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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那么大，我也想看看
□李燕

欢迎你，二宝
□高绪丽

焦灼等待肾源

今年学科有个交流名额。大
家坐在会议室里，一阵沉默。

习惯了一个地方，人往往不
愿意变动，觉得未知的东西总是
让人有一种紧张感。

一个刚刚结婚，低头沉默不
语。一个孩子刚刚上学，需要照
顾。但，总得有人去。一个同事
说：“我去吧。”我看了看她，说：

“你孩子太小了，算了，还是我去
吧，我孩子大了，也没啥后顾之
忧。”

那位同事还在跟我争：“李
老师，还是我去吧。”看她严肃的
样子，我开了个玩笑说：“现在都
在讲‘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
看’，我也想出去看看。”

虽然填了表格，但心里仍然
不是很踏实。让我最终下决心的
是我在假期看到的一个故事，这
个故事深深触动和启发了我。

故事是这样的：济南有一位
102岁的老奶奶李爱贞，在97岁
时，在儿女的陪伴下去了趟泰
山，自己拄着拐棍从中天门走到
了十八盘，引得不少外国朋友与

她合影留念，她说：“趁年轻我得
多出去逛逛啊。”

她90多岁还说自己年轻，那
我40多岁岂不是还非常年轻？！
现在时代发展这么快，两天不上
网，小孩子们说什么你都会听不
懂，作为整天和年轻人打交道的
我们这些老师，又怎能不及时学
习，不及时更新自己呢？——— 无
论是知识还是思维方式。现在正
好有这样一个交流制度，因此我
觉得不但对学生对学校有利，对
老师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
发展机会。

接手之前，我大体知道将要教
的这些学生和我原学校的学生有
很大的不同，因此我工作的重点应
该也要发生很大的变化。

但教起来我发现，情况比我
预想的还复杂一点。即使是好学
生，也和我们那好学生的特点不
一样。总体来说，这些学生他们
更愿意展示自己，表现自己，主
动性、思想性更强，同学间关系
的表达方式也不一样。我尽量试
着靠近他们，设计了更多互动和

学生参与环节，活动中有不少惊
喜。有的学生平时貌不惊人，但
辩论起来却妙语连珠，大放异
彩。

在讲《偶像与自我》的时候，
我还放手让学生自己去做PPT。
看了几个班制作的PPT，我心里
暗自庆幸：幸亏我没有自以为是
地闭门造车，而是让学生做。因
为他们所熟知和追的明星，我
竟然一个也不知道！而我们成人
眼里的那些明星，可能很多他
们连听都没听过，又何来说服
力呢？

付出得多，热爱得就多。让学
生去思考，去展示。人都不喜欢束
缚，都希望张扬自己的个性，实现
自己的价值。那我们老师，尤其是
新时代的老师，为什么不给予这些
年轻人一个机会呢？！

我们当老师的应该庆幸，我
们能够一直和一群年轻人，和这
样一些最有创造力、最有创新精
神的年轻人在一起，是我们职业
的幸福，我们又怎能固步自封，
落后于他们呢？

如果要在即将过去的2016
前面加一个词语，我希望可以
是，温柔的。

就在这一年，我再一次经历
了怀孕与生子，生下了我们家的
第二个宝贝。那一天，当我听到
产房里的医生告诉我说，孩子很
健康时，我如释重负。十个月的
艰辛与期待，十个月的呵护与陪
伴，那一刻，还有什么能比这个
答案更让人欣喜若狂。

阳光透过窗户很温柔地泻
在大床上，大宝小心翼翼地握着
婴孩的小手，高兴地对我说，“妈
妈，我刚出生的时候也是这么可
爱吗？”我微笑着点点头。看着两
个宝贝相似的眉眼，我相信上天
是温柔的，因为它给了我最好的

礼物。
还记得在年初，我还给自己

定了新的规划，身边有许多人都
已经换了更大的房子，买了新车
子，我要拼命工作、拼命赚钱，我
要改变现有的生活。就在我忙得
昏天黑地的时候，我忽然发现自
己怀孕了。

在医院里，医生告诫我，长
时间的黑白颠倒导致我贫血严
重，要想保住胎儿，就要作息有
规律，不能太劳累。是拼命赚钱
还是要孩子？我很难做出选择。

我不动声色地回到了乡下
老家。母亲正手拿着一把黄色的
小米在喂小鸡仔，看见我回来
了，她的脸上堆满了笑，她说她
要给我做我最爱喝的手擀面。眼

下正是春种，父亲还在果园里忙
活。村子里像父亲这般年纪的是
种庄稼的主力，他们虽然已经两
鬓斑白，但注定要与土地打一辈
子的交道。我看着在一旁择韭菜
的母亲，我冷不丁地问了一句，

“妈妈，你可有后悔生了我们几
个？”母亲瞪了我一眼，“哪有后
悔，我还庆幸把你们都给生了下
来，即使再多的钱也抵不过我们
一家人和和睦睦。”

回城里的路上，我就下定决
心。大宝乖巧可爱，先生爱我如初，
生活于我已经很美好，要知足常
乐，既然上天又赐予我一个宝贝，
我又有何理由不好好地迎接他？

于是，2016年的年末，我与
先生，儿女双全。

□宫潇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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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九月应该是暑假之后既激
动又失落的开学季，但是2016年的九
月份历史好像被篡改了。那时我还在
为上学期期末班级第一的成绩而沾沾
自喜，可当我看到写着“尿毒症”的诊
断通知书时，世界顿时天崩地裂。我甚
至一度认为生命就到此为止了。我知
道它有多严重，只是我才16岁，不甘心
丢下希望和梦想，就这么白白死去。

在我的坚持下，妈妈同意我暂时继
续上学，毕竟和同学们在一起，我的心情
会开朗一些。我一边上学，一边不时跑去
济南，找合适的肾源，做各种配型。

后来妈妈实在不放心我继续带病上
学，坚持要我到济南住院治疗。这是我第
一次请长假，离开的那个晚上，同桌把我
送到校门口，哭得稀里哗啦。终于要离开
这个曾经痛恨得“咬牙切齿”的学校，但
是心里却是浓浓的不舍，以往的挑灯夜
读终将变成回忆，过去这里的是是非非
也会变成人生阅历上的寥寥几笔。

医院里的每一天都过得极其无
聊，原来天天安逸得吃了睡的生活是
如此的不充实。病房里的人们茶余饭
后会坐在一起拉呱，然后感叹我怎么
会小小年纪得了这么严重的病。

我感到多年前的医院恐惧症又复
发了。我无聊又害怕，情绪变得暴躁，
莫名的脾气常常发向无辜的人。我发
疯一样每天不厌其烦地问妈妈，什么
时候可以上学去。她的回答总是千篇
一律的“等你病好了”。可是谁也不知
道什么时候能等到肾源。

可是，我珍贵的青春不能这样迷
迷糊糊地过去，我找来了课本，躺在病
床上自学，有时候打着吊瓶还可以看
好几个素材。我想跟同学们一起高考。
我会走得很慢，但是我不能落下。

渐渐，我发现学习的渠道不仅仅是
学校，不打针的时候我会坐公交车去新
华书店挑几本书，经常在路边买杂志回
来看。我看到手术之后的人们一个接着
一个精神焕发地出院了，他们对我说别
担心，你会恢复得更好。这时，我才感觉
到，生活其实也没这么糟。

或许，它会成为我人生著作中璀
璨的一笔，多年以后回眸，我会对自己
说：Hey！姑娘，多大的挫折都挺过来
了，这点挫折算什么？

单位停产，孩子逆反
□刘曰章

一年马上就要过去了，而我的2016
呢？如果实实在在让我盘点一下的话，
对应命题说明中所说的黯然神伤或许
是最为恰当的。

去岁年末，单位经济效益出现严重
下滑态势，回天乏力的局面恐怕要长期
维持下去。作为一名职工，不管有多少
美好的愿望都不得不重新面对，原有的
看似一片光明的口袋钱途，不得不就此
止步，需要再另眼审视。

房贷、生活消费、孩子艺考、行事为
人等所有的年计划全部被打乱，对本来
就不十分宽裕的家庭收支来说无异于
雪上加霜，日子一天比一天紧巴，掰着
手指头过日子的窘境频频出现。

最为头疼的是上高三的孩子逆反心
理严重，对文化课没有一丝兴趣。不上学
没有前途，可上又咋进行下去？实在没有
办法的情况下，给孩子报了艺考班，仅学
费一项就价格不菲，再加上学校的学费还
要照常缴纳，屈指可数的那点工资让人愁
眉不展。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咬咬牙硬撑
下去。好在孩子对艺考课程还算有些兴
趣，老师管得也比较紧，总算是放点心了，
但明年的高考文化课还是一个愁字。

前不久单位停产，职工放假，没有效
益就没有工资，只有可怜巴巴的一点生活
费。怎么办？真不知啥时候是个头。不知我
的2016到底是怎么了，不顺总是时时相伴，
黯然神伤日甚，真不知何时能解脱出来。

明年是鸡年，鸡的谐音字不是“吉”
吗？许个愿，盼着单位好一点，个人收入
多一点，盼望好运降临吧！

2016

“总分371分”，我喃喃自语。

多少？371分？我使劲揉了揉
眼睛，又看了一遍手机，对！371
分！我不敢相信，退出查询页面，
重新输入身份证号码、登录密
码、验证码，没错，是我的名字、
我的考号，总分是371分！

371分，我低分通过了司法
考试！泪水夺眶而出。我怕同事
看见，快步走进洗手间，洗了把
脸，暗暗在心中大声呐喊——— 我
通过司法考试了！

“三十而立,四十不惑”，我都
四十岁了，还这么容易激动？

激动吧！呐喊吧！纵然已经
四十岁又怎样！四十岁、非法本、
第三次参加司法考试，我通过
了！我会记住2016年，记住9月25
日17:30，司法考试结束的铃声响
起后，心中淡淡的忧伤，自己觉
得三年的努力可能又化为泡影；
我会记住11月22日上午8时，司
法考试公布成绩，低分飘过后那
份感动自己的喜悦；我更会记住
参加司法考试的这3年，我的坚
持、我的付出，家人、朋友和领
导、同事的鼓励。

司法考试是残酷的，通过
了，一切努力都那么有意义，怎
么说都不为过；失败了，一切努
力皆为泡影，怎么说都没有意
义。不过我知道，2016年“意外”
胜利的背后是“默默”的坚持。

这三年，我的脑子里不时
都会蹦出一句话：要不，算了？
毕竟，你不再年轻；毕竟，你是
专科毕业、自学考试本科，理论
功底有点差；毕竟，忙碌的工作
注定你不可能参加脱产学习，
还有妻子、孩子、父母等诸多事
务需要你去处理；况且，在省直
机关工作的你，这个证书并不
是必需的。但每一次我都告诉
自己：不能算了！司考没有不通
过的人，有的只是放弃的人，说
放弃我就输了。既然选择，我就
要走下去。

司考这三年，我的工作异常
繁重，近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出
差，每当任务完成后同事们出去
转转、喝场小酒庆贺时，我则在
房间看书、做题；上班路上、出差
途中都是在1 . 5倍音速听老师讲
课；暑假、寒假是妻子带孩子旅
游，春节回家看望父母我还带着

司考书抽空看几眼……我这是
在装，装用功、假积极吗？不是，
因为作为在职考生，作为有家、
有孩子、有工作的考生来讲，如
果“不装”、不“坚持”，哪有时间
去学习！

回想这三年，我也遇到了
错题连篇后几近绝望的自卑，
也因为工作任务重、没时间学
习几次想放弃，也曾对自己说

“何必难为自己呢”！放弃真的
很简单，书一合、手一摊就行，
而坚持真的很难。但当我看到
妻子一早起来忙忙碌碌准备早
餐时，当我看到儿子想让我陪
他出去走走欲言又止时，当我
推掉同事、朋友盛情邀请他们
没有责备时，我就继续听课、做
题、备考。

我不是一个聪明的人，但
我坚持了三年，我成功了！想想
这段经历，我忍不住要哭，但我
更会开心地笑，因为司考锻炼
了我的心智，让我知道“意外”
胜利的背后是“默默”的坚
持！

感谢2016年！让我收获成
功！

第三次参考，我终于通过了司法考试
□辘轳


	B0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