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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备战高考的高三学生来信

再长的路，一步一步总会到达
蒋涵 （莱阳高三学生）

亲爱的你：
不知道收到这封信的时

候，你会身在何方。在这个元
旦的夜晚，18岁的我正提笔为
你写这样的一封信。

时光如林间响箭般飞逝，
2015年，我将迎来我的高考。
说这个时候的我不迷茫，那是
假的；说我没有压力，那也是
假的。我曾充满豪情壮志地将
高考总分700分以上的目标认

真地写在纸上，贴在教室的墙
上。这个目标将是我余下这一
百五十多个日日夜夜最最亲
密的伙伴。

2014年，我有无数成长的
烦恼，一颗敏感多疑的心总是
被一些琐事困扰，成绩波动也
一直很大，最近接连几次测试
成绩都不理想。新的一年，我
希望有新的气象，我希望抛却
那些无谓的杂念，单纯地坚守
着自己的梦想，轻装上阵；我
希望自己能多一些包容，用一

颗善良的心对待周围的人；我
希望自己能开朗一些，与所有
的人和谐相处；我希望自己可
以沉稳一些，严格要求自己；
我希望自己无论有多苦有多
累，都不要放弃自己的理想。

我记得高中入学时排名
一百开外的我，是如何杀进级
部前十，杀进奥林匹克班，那
是凭借了一种强大的信念和
顽强的毅力，那是拥有青春的
人身上最最鲜明的标签。我想
做一个永远拥有青春的人，无

论何时都决不放弃，勇于攀登
的人。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你会说，看，那时的我多么有朝
气。你会开心地笑，我并没有辜
负18岁的自己，而不是撇着嘴
皱着眉说，那时的我太天真。

2015年，我要让自己和身
边的人见证一个奇迹。再长的
路，一步一步总会到达；再短
的路，不迈开双腿也无法抵
达。我只愿把握一点一滴，守
候自己的花开。

“高三党”们，老师有话要说：

放放宽宽心心，，把把斗斗志志保保持持到到最最后后
本报记者 张泰来
见习记者 王晓莹 时培磊

高三学子目前正处于什么
样的状态，又该如何应对150多
天之后的高考呢？山师附中的
两位高三班主任讲述了他们身
边的高三故事。

“这段时间正值一轮复习
的最后阶段，与刚进入高三时
的干劲儿十足不同，现在有些
学生可能会比较疲惫。”高三
二十三班班主任孙逵说。由于
一轮复习是在半年中将三年
的知识梳理一遍的过程，许多
学生经过努力后，并没有取得
预期的成效，在心理上可能会
产生迷茫或有所倦怠。

“实际上，二轮复习结束
后，到了三四月份，不少学生
的成绩会有质的飞跃。”高三
十四班班主任孙腾飞让学生
放宽心。为了鼓舞士气，元旦
放假前，高三全体学生参加了
学校组织的成人仪式。活动结
束后，同学们的精神面貌发生
了很大的变化。

“参加完成人仪式后，同学
们似乎又回到了高三刚开学时
斗志昂扬的状态。”孙腾飞说，
当时有许多学生积极发言，家
长也纷纷为孩子们送上了祝福
与鼓励，“学生们也感动得哭成
了一片，互相加油打气。”

而身处高三的孩子，面临
着人生中重大的转折，纷纷将
学习放到了第一位。“现在的
学生最大的不同就是更有自

己的个性，只要道理想通了，
他们便会自发自主地学习。”
孙腾飞说。孙奎也表示，现在
的高三生在遇到问题时，会积
极寻求老师的帮助，努力将自
己调整至最好的状态。

“之前曾有学生来找我倾
诉苦恼，他们在高三这种关键
时刻对异性产生了好感，不知
道该如何处理。”孙腾飞说，一
方面，孩子懂得，正处冲击阶
段的他们，不该产生青春的情
愫；然而另一方面，又难以控
制爱慕的情感。“而我能给他
们提供的只能是安慰，如何解
决还需学生自主处理。身为教
师，无法强迫学生做出选择。”

在纠结中，一位学生做出了
“当断则断”的选择，告别早恋
后，两人成绩均有了快速提升。

“但也有学生成绩相近，在相互
勉励下成绩不降反升，最终考入
大学以后‘有情人终成眷属’。”
孙奎老师举了一个正面的例子。
但无论如何，对高三党而言，学
习仍是2015年度的重中之重。

而对于家有高三党的家
长来说，做好孩子的后盾至关
重要。“家长一定要调整好心
态，对孩子表现出关怀和信
心，但既不能太过紧张，又不
能不闻不问。”孙腾飞建议道。

“学生本身要力争做到不骄
不躁，面临不懂的问题一定要及
时解决。要相信一轮复习是关
键，而二轮复习则是提高的过
程，只要调节好心态，就可以发
挥出最好的自己。”孙奎说。

为了大学生活

拼了！

时光邮局的

那些平凡经典

时光邮局“三行信”持续征集
啦！这段时间我们已经接到了读者
朋友们通过微博、邮箱投来的信
件。本报从中挑选出了其中的精华,

和大家一起分享。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酝酿了许

久却又一直没有机会说出的话。哪
怕只是三言两语,短短的三行,也可
以诉说情怀。简短的文字写下的不
是热闹的浮夸 ,而是多少年之后都
不会过时的话。投稿邮箱:woxinwen
@126 .com。

爱，是一张返乡的车票，
枕着它，我酣然入梦，
母亲，却彻夜难眠。

——— 济宁（任广彬）

时间都去哪儿了？
孙子上大学了，孙女上高中

了，时间都给他们带走了。
当吵你心烦的孙子、孙女远走

高飞时，
家里干净了，不吵了，但却孤

独了！
——— 孙立娟（东营 胜利油田

70岁老人）

我能想到最头疼的事，就是相亲。
每到年末，我有些忧愁，不愿

回家。
不是不想念亲人，而是怕催

婚。
——— 王中波（菏泽）

自以为未来从大学校园走出
的自己会多么耀眼和华丽。

如今，我却成了自己讨厌的
人———

时常感到迷茫，没有让父母骄
傲的薪酬。

“我毕业后把你们接过来住”
成了不敢启齿的话。

——— 郭金凤（烟台）

你问过我，心动是什么感觉，我
说：就是看见你笑我就会很幸福。

你甜甜地笑了，我知道你以为
我在开玩笑。

但我说的是真的，看见你笑我
就会很幸福。

——— 姜鹏（淄博）

看着你们的白发慢慢地爬满
头，

看着以前被别人夸着“年轻
人”的爸爸变成小老头，

心里真不是个滋味。
——— 高彩红（临沂 沂南）
本报记者 张泰来 整理

“作为一名高三学子，迈入
2015年的门槛，着实令人又紧张又
期待，自然我知道自己的梦想———
它又何尝不是每个文科生的梦
呢？——— 是的，也许你已然明了，北
大，每个学子心中的圣殿。我知道，
也许对我来说，这不是一场轻松的
冲刺，也许更是一场攻坚战。”

这是从莱州高三学生张文昕给
我们的时光邮局来信中摘取的片
段，几天来，我们陆续收到了像张文
昕一样的“高三党”寄来的信，透过
这些质朴真诚的文字，我们看到的
是高三学生自信、昂扬的精神面貌。

枣庄张文卓把努力的方向放
在了北京、上海的大学，“人大、复
旦、同济、上海财经”。相信“9个月
后，我会站在北京的街头，或上海
的街头，青春飞扬。”

同学们不但表明了自己的理
想，而且坚信自己一定能做到，做
好了吃苦受累的准备，“为了大学
生活，拼了。”

肥城的刘佳琦同学更是借用
海子的诗对为理想拼搏的决心做
了诗意的表达。

“为了最朴素的生活和最遥远
的梦想，即便明日天寒地冻，路遥
马亡。”“成功更自信，挫败亦坚强，
奋斗吧！”

本报记者 张泰来 见习
记者 王晓莹 时培磊

时光邮局·给梦想一点时间

有一个群体名叫“高三党”，它的成员没有固定的数目，却牵动着亿万家长的心，因为它的成员
全是即将参加高考的高三学子。为了即将迎来的人生第一次大考，他们起早贪黑，辛苦忙碌的程度
一点不亚于成年人。他们有冲刺的激情，也有遭遇挫折的苦闷、烦忧，还有青春期萌动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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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成礼（济南打工者）
采访地点：街头

我没有多大的愿望，新的一年吃饱喝饱，过年回家和儿女
们见一见面就满足了。

我今年61岁了，来济南打工好多年，和妻子靠收购废品生
活。我老家是临沂沂蒙山区的，因为家里四口人只有二亩地，
山区又经常缺水，生活很贫困。后来商量后，我们一家人索性
都出来打工了，我觉得能够填饱肚子，吃上点好东西，日子就
很好了。

我有两个孩子，一儿一女，现在都在湖北，靠卖煎饼过活，
我平时很想他们，因为生计，一年顶多回家过年见一次。我的
孙子今年都3岁多了，孙女快一岁了，见他们的机会少，孙子对
我很生疏。

家里老母亲已经84岁了，家里的弟弟照顾着她。我们所有
的地都交给弟弟来种，六亩地他一个人能忙得来，生活也不至
于太贫困。 本报见习记者 时培磊 王晓莹

面对镜头写下梦想（1）：

过年回家和儿女见一面就满足了

张勇（郓城一中高三教师）

亲爱的同学们：
高三了，看你们一个个埋头苦读的身影，我真不忍

心打扰。写一封信给你们，也给我自己。
从你们的青春里穿行而过，我感受到你们的朝气，

更感受到了纯净的情感：节日里精心准备的小卡片、全
班学生加班加点折叠的幸运星……在平凡的岗位上，
细细品味着来自你们点点滴滴的回应。

2014年暑假结束开学，原来班级学生全部打乱，这
就意味着我要接手一个新的班级，而且这个班级即将
参加2015年的高考。金秋时节，我却开始了新的耕耘。
面对你们，我心生忧愁，我能带好你们吗？你们认可我
吗……带着几多忧愁我走马上任了。

和现在任何一个高三学生一样，你们压力很大，每
天要应付来自各科的卷子、作业。静下心读一本书，对
你们来说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开学三个月，我给你们推
荐了三本书《城南旧事》《呼兰河传》《小王子》。再次问
起，读了几本了，稀稀拉拉的声音响起，两本，一本，还
没读……孩子们，当你们毕业了，回想高三一年，记忆
里全是试卷的模样，而没有一本让自己心生欢喜的书，
那该是多么的遗憾和悲凉的事情。

孩子们，勇敢前行吧，有我和书陪伴着你们，
未来我们不惧风雨。


刘 成 礼
的梦想。
本 报 见
习 记 者
时 培 磊
王 晓 莹

摄

张勇和学生们的合影。（读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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