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3互动2014年12月9日 星期二 编辑：任志方 美编：石岩 组版：继红 <<<<

今日
说事

编
者
按

2015年就要到了，新的一年你有哪些新的期待？站在即将过去的2014年年尾，每个人
都会习惯性地回头看看。对新一年的期待和想象就存在于过去当中，总有一两件事值得
我们铭记并带入2015年，有人收获有人失去，有人得意有人失意，但没有人会停下脚步。
在2015年，我们总希望有更好的事情发生。

在这个时间点，本报推出“写给2015年的100封信”特别互动报道，和读者朋友一起表
达对新一年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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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的“租友”

把我送到医院

徐衍东(肥城市民）

尽管几年前就查出患有“高
血糖”，因为没什么明显症状，我
一直没当回事。特别是“北漂”后，
整天忙得马不停蹄，生活更是没
规律。忽然有一天，我恶心呕吐，
开始还以为是肠道出了问题，就
去药店买了些消炎药。几天后，症
状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更加严重，
已经到了滴水不进、几乎休克的
程度。我住的是“合租房”，虽然生
活在同一屋檐下，但平时交流并
不多。

见我病成这样，“租友”们竟
如同亲人一般地关心我，联系车
辆把我护送进了医院……检查后
才知道自己是“酮症酸中毒”，是
糖尿病并发症，再拖延治疗，后果
不堪设想。在亲人赶到北京之前，

“租友”轮流在医院陪护，让我在
陌生的异乡，同样感受到了浓浓
的亲情。

如今，我放弃了继续“北漂”
的想法，在家乡开始了自己的事
业。回顾2014，北京的这段经历就
像春天，注定感动一生。感谢那些
帮助我的人，我甚至连他们的姓
名都不知道，却得到了他们无私
的关爱。因为有你，让我感悟到生
命的意义在于设身处地替人着
想，奉献爱心，温暖他人。

给即将到来的

2015写封信吧

还有二十多天我们就要告别
2014年了 ,岁末之际回首 ,有人收
获 ,有人留下遗憾 ,当然也有人过
得平平淡淡。无论如何,这一年就
要过去了。在这个时刻,本报推出

“写给2015年的100封信”特别互
动报道,向读者朋友征集稿件。

从国家大事到个人生活 ,这
一年里你的身边发生了哪些事 ,

改变着你对未来的认知和打算?

这些改变又是如何决定着你的
2015?站在2014年的尾巴上,写一封
信给2015 ,写给现在也是写给明
天,写给自己也写给别人。

你可以写给自己、写给亲人
或者写给同学、朋友、老师 ,如果
你觉得2015你的生活将更多地和
他们相关。

你也可以写给陌生人 ,写给
单位领导、所在城市市长,也可以
写给刚刚逝去的人 ,如果他们影
响着你现在的生活,你希望2015年
里他们是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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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秀英：
我在给你写信，提前向你

祝贺新年，愿你在天堂快乐。
细细算来，你我诀别229天

了。229天，我无时不在思念。
五十年来，你对我的关心、对
老娘的孝敬、对子女的抚养、
对家庭的贡献，尤其对我工
作 的 支 持 ，让 我 终 生 难 忘 。
229天，我写下八千余字的回
忆录———“难忘的妻子”和69

首思念你的诗词。这近万字
的诗文，字字都是用血和泪
写成的。我打印好了，也已装
订成册。你的88张照片，已制

作成精美相册。元旦时，我一
定带孩子们去看你，并把诗文
及相册呈上。

家中一切都好。大儿夫
妇被评为先进职工，二儿评
为优秀党员和模范安检员，
获近两千元奖金，他要用奖
金为你置办最好的饭菜，他
说，你苦了一辈子，心血都用
在他们身上了，他不会给你
丢脸。

你不用挂念我，我身体很
好。每当想你的时候，我就专
心写诗文。天冷了，家里的暖
气比去年还好，你尽管放心。

那边没有暖气，一定多穿件衣
服。大小羽绒服都送去了，收
到否？缺少什么，托梦给我，立
即送到。

两个孙女很懂事，都在争
“三好”，春节前，一定把奖状
送给你看。奖学金就不用你发
了，我会代你发放的。

你先去了，咱娘那边我就
省心了，这边的事，我一定做
好。2 0 1 5年，你争当“孝顺媳
妇”，我力争“模范老人”。娘会
给你发奖，我可没人发奖了。
代问娘好。

顺致冬安！

任凭世界纷扰，都暂与你无关

本报记者 马辉

亲亲爱爱的的女女儿儿泓泓夕夕：：
即即将将过过去去的的22001144年年，，是是你你来来到到人人

世世间间的的第第一一个个年年头头。。春春夏夏秋秋冬冬，，花花开开
花花落落，，高高楼楼大大厦厦，，车车水水马马龙龙，，常常人人眼眼中中
的的普普通通景景象象，，却却是是让让你你处处处处感感到到惊惊奇奇
的的新新大大陆陆。。而而你你的的到到来来，，也也注注定定让让过过
去去的的一一年年充充满满温温暖暖。。

22001144年年11月月1155日日，，那那是是一一个个即即使使裹裹着着
羽羽绒绒服服也也格格外外难难挨挨的的季季节节，，你你如如精精灵灵般般
呱呱呱呱坠坠地地，，降降临临到到这这美美丽丽的的人人世世间间，，正正
式式成成为为我我们们这这个个家家庭庭中中的的一一员员。。用用你你爷爷
爷爷奶奶奶奶的的话话说说，，太太久久没没有有

见见到到这这么么小小的的孩孩子子了了，，照照顾顾起起来来也也是是无无
从从下下手手。。于于是是，，花花费费不不菲菲的的月月嫂嫂，，便便成成了了
出出生生一一个个月月内内陪陪伴伴你你最最多多的的人人。。

我我们们就就这这样样手手忙忙脚脚乱乱地地呵呵护护着着
你你，，你你第第一一次次依依偎偎在在母母亲亲的的身身旁旁，，第第一一
次次吮吮吸吸乳乳汁汁，，第第一一次次大大小小便便，，第第一一次次微微
笑笑，，第第一一次次吃吃辅辅食食…………太太多多的的第第一一次次，，
就就这这样样用用手手机机或或相相机机记记录录成成永永恒恒。。

在在为为你你所所写写的的诸诸多多诗诗篇篇之之后后，，曾曾
经经更更多多关关注注自自我我诉诉求求的的年年代代宣宣告告结结
束束，，一一份份沉沉甸甸甸甸的的责责任任从从此此如如影影随随
形形。。整整个个家家庭庭的的支支出出随随着着你你的的降降临临发发
生生极极大大变变化化，，纸纸尿尿裤裤、、奶奶粉粉、、湿湿巾巾、、纸纸
巾巾等等，，成成了了每每

月月家家庭庭支支出出的的大大项项。。而而曾曾经经挚挚爱爱的的电电
影影院院极极少少去去光光顾顾了了，，烛烛光光晚晚餐餐的的二二人人
世世界界成成为为过过往往，，一一场场说说走走就就走走的的旅旅行行
也也只只能能借借着着电电视视让让思思绪绪放放飞飞。。

也也许许22001144年年是是一一个个经经济济不不景景气气的的
年年头头，，房房地地产产遭遭遇遇寒寒冬冬，，整整体体经经济济运运
行行形形势势趋趋缓缓,,但但这这一一切切暂暂时时与与你你无无关关，，
我我们们相相信信，，有有你你相相伴伴的的22001155年年注注定定充充
满满惊惊喜喜：：你你的的咿咿呀呀学学语语，，你你的的蹒蹒跚跚学学
步步，，你你充充满满灿灿烂烂的的微微笑笑，，这这些些注注定定都都
是是我我们们最最为为期期待待的的幸幸福福时时刻刻。。

2014瞬间

这是一个随时都能把自己看
到的瞬间保存下来的时代，手机
似乎变成了我们身体的一部分，
你可以传递信息，也可以保存信
息，随手拍照成了不少人的习惯。

在即将过去的一年中，你的
手机里也保存下了这一年最精彩
的时刻了吧？这里面有没有让你
记忆深刻的瞬间，把它找出来，通
过邮箱发给我们，和大家分享吧。
投稿邮箱：woxinwen@126 .com。

2014,哪些瞬间

让你记忆深刻

图片
征集

写给2015年的100封信

王世卢（临沂市民）

孟溯（济南“北漂”）

亲爱的自己：
这几天朋友圈里多了不少

关于“年关将近……”的帖子，
这才发现2014年已经匆匆走
过，新年马上就来了。你从济南
来到北京，已经第三个年头了，
一个画画的青年闯北京，的确
算不上什么有创意的“北漂故
事”。有时会想想，当初的愿望

实现了吗？原来心中所想的波
澜壮阔的生活，有没有被平淡
的日子击碎？年底的时候该总
结总结了。

2 0 1 4年对你来讲比较重
要，夏天，你从清华大学美术学
院结业后，重新回到社会，陆续
参加了几个画展，打开了艺术
生涯的大门，而且绘画作品逐
渐被外界认可，正式开启艺术
职业规划。

春播秋收的农民，恐惧天
气的转变影响作物的收成，每
每排除万难，才会有收获的喜
悦。作为年轻的艺术家，新的一
年有所期许，才会前进得更好，
交出好的作品。

展望2015，也许日子还会
继续平淡，只希望自己不要
因为走的路太长、太久，而忘
记了年轻时的期许，正如有
位先哲 所 讲 ，“ 再 伟 大 的 传

奇，铺开到整个人生，每天的
日子将变得平淡无奇。”生活
也许就是这样，而每个人都
不应该从平淡中麻木，我们
需要从平淡中找到乐趣，我
们需要这种生活的艺术。

这封信写给你，也写给一
样怀揣美好“期许”的朋友，

“2015可以平淡，但不可以平
庸”。

本报记者 孟艳 整理

22001155可可以以平平淡淡，，但但不不可可以以平平庸庸

老老妈妈，，愿愿你你每每天天有有暖暖暖暖的的笑笑容容
本报记者 韩逸

班长，亲爱的老妈:

今天下班回到家，又是八
点啦。你照例已经早早把晚饭
做好，用旧蛋糕泡沫盒子盖起
来，一看见我进家门，就慢慢把
泡沫打开，拿出还冒着热气的
鱼。我觉得，这样的我们，这么
幸福。

过去的一年听过最多的
话，就是叔叔阿姨说的，我是个

有福的小孩。2014年，你受伤的
身体慢慢恢复，一天胜过一天。
你睁开眼睛看我，你喝水，你
吃 流 食 ，你 吃 半 流 食 ，你 吃
菜。你伸手握住我的手，你双
手搂住我的脖子坐起来，你
双脚站起来，你扶着墙慢慢
走。你嫌弃我挣钱少回家晚
吃得多晒太黑，不好看不懂
事不听话，你又有力气生气
骂我。你每天晚上十点掐着表
逼着我关电脑。你还能调皮地

喊自己“年过半百的老母＂，颤
颤地走来走去，故作生气地捉
手打我。

一年前的今天，我看着全
无知觉的你，体会了什么是险
些失去。一年后，你再也尝不出
草莓的香甜螃蟹的鲜肥，却还
早晚洗手为我做羹汤。你没法
自己挠背，有时候站不稳，最担
心的不是自己哪天会摔倒，而
是将来不能为我看孩子。你每
天眼巴巴地送我出门，眼巴巴

地等我回家，不厌其烦地给我
熬药。

有时候我问自己，怎么能
让你不失望？可你还是挺失望
的，是吧？有时候我觉得没有任
何空间，觉得你烦。我想告诉
你，不能看孩子不要紧，不能干
家务不要紧，很烦很唠叨也没
关系。有你在的地方，才是家。

悦意你的笑容。也希望
2015年，你脸上每天都是暖暖
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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