，父亲头发都愁白了。

为了给家里减轻一点负担，我通过自己的努力争取到了学校的奖学

金。 

我始终相信，知识能改变命运，拥有了知识，我才能在社会中立

足。更重要的是，我要以优异的成绩来报答为我辛苦一生的父母，报

答社会对我的每一份关爱。 

 

 



向着理想与目标前进  
昌江一中高二（1）班 张堪新（寄宿生） 

我家在昌江区鱼山乡上徐村，我少年生活本来是很快乐的，但由

于命运的不公，我的爸爸患上了恶性脑瘤，使得一个原本不宽裕的家

庭负债累累。更不幸的是，爸爸最后还是离开了我们，留下了我和母

亲相依为命。母亲坚毅地肩负起了照顾我们的重任。然而，一个柔弱

的中年妇女又能赚到的多少钱呢？ 

但是，我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读书的念头。母亲发誓，即使再苦再

累，都要供我读书，让我上大学。我感谢学校，因为学校减免了我部

分学杂费，我也非常感谢我的老师，是他一直不求回报，无微不至地

教导我，帮助我，让我感受到了人间温情。 

在今后的生活中，我还会勉励自己，虽然我的家庭生活贫困，但

我会坚定地迈向人生的目标，让自己改变命运，从而不辜负父母和老

师们对我的期盼。 

 

 
 



我家的生活  
昌江一中高一（5）班：沈文晴 

我叫沈文晴，今年17岁，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的妈妈就离开了我和

爸爸，是爸爸一手把我养大的，他给了我最好的关怀。可是爸爸的身

体去一天不如一天，有一天病倒了，只能靠输氧延续生命，爸爸为了

把积蓄留下给我读书，居然想到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幸好救诊及时，

爸爸救活过来了，可是他的身体更糟了，医生说：“由于长年服药，

身体大部分器官被损坏了，我们只能暂维持他的生命，至于⋯⋯。”

后面说什么我没有听见，也不想听见。就在我从12岁跨入13岁之际，

爸爸病逝了。 

没有经济来源的我，被好心的姑父收养，他们待我很好，如同自

己亲生孩子一般，可是他已经有三个孩子了，现在收养了我，家庭生

活更加艰难了。 

 
 
 
 
 



我要读书，我要将读书进行到底！  
昌江一中高二（10）班 王健（寄宿生） 

我是昌江一中高二（10）班的学生，我不是本地人，家住鄱阳县

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我前年考取县重点高中时，既有满欣的喜悦和希

望，但又为家里的贫困生活而烦恼。 

在我十二岁的时候，母亲离家出走了。我还小那时，听人家说母

亲和父亲离了婚，私自走了，父亲难过，消沉下去就不管我了，我一

直是由76岁的爷爷抚养，爷爷也是农民，只能靠种田养活一家。 

不幸的是，2006年，当我从学校回家过年时，爷爷告诉我，他检

查后确诊为癌症，当家人听到这个消息后，全家人都哭了，我也愣在

那里⋯⋯。 

2007年初，爷爷去医院做手术治疗，并且住了一个多月的院。直

到现在爷爷还在病床上躺着。爷爷出院后，家里接到了住院单，上面

清楚地打印着3万6千医药费的数字，家人四处借款，我既担心爷爷的

病情，同时也为自己的前途担忧。 

将来我是否还能像现在一样坐在教室里读书，享受读书的快乐，

这是一个不得不思考的沉重难题。是的，再苦再艰难我也要读书，所

以为了尽可能地给家里减少开支，我给自己定了一个要求，生活尽量

节俭，为了读书我能忍受一切艰苦。 

我很感激学校，因为学校免除了我的学费。期中考试后，我捧着



“学习标兵”的奖状回家，全家人很高兴；期末考试后，我又将一个

好消息带给了爷爷，因为我又一次获得了学校的奖学金，并且成绩在

全班第一名。 

学习成绩给了我继续前行的勇气，让我对我的未来充满信心。我

要读书，并且我要将读书进行到底！ 

 
感谢大家的爱心  

昌江一中高一（17）班 徐元秀（寄宿生） 

我家共有四口人，我的父亲，母亲，姐姐和我。 

一年前，姐姐嫁给一个并不富裕的人家，仅能勉强维持自己的生

活。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是盲人，从小他们就开始生活在一片漆黑的世

界里，父亲到了四十多岁，靠着自己的一点积蓄和邻居的资助，才把

已经有三十七的母亲娶过来，相同的命运让他们走到了一起，婚礼几

乎都没办，只是两家人在一起吃了顿饭，打了一封鞭炮庆祝一下。 

不久，母亲生下了我的姐姐和我，父亲每天拄着棍子，带上胡琴

到大街上给别人“算命”，挣点钱养家。母亲只能在家做家务活。由

于生活的艰难，姐姐十五岁就和邻居一起外出打工，一年才回家一次。

母亲一个人做家务活更难了，家里没装自来水，又没有掘井，只好每

天摸索着去挑水。为了不让母亲去水塘边洗衣服，父亲每天都要挑上

好几担。现在，父亲累成了驼背，眼看父母已年过六旬生活更加艰难



了。父亲现在不能出门挣钱了，只能靠偶尔有一两个人来我家算命，

才得一点微薄收入。如今，我进入了高中，学费很贵让我家难以承受。

但是为了实现我的梦想，学校给予了一点资助。我相信经过我的努力

奋斗，我的家庭一定会走出艰难生活的阴影。 

感谢大家，我将用优秀的成绩来回报关心和爱我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