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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
说事

点
题

在新年这样重要的时间节点我们能感受到一种仪式感，这种仪式感提醒我们回头
看，直面自我，审视内心，寻找前行的力量；向前看，重新定位自己，振作精神，和过去告
别。一个人想明白过去就知道明天应该从哪里出发，我们对自己有多少期待，就会对2015
年有多少期待。

一位80后乡村教师写给自己和同行的信：

要要让让孩孩子子们们相相信信，，我我们们是是可可信信赖赖的的

奶奶离开的日子

我成长了很多

静静(网友）

亲爱的奶奶：
不知道您在天堂过得好不

好？但是我知道您一定很想我，就
像我很想您一样。2015年就要到
了，我终于鼓起勇气来给您写信，
其实很多次我想写写一些关于您
的文章，但是未提笔却已泣不成
声。

时间总是悄无声息地流逝，
马上新的一年就要到来，而您离
开我已经三年多了，可我还是如
此地思念着您，也因为一些事久
久不能释怀。

大一的开学典礼对我来说是
灰色的，因为您已经离开了。当家
里传来您逝去的消息时，我受到
了很大的打击，因为我还没有对
您说对不起……

高中毕业的那年暑假，年少
不懂事的我不应该在您病重的时
候还忙着“应酬”。高考的顺利让
我变得任性和没心没肺，经常和
同学出去一玩就是一整天，爸爸
让我多陪陪您，可我只是敷衍了
事，在一边玩手机……过去的种
种都让我愧疚难当，我知道您从
来就没有怪过我，只是给我上了
最宝贵的一课，让我体会到什么
叫“子欲养而亲不在”，从而能更
加珍惜身边爱我的人和我爱的
人。

奶奶，我现在已经快要毕业
了，在您离开的日子里我成长了
很多。现在的我会替您好好照顾
爷爷，为爸爸分忧，不和妈妈顶
嘴，您就放心吧！我会好好吃饭，
好好睡觉，好好照顾自己的！

希望您在天堂可以无忧无
虑，快乐幸福！

下期
点题

壹点APP

亲爱的80后教师们：
你们好。这封写给2015年

的信，是写给你们，也是写给
自己，因为自己也是一名80后
教师。每年的年终岁尾，都要
写一些总结和计划，但真正能
唤起我们前行力量的，还是发
自内心深处写下的文字。

对于2015年我想说，不管
是现在还是将来的工作中，要
给学生带去人生积极的信念
和理想。工作在教育的最基
层，扎根在乡村的田野，我们
一定要让乡村的校园开出最
美的花，让乡村的土地结出最
饱满的果实。因为这就是教育
的使命，就是我们每一位80后
教师的信仰和价值。农村正处

在新一轮大变革中，涉世未深
的青少年，他们的人生观，需
要我们积极引导和干预，要让
他们树立起改变人生，改变家
园的远大理想和信念，而不是
稀里糊涂混个毕业证书。

我们要让乡村的叔叔大
婶、大爷大婶，看到我们的努
力，要让他们相信，教育可以
改变人生，改变生活。我们要
让他们迷惘的眼睛绽放出光
芒，要让他们粗糙的双手创造
出幸福的人生。让他们相信：
我们是可信赖的。

每天奔波，不只是为了房
贷和车子。说我们是城里人，
可白天我们是在农村学校工
作；说我们是农村人，可晚上

我们在城里休息、购物。有人
说，上班路上，想着中午饭；
下班路上，想着晚上饭，一天
混个三顿饭。戏谑的嘲笑，不
明确的身份，让我们颇感尴
尬。所以，我希望自己能真正
踏踏实实做人，安安心心工
作。不要怕自己付出的多，谁
又知道花儿绽放的前夜流下
的泪。

我们还要给社会传递正
能量。我们是年轻的一代，儿
时课本上也说我们是跨世纪
的一代。上世纪90年代我们在
田野里打滚，在红瓦房里学习

“a、o、e”。今天，我们也要接过
老师手中的接力棒，把我们的
正能量传递给社会。

写给2015年的100封信·期待

王传胜（本报记者）

亲爱的老爸：
今年7月，你确诊为肺癌中

晚期，这对我们家来说，是一个
沉重的打击。但是，癌症其实并
不可怕，最重要的是保持一个
好的心态，改变以往不好的生
活方式，慢慢调理，就能控制住
病情。

有一次，你休班来聊城，我
和弟弟带你去医院检查，拍了
胸片，大夫透过X光片上一大

片阴影判断，可能情况不是很
好，让你住院做进一步检查。我
预感不好，才强留你住了院。接
下来是一项项检查，等待结果
的日子是那么难熬，既希望能
排除癌症，也纠结着如果确诊
怎么办。不幸的是，还是等来了
最坏的结果：肺癌中晚期，失去
了最佳手术时机。

当时，我和弟弟感觉天要
塌了，瞒着你悄悄跑到济南，一
天时间里马不停蹄跑了四家最
好的医院，寄希望能有好的治

疗办法，得到的却是跟聊城医
院一样的结论。

我们又跑到北京一家专业
的肿瘤医院，重新做了各项检
查，最后的结论也是做化疗，没
有其他好办法。

书上说，癌症其实就是一
种慢性病，跟高血压、糖尿病一
样，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可怕，
需要慢慢调理。世界卫生组织
已经宣布，三分之一的癌症可
以预防，三分之一可以治愈，三
分之一可以与癌共存。这就意

味着，只要用科学的方式来对
待癌症，放弃过度治疗，慢慢调
理身心，就有很大的希望能控
制住病情，并能够慢慢好起来。

如今，已过去了五个月，你
做完了四个疗程的化疗，现在
精神状态不错，看上去根本不
像病人。刚刚过去的11月12日，
我的女儿、你的孙女出世了。希
望你在2015年，能继续保持现
在的状态，慢慢控制住病情，慢
慢好起来，等着孙女叫你一声
爷爷。

患癌的老爸，愿你能好起来

老朋友，找个好人嫁了吧
陈莹（本报记者）

亲爱的菲，你好:

如果将往来的电子邮件
排除在外的话，很多年没有写
信了，久得好像比我们相识的
时间还要长。算一算，我们相
识已经12年了。在彼此有限的
生命里，这也是一个相当长的
时间了。

我想，如果不是 2 0天前，
在万达开业的当天，我破天
荒地去凑热闹，我们也许还
不会再见面。那是我们时隔4

年后的再见面。虽然在一个
城市，可城市里的人早已经

习惯很久不见。
其实，虽然这些年没见，

但我也知道离婚后的你，遇到
了一个比自己小五岁的男人，
因为他先后出轨，你断然地离
开了他。也知道，后来你又找
到了一个男人，结局……因为
你又遇到了另一个人。

这个人，是在我问你“什
么时候结婚”的时候，你很淡
然地说出来的。是的，很淡，甚
至你说的时候，筷子在面前的
豆腐块里挑挑拣拣。

“他比我大12岁。”我能说，
你又一次用云淡风轻给了我
一次波澜壮阔。我甚至不知道

接下来的话在哪里落脚，才不
会将这场饭局改变走向。

我已经记不清是什么时
候了，你说，“他结婚了，孩子
已经半岁了，我们一直没有联
系。”

我读懂了这句“没有联
系”背后的很多探听、关注。

菲，你知道吗，那一刻，
我想骂你，也很自责。其实，
在你们离婚后的很多年里，
我曾数次提起，找个机会让
你们重新复合。你总是拒绝，
理由总是：我离开了，就不想
走回头路。

在这些年里，我将生活的

关注交到了刚出生的孩子身
上，工作上，生病的母亲身上，
却将朋友丢下了。

也许进入了四字头的年
岁，遇到纯粹的爱情是件比去
火星还难的事。可1977年发射
的“旅行者一号”都要飞出太
阳系呢。

2015年马上就要到了。我
的孩子上小学了，工作顺了，
母亲去日本找到了根治的药。
我有心意来关注你的爱情生
活了。还是那句话，失去的既
然找不回来了，身边的也不是
适合的，那就鼓起勇气，再找
个好男人，嫁了！

还有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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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你熟悉的亲人朋友师
长，你也可以写给和你生活工作
发生过交集的其他人。譬如作为
市民，你可以写给和你经常打交
道的居委会、政府部门、并不熟识
的公务人员，2015年你想对他们
说些什么？

如果你是一位经常和职能部
门、执法人员打交道的商人、个体
户，你也可以把信写给他们。或者
你也可以写给单位领导、所在城
市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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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信可以一并附上和信件内
容相关的照片，我们将配上一起
刊发。

投稿方式:
1 .关注本报微信公众平台投

稿,或者微博@齐鲁晚报
2 .加入“今日说事”QQ群,群

号:392120875
3 .发送到邮箱 :woxinwen@

126 .com

2015写封信给

和你有交集的人吧

欢迎给您的信配上图片

刘冲（郯城乡村教师）

约好的毕业五年见，明年来吗？
杨淑君(本报记者)

亲爱的207宿舍的死党们：
2014年又匆匆从年头走到了年尾，自从

毕业各奔东西，至今已经进入了第七个年
头，说好毕业后五年再相聚，2015年你们会来
吗？

十年前，我们在一个叫做“大学”的地方
相聚。还记得，入学的第一天，我们还操着各
种口音，第二天一早，齐刷刷都成了一个语
调，也许这就是缘分；也记得，每天晚上熄灯
后的“卧谈会”，一会儿笑声一片，一会儿

“嘘”声迭起，一会儿便是鼾声一片，也许这
就是默契。忘不了，有谁生病时，大家嘘寒问
暖的问候和细致入微的照顾；那时我们常

说，上辈子大家都扭断了脖子才有这相聚在
一起的四年……

可是，四年转眼过去，我们都毕业了。习惯
了大家在一起的温暖，还未来得及诉说离别的
不舍，就已被对未来的恐惧和担忧占据。

找到工作了，结婚了，生娃了……毕业
后，网络带来彼此的消息，可是说好的毕业
五年后要相聚呢?生活编织成一个网，将我们
网在里面，也许整日在忙着票子、房子、车
子、孩子。说好的毕业五年后再见面，可是如
今马上到了第七年，也许很快第二个五年都
要过去……我们能不能暂时停下来，再聚到
一起，不是来比谁工作更好、收入更高，而是
来回味一下那段单纯美好的时光，重温一下
旧时记忆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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