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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日报社融媒体小记者优秀作品选登
编者按

7月16日，攀枝花日报社“融媒体小记者训练营”启动仪式暨全国自强模范、同济大学硕士研究生彭超励志演讲在学府酒店举行。活动现场，近两百名嘉宾、小记者及家
长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融媒体小记者训练营”开营，聆听励志演讲。

当天的活动，孩子们收获满满，特别是彭超的演讲声情并茂，触及心灵。活动结束后，孩子们用笔写下自己的感悟和收获。今天起，本报将陆续选登部分攀枝花日报社融
媒体小记者的作品，敬请关注。

7月16日，天气晴，这是我五年级
期末假期的一天，也是周末，但是这天
妈妈却没有让我睡懒觉，而是早早地
把我叫醒，说要参加攀枝花日报社“融
媒体小记者训练营”的开营仪式。迷
迷糊糊中我听到妈妈说，今天还有彭
超的演讲和签名合影活动。我心想，

“为什么要去和一个陌生人合影呢？
我才不要去做这件事呢！”

带着疑惑，我和妈妈到了开营仪
式现场，在现场我见到了那个陌生人
——彭超哥哥。当他问我们，他是不
是和我们不一样时，我心里想：原来他
没有双臂啊！然而，彭超哥哥大大方方
地告诉我们，他确实和我们不一样，他
比我们所有人都帅，会场上所有人都笑
了。彭超哥哥继续讲起了他的经历，原
来他6岁时被变压器电伤，双臂截肢，他
用了很长时间学习用双脚代替双手生
活，我们用3分钟就能洗完的脸，他却需
要十几分钟才能完成。不知经历了多

少困难，他终于学会了用脚写字。他能
上学了，但同学们却视他为异类；他在
风雨中跌倒，靠自己的努力站了起来；
他写字的速度越来越快，他的成绩也从
班里最后一名提升到全班第一甚至全
年级第一。同学们越来越佩服他，渐
渐都和他成为了好朋友，经过他的不
懈努力，现在的他已经成为了同济大
学法学院的硕士研究生，他告诉我们
他还要继续读博，为国家的法治事业
作出贡献。他还利用业余时间参加了
很多电视答题活动，在《中国诗词大会》
上，他成为了首名擂主。他还被评为全
国自强模范，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
接见。今年，他顺利地通过了全国司法
考试，他说这在他意料之中，因为他相
信他的努力不会白费。他告诉我们不
要把时间浪费在打游戏上，学习才能
改变人生，学习才能改变命运。他说
要学会“悦纳自己”，悦纳自己的不足，
悦纳自己的残缺，在悦纳自己中超越

自己。他说“自信就是成功了一半”，
要相信自己，要有信心，然后努力，朝
着自己的目标前进。他还说其实我们
都一样，我们都是“追梦人”！

他说了很多很多，不知什么时候，
我的眼睛已经被泪水模糊了视线。听
完彭超哥哥演讲，我真诚地期待着他
的签名和合影，现场那么多小朋友，彭
超哥哥非常耐心的给我们一一签了
名。不知什么时候响起了《孤勇者》：

“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
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爱你破
烂的衣裳，却敢堵命运的枪，爱你和我
那么像，缺口都一样，去吗？配吗？这
褴褛的披风，战吗？战啊！以最卑微
的梦，致那黑夜中的呜咽与怒吼，谁说
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是啊，谁说
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呢！离开的时
候，我对妈妈说：“以后我也要像彭超
哥哥那样阳光自信，用积极乐观的心
态迎接每一天！”

“我们不知道自己有多少次跌
倒，但是我们仍然选择站起来。”彭超
小时候失去了双臂，他发现朋友们都
远离他，说他是一个异类。于是，彭
超决心认真学习。彭超说，自己的双
臂没了，但是还有脚。彭超决定用脚
写字，他把这个决定告诉了爸爸，爸
爸很吃惊，最后同意了。爸爸给他买
了本子，彭超开始练字。但是彭超发
现，自己写的字歪歪扭扭，很难看，于
是他日复一日练习，直到可以写好
字。他又开始练习用脚拿水杯、用脚
吃饭、用脚穿衣服……

去上学时，校长不相信一个人
可以用脚写出漂亮的字，但彭超坚
持一定要上学，当场用脚写了几个
字，校长服了。彭超如愿走进了校
园，可是同学们都说他是一个异类，
不跟他玩耍，还欺负他。彭超没有
抱怨，而是更加刻苦地学习，最终感
动了同学们。

上大学后，同学邀约彭超玩一款
叫做王者荣耀的游戏，彭超答应了。
但是玩着玩着，他发现自己以前五六
点就可以起床，现在六七点才能起
来。他发现了沉迷游戏的危害，于是

退出了游戏。他发现没玩游戏后，自
己又变成原来的彭超。

没有沉迷游戏的彭超，一步步地
走向人生巅峰。所以，我们也要像他
一样，不沉迷游戏。

我要像彭超哥哥一样，认真学
习、天天向上。所以我宣誓：热爱
祖国，志存高远，加强训练，服从管
理，遵守纪律，不怕吃苦，团结协
作，积极参加各种活动，认真学习
新闻写作知识，传承攀枝花精神，
讲好攀枝花故事，努力争当中华好
少年。

前几天，我参加了攀枝花日报社
“融媒体小记者训练营”的开营仪式，很
荣幸聆听了彭超哥哥的励志演讲，并且
得到了他的亲笔签名，让我感受到了榜
样的力量，备受鼓舞。

面对困难，勇往直前。彭超哥哥小
时候因为意外失去了双臂，他所面对的
困难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但是彭超哥哥
却凭借着超常的毅力，用双脚完成了常
人所不能及的事。他以优异的成绩考
入了四川大学，毕业后仍然坚持学习，
2021年被同济大学法学院录取，继续攻
读研究生。失去双手的彭超哥哥都能
做到，四肢健全的我们，面对困难的时
候，又有什么理由去退却和逃避呢？就
像我很喜欢的一本书《钢铁是怎样炼成
的》里面的一句话：“生命中可能会刮风
下雨，但我们可以在心中拥有自己的一
缕阳光。”我们应该像彭超哥哥说的那

样，感恩父母给予我们健康的身体，珍
惜学习机会，努力朝着自己的目标奋
进！面对困难的时候更不应该气馁，勇
敢地面对并战胜它！

找准目标，坚持不懈。作为一名新
时代的小学生，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健
康成长，努力学习。从小爸爸妈妈就教
育我，一定要给自己定下合理可行的目
标，朝着这个目标一步一步地前进，当
我们的目标一个一个地完成了，我们也
就离成功越来越近了。坚持是一种难
能可贵的品质，俗话说：“世上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我们一定要像彭超哥哥
那样，坚持去完成自己的目标和梦想，
因为我们的潜能超乎我们的想像。

我们是幸福的一代人，因为我们生
长于盛世之中华，过着衣食无忧的生
活，没有经历过先辈们那种苦难的日子
和那段泣血的历史。但是，我们应该时

刻牢记，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是无数
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是无数先辈
经过努力奋斗换来的。我们是祖国的
未来，是民族的希望，就更应该发扬先辈
们知难而上、不怕艰苦的优良传统，做好
我们应该做的事，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完
善自我，学好本领，在祖国需要我们的时
候挺身而出，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和本领
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

最后，我想引用《钢铁是怎样炼成
的》这本书里面的一句话与大家共勉：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
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回首
往事，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
不会因为卑鄙庸俗而羞愧。”

各位同学，让我们保持少年该有的
姿态，发奋图强、立志成功，因为我们深
知——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进步则国进步！

我是一名即将升入二年级的
小 学 生 ，来 自 市 实 验 学 校 。 我 和
妈 妈 一 起 参 加 了 攀 枝 花 日 报 社

“融媒体小记者训练营”的开营仪
式，我领到了小记者装备，还和小

朋 友 们 一 起 宣 誓 ，最 后 听 了 彭 超
哥哥的演讲。

彭超哥哥的演讲让我很感动，
他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双臂，可他
依然坚持学习，克服种种困难，学

习用脚做事情，成为了身残志坚的
榜样。

我要向彭超哥哥学习，学习他面
对困难永不服输的精神。

彭超哥哥，我们一起加油吧！

最帅的男人应该是什么样子？是
高大英俊，是幽默潇洒，还是虽然身体有
缺陷却依旧乐观向上？今天，这位榜样
给出了答案，他就是无臂少年彭超哥哥。

彭超哥哥没有双臂，现在在上海
同济大学读研究生。这是怎么一回
事呢？原来，彭超哥哥刚出生时和我
们一样，也是有手有脚的，6岁的时候
因贪玩去触摸变压器触电，导致双臂
截肢。他从昏迷中刚刚醒来时，发现
自己没有了手，悲痛至极，觉得活着没
有了意义，就连吃饭、喝水、上厕所，都
要父母帮忙。后来他的伤好了，他去
找以前的小朋友一起玩，谁知他们说：

“你没有手，我们不和你玩。”这让彭超
哥哥的心坠入了谷底。他郁郁寡欢地
回到家，鼓起勇气对爸爸说：“爸爸，我
要用脚学习写字。”爸爸十分诧异，但
还是马上跑去买了纸和笔，让儿子练
习。谁知，刚开始写得横不像横、竖不

像竖，爸爸便让他从夹一个细长的东
西开始练习。他首先用脚夹一支笔，
过了5秒钟，笔掉了；他又用脚夹起来，
3秒钟，又掉了……就这样，他不知练
习了多少次夹笔，终于可以把笔给牢
牢夹住了。接着，他开始练习用脚写
字，结果，横和竖都写得歪歪扭扭的。
他就只练横和竖，待横和竖都写直之
后，又开始练习撇和捺。练了七八个
月后，他终于可以写出自己的名字。
之后，他又开始练习用脚洗漱、吃饭、
洗澡等等。就这样，别人用手能做到的
事，他用脚也能做到。这真应了他说的
那句话：“什么是奇迹？奇迹就是把看似
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后来，他以优异
的成绩考上了四川大学法学院，并且在大
学期间参加了《中国诗词大会》，成为第一
期擂主。工作不到半年，他去考研究生，
考上了上海同济大学，就这样，他又走上
了更高层次的求学之路。2022年，他成

为北京冬残奥会第50棒火炬手。
彭超哥哥说：“只有自己优秀起

来，才能拥有选择的权利，只有自己一
路向前奔跑，才能看到人生路上的绝
美风景。”是呀，彭超哥哥没有双手，
依旧可以考上研究生，而我，一个四
肢健全的人，难道不应该更加努力、
更加奋发图强吗？我要像彭超哥哥一
样，努力学习，让自己成为更优秀的
人。虽然我知道，没有任何一件让自
己变得更优秀的事情不辛苦，但是彭
超哥哥没有双臂都坚持了下来，我为
什么不能？我的生活条件比他好很多，
况且我还有一双健全的手，我一定要视
他为榜样，追赶上他，并且努力超过他。

最帅的男人应该是什么样的？应
该就是彭超哥哥这样，勇敢接受上天
给予的不公平，直面困难，不怨天，不
尤人，积极乐观，自强不息，努力奋斗，
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

在这个暑假，我兴高采烈地参加
了攀枝花日报社“融媒体小记者训练
营”开营仪式，聆听了彭超哥哥的演
讲，内心久久不能平静。这个少年不
是用双手托起梦想，而是以脚代手，用
毅力和坚韧的恒心，托起一个个不可
思议的成功。

彭超出生于 1995 年，6 岁那年不
幸失去了双臂，成了“无臂男孩”。可
他通过艰辛训练，学会了用脚穿衣、写
字、上网等。2014年6月，彭超用脚迎
接高考，考出538分的成绩，仅仅低于
一本线两分，与理想中的大学失之交
臂。彭超没有放弃，毅然决定复读。
2015 年，彭超以 603 分的好成绩考上
四川大学法学专业。2021年，彭超顺
利进入同济大学法学院攻读硕士。在
2022年北京冬残奥会上，他还担任了

火炬手。
听完彭超哥哥的故事和演讲，我

感慨他的坚韧不拔、积极乐观和惊人
毅力。正如苏轼所说，“古立大事者，
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
志”。彭超哥哥的演讲结束后，我有幸
和彭超哥哥合影留念，并有了他的亲笔
签名。当彭超哥哥给我签名时，我看见
他用脚一笔一画地写出铿锵有力的名
字，让我联想到，在寒冷的冬天，彭超哥
哥的脚上满是创伤却坚持练字的情景，
顿时，我的眼睛里满是泪水。我让彭超
哥哥写下他的人生格言，他点了点头，
在我的本子上写了八个大字——“追寻
梦想，不负韶华”。以后，我一定要以彭
超哥哥为榜样，努力攀登。

人生难免会经历磨难，然而面对
磨难时，不要退缩，不要逃避，迎难而

上，就会走向成功。在那狂风暴雨中，
大树依然树大根深；在那翻滚的浪尖
上，海燕仍旧张开双翅，那不就是磨难
之后拥抱自由的标志吗？泥泞的路
边，新芽破土而出，在细雨的冲刷下，
越发显得萌动，那不就是磨难之后充
满生机的气息吗？银装素裹的世界
中，一朵腊梅嫣然如火，微微摆动中散
发着幽香，那不就是磨难之后美的惊
艳吗？冰心曾说过，“成功的花，人们
只惊羡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她的
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
的血雨。”是啊，磨难造就成功，但成功
背后更要有艰辛的付出。

每当我们遇到困难时，就应当像
彭超哥哥那样，以坚韧不拔、坚强不
屈、勇往直前的勇气去面对，以坚强的
意志书写出精彩的人生。

在攀枝花日报社“融媒体小记者
训练营”开营仪式上，我听了彭超哥
哥的演讲，他的童年经历和精神品质
深深地触动了我。

彭超哥哥在很小的时候就失去
了双臂，没有双手也成了他和我们最
大的不同。因为这个原因，他遭受过
伙伴们的歧视和嘲讽，在那个时候，
他的内心深处是充满了无助与不甘
的。虽然彭超哥哥失去了双臂，但是
他没有放弃，选择了勇敢地迎难而上
——学着用自己的双脚来代替双手，
做手能做的所有事情。

“上帝关上一扇门，会为你打开
一扇窗”，但这扇窗不通过自己的努
力又怎么能被推开呢？手能轻松做
到的事，用脚则会难上数十倍、数百
倍，更何况是让脚代替手来帮助自
己生活。彭超哥哥讲到他第一次用
脚写字时连一横都写不直、一竖都
写歪了的时候，我惊讶地瞪大了眼

睛，完全不敢想象当时他是怎么坚
持下去的。只听他又接着讲述：“那
个时候我每天都在家里练习用脚写
一横一竖，练了几个月，直到能写得
横平竖直了才停下来。”我更是吃
惊，练习了几个月啊，那么长的时
间，换做是我的话，估计第二天就放
弃了。

当彭超哥哥讲到他摔倒在雨水
泥地中的时候，我仿佛看到了躺在瓢
泼大雨里的那个孤独无助的孩子，在
没有双臂保持平衡的状况下，尝试着
用双腿站立起来的坚毅倔强的身
影。他最后还是克服了困难，站起来
继续跑向了学校，他想要学习知识，
学成之后报答为他付出了太多太多
的父母。他在如此狼狈、无措的情况
下还能不忘初心、努力学习，那丰衣
足食、没感受过生活苦难的我们，还
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奋斗呢？我们更
应该为了自己的目标、理想去奋斗、

去追求。
彭超哥哥说，他每天都比别人起

得早，因为他要用比别人更长的时间
来完成穿衣洗脸刷牙等生活事务，其
他人起床时他就已经在教室里学习
了。不仅如此，他还花了大量的精力
学习古诗词，背诵并感受诗词中的美
好，这个好习惯值得我们学习。

彭超哥哥在面对自己的缺陷时
也有着积极乐观的心态，甚至开玩笑
般对大家说：“我今天出门不小心把
手忘在家里了，下次出门一定记得带
上。”我想，这是他化解尴尬的办法，
也是他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所以
我们都要积极阳光的面对未来。

每个人都是不完美的，彭超哥哥
的不完美是眼睛可以看到的，而我们
的不完美可能是用肉眼无法看到的。
人无完人，可彭超哥哥身上拥有太多
美好的精神品质，这些品质深深地触
动了我们，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听彭超哥哥演讲有感
廖蔓宁 市第十八中小六年级四班

做一株不向生活屈服的红梅
付尧熙 市二十五中小阳光校区五年级一班

我爱风度翩翩的菊花、爱富贵
逼人的牡丹、爱洁身自好的荷花，那
些理所应当的美丽曾让我深深着
迷。而他，犹如一朵独自绽放在角
落里残缺的寒梅，用他那傲霜斗雪
后从容淡定和历经生活磨难后依旧
绽放的笑容，让我看到了少年最应
该长成的模样。

今年暑假，妈妈给我报名了攀枝
花日报社“融媒体小记者训练营”。
我怀揣着激动的心情来到启动仪式
现场，认识了这位生长在我们身边的
传奇——无臂青年彭超哥哥。6岁时

的一场灾难夺走了他的双臂，让他成
为了一个和我们“不一样”的人。

我以为人一旦失去双臂就会痛
不欲生，放弃自己，怕被人嘲笑、怕给
父母带来麻烦、怕自己没有未来，但
彭超却坦然面对。没有手，他把脚锻
炼成了自己的另外一双手，写字、洗
漱、吃饭；他拼命读书，考上了同济大
学的研究生；他怀揣梦想，一路前行，
成为了《中国诗词大会》擂主……

有人问过他，在努力时有没有想
过放弃，他只是笑笑，回答道：“有过，
可是每当我想放弃时，我的爸爸妈妈

都在身边鼓励我前进。而且我也知
道，从我失去双臂开始，我的人生就
注定没有容易二字。”

做为一个生活里处处写满“容
易”的小学生，我们轻而易举得到父
母全部的爱，享受物质上的满足，对
待学习却又处处畏难，怕计算、怕背
诵、怕思考。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
来”。残缺是苦难，也是勋章。彭超哥
哥是我的榜样，我会学习他克服困难，
追逐梦想，努力做一株不向生活屈服的
红梅，绽放属于自己的芳华。

彭超哥哥，我们一起加油
陶芷源 市实验学校一年级七班

少年强则国强
周芊妤 市实验学校三年级四班

少年的榜样
王一朵 市凤凰小学五年级三班

彭超演讲听后感
王佳琪 市凤凰小学五年级三班

坚持不懈与勇敢地迎难而上
陶曦月 市二十五中小五年级二班

7月16日，我参加了攀枝花日报
社“融媒体小记者训练营”开营仪式，
听了全国自强模范彭超的励志演
讲。他金句频出，观众席上掌声不
断。听完彭超的演讲，感触最深的
是，人生最可怕的不是失去什么，而
是没有前进的方向。

“经常走在马路上，有人看着我并
发出惊讶的‘哇’，我想他一定有三个字
还没有说，那就是——‘你好帅’！”彭超
的开场白引起全场同学会心大笑。眼
前这名失去双臂的年轻人，用他的乐观
与坚强赢得了大家的掌声。一个小
时的演讲中，彭超金句频出，观众席
上掌声不断。

彭超今年26岁，攀枝花市米易县
人。6 岁那年的一次事故，成为他一
辈子的伤痛。因为触碰到了变电箱，
他的双臂被烧焦，死神虽然放过了
他，但他却永远失去了双臂。彭超
说，最初几个月他变得沉默寡言，甚
至想放弃生命，但舍不得日夜陪伴他
的父母。彭超说，“曾经我也无法接
受自己残缺的身体，但是不幸已经发

生了，我不得不去面对。为了父母，
我也必须活下去。”

直到有一天，他主动跟爸爸说，
想练习用脚吃饭。父母看到重新

“活”过来的彭超，嚎啕大哭。但这一
切对彭超来说真的很难，别人用手
完成的一切，他都必须用脚完成。
为了锻炼脚部力量和脚趾灵活性，
彭超每天都要练习用脚夹东西，豆
子、石头、筷子、衣架……什么东西
都夹。不知道脚上磨出了多少血
泡，尤其是冬天，不能穿袜子，脚被
冻裂，钻心地痛。彭超说，上小学一
年级时，从家到学校有 40 分钟的路
程，大都是泥泞小道，有一次雨天路
滑，他摔倒在地上，怎么也爬不起
来，大哭了一场之后，他意识到，“从
失去双臂的那一刻开始，我的人生
就没有‘容易’二字，我必须比其他
人更加努力。”

彭超挺过来了，到了小学三四年
级，他的书写能力已经跟普通人无
异，学习成绩也排名全班前列。“我是
一个没有天赋的人，所以我必须比

其他同学更加勤奋。”彭超说，同学
们玩耍的时候他在学习；同学们睡
午觉的时候他在学习。初中三年，
他每天第一个到教室开灯，就这样
夜以继日地学习，他以优异的成绩
考上了攀枝花市七中，成为一名“学
霸”。2015 年，彭超以 608 分的成绩
考入了四川大学法学院，他的成绩
比当年的一本线高出了 70 多分。
2021 年 7 月，彭超拿到了同济大学
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
本科学习期间，彭超还参加了《中国
诗词大会》，成为首位擂主。

彭超一直在努力的路上奔跑，大
学毕业两年后，他考上了同济大学法
学院的硕士研究生。彭超说，读书的
确很苦，但是如果现在不吃读书的
苦，将来就一定会吃生活的苦。没有
任何一件让你变得优秀的事情不辛
苦，“我很自豪地说，我用双脚走出了
人生之路！”

听完彭超哥哥的演讲，我收获很
多，他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今后我
会加倍努力学习。

人生最可怕的是没有前进的方向
胡靖帛 市凤凰小学四年级三班

有梦少年
李国勇 市凤凰小学四年级三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