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年高考， 阿音考砸了， 被
调剂进了一所普通大学读专科。
她闷在家里， 不敢出门， 生怕别
人问她考得如何。

父亲说， 姑姑打工的地方在
沿海城市， 他建议阿音去姑姑那
里散散心。 父亲话说得漂亮， 其
实就是送她去当暑期工呗。 反正
阿音在家里待着也是憋屈， 索性
答应了。

那天， 父亲带着阿音坐着火
车去找姑姑， 那是父女俩第一次
出远门， 出门前， 父亲把钱分成
两份， 自己一份， 阿音一份， 让
阿音母亲将他俩各自的钱取出大
部分缝进内衣里， 又在上衣内侧
缝了个口袋， 将剩下的小部分零
花钱装到里面去。

到了车站， 候车时， 父亲低
声嘱咐阿音， 出门在外， 啥人都
有， 还是提防点儿好， 少和陌生
人交谈， 更不能吃喝别人送的东
西。 如果两人一旦走散， 一定要
求助警察帮忙， 不要轻信陌生人
的话， 跟陌生人走。 列车上阿音
比父亲警觉性还高， 有时父亲和
对坐的旅客交流几句， 阿音便悄
悄用手从背后拽父亲上衣， 提醒
他少说话， 以防被骗。

坐了六个多小时火车， 到了
目的地， 姑姑来接站， 父亲把阿
音交给姑姑后， 便坐车返回了 。
阿音被安排在组装车间， 和姑姑

的车间相隔不
远 ， 阿音所在的车间都是年轻
人， 她们来自全国各地， 大多是
初中毕业出来打工的 ， 有 的 初
中 都 没 读 完 ， 但 她 们 已 经 是
“老江湖 ” 了 ， 小小年纪走南
闯北 ， 去过很多城市打过工 ，
妥 妥 的 社 会 人 。 阿 音 和 她 们
比 起 来 真 是 小 学 生 ， 原 来 学
校外的世界精彩又无奈。

车间一个云南来的小姑娘 ，
刚出来打工时才15岁， 第一次打
工就被骗了， 人贩子打着招工名
义将她骗上了车， 要将她卖到山
区给人当媳妇， 幸亏她机灵， 一
路装傻， 趁人贩子放松了警惕，
自己逃了出来。

还有一个小姑娘， 在一家个
体饭店打工， 足足干了一年， 工
资都被黑心老板克扣。 每天听工
友闲聊， 阿音了解到了不少社会
黑暗面， 也增长了社会阅历， 而
且各地方言也能听个大概， 有时
还能说上几句。

阿音才干了几天便打退堂鼓
了， 整天加班加点实在太累了，
她让姑姑送她回家， 姑姑说， 暑
期工必须干够两个月， 否则工资
不发， 而且还扣介绍人工资。 听
到此话， 阿音怕连累姑姑， 只好
硬着头皮一天天熬。 一个月后，
她适应了下来， 一直干到临近大
学开学， 她才被姑姑送回家。

知 道 挣 钱
不易的阿音 ， 成了 “小财迷 ”，
大学开学时， 她要自己去学校报
到， 不让家人送， 这样可以省下
一笔车费， 学校比她打工的地方
只多两小时车程， 到站就有学校
的车接， 自己已经混过 “社会”
了， 练就火眼金睛， 阿音让父母
只管放心便是。

那天 ， 父亲将阿音送上火
车， 阿音独自提着行李， 背着背
包挤上了火车。 到站时， 一眼便
看到学校的学长学姐举着学校大
牌子接站， 到了学校办完入学手
续， 辅导员第一堂班会上便让阿
音当临时班长， 后来还推荐她去
了学生会工作。

两年后， 阿音专升本， “官
职” 也升为学生会主席， 最后获
得了留校的机会。 一次， 她问辅
导员， 为何入学时让她当班长，
辅导员说 ， 因为班里那么多学
生， 只有她是独自来报到， 而且
外省份的学生来了， 她也能听懂
他们的方言，帮了辅导员不少忙。

没想到18岁那年夏天， 阿音
的打工经历为自己埋下了 “金种
子”， 让自己一开学便比普通同
学成熟懂事， 脱颖而出， 在后来
的学习中更懂得吃苦奋进， 成就
了后来更好的自己。 我和我的祖国

□□刘刘根根旺旺

山花也烂漫

上世纪80年代， 我上小学
三年级， 我哥上高中， 哥哥爱
听收音机播放的刘兰芳讲的评
书 《杨家将》， 爱向我和姐姐
复述评书里的故事， 我和姐也
因此爱上了听评书， 中午我们
一放学就往家里跑， 回家后立
马打开收音机。 我 哥 爱 借 小
说看 ， 我也偷着看哥借的小
说， 哥尝试着写小说， 我也做
起了当作家的梦。 上初一， 元
旦节汇演， 我编了一个好几百
字的相声， 让两个同学当着全
班表演， 不少同学笑得前仰后
合， 我的语文老师很感动也很
伤感： “这是能在全国获奖的
作品啊！ 可惜我们国家没有设
这方面的奖项！” 后来我还编
了14页的小说。 一个学期里，
我的4篇文章被老师当做班级
学习的范文， 老师多次称赞我
是未来的大作家。

上县重点高中， 高三语文
老师把语文课上得有声有色，
娓娓动听， 尤其是他给我们分
析了很多党报杂文， 让我们班
的同学们越来越觉得写杂文、
评论并不可怕， 只要努力， 我
们也行， 读杂文很快成为我的
生活习惯。

因为我的老师们大都敬业
爱业， 安贫乐道， 我受他们影
响， 也选择了上师专。 1996年
8月 ， 我在贫困山区的家乡 ，
任 初 中 老 师 。 1996年 11月 ，
《教育报》 用了我一篇900字的
文章， 稿费10元， 我业余写作
的信心更足了。 后来， 我买了
电脑， 再加上学校电脑， 我在
网上学习写作、 网上投稿， 后
来 ， 还学会了用手机写稿投
稿， 这些都大大提高了我的写
作效率以及发表率。

2011年 ， 我 进 入 小 学 任
教， 2014年冬， 我在网上浏览
报纸时， 发现很多报纸每周都

有刊登学生作文的专版， 我开
始努力辅导学生们写作文， 并
向这些报社推荐学生优秀的作
文。 从2015年7月至今 ， 学生
们在这些报刊上发表了25篇作
文， 好多文章还配有小作者的
照片， 有两篇作文还在全市的
征文比赛中获了奖， 奖品各价
值1000多元。 也因此， 在这些
山区孩子的心中， 种下了写作
的种子。

以前， 贫困山区的孩子们
发表文章， 只是个传说 ， 现
在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 同
事们和老百姓都扬眉吐气， 他
们认为我们贫困山区的孩子一
点儿也不笨， 孩子们学习的热
情更高涨了。 好多学生家长都
再三叮嘱自己的孩子， “刘老
师上课， 你一定要认真配合，
说不定你也是当作家的材料
呢！” 这些话语听起来既现实
又朴实。

这几十年， 国家为山区孩
子们的成才， 给予了大力的投
入 ， 给予了多方面的优惠政
策， 山区孩子们遇上了最好的
时代，他们就像山花一样，灿烂
地盛开着。 现在正是他们芬芳
的好时代， 孩子们都在朝着自
己的理想阔步前进。 因为有了
追求， 所以充实， 因为有了成
功，所以快乐，因为不断超越，
所以精彩。向我的老师们致敬，
向中国教育致敬， 向我们日新
月异进步的好时代致敬！

■家庭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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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

老照片吗？ 您身边发生过感
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 您和
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
吗？ 如果有， 那就用笔写下
来，给我们投稿吧。

投稿要求如下：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

为由头， 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
事。 可以是今天的故事， 也可以
是昨天的故事 （每篇1至4张照片
均可， 800字左右， 请注明您的
真实身份）。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
间发生的事情， 表达工人阶级的
互助情感 （每篇800字左右， 要
照片）。

工会岁月———以照片为由
头 ， 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
（以一个故事为主， 800字左右，
有1至3张相关图片）。

青春岁月———讲出 您 青 年
时的小故事 并 附 相 关图片。 每
篇 500字左右 ，署名可尊重您的
要求 。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 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

人是社会动物， 都需要朋
友 。 人人都知道朋友的重要
性， 可是要交到真正的朋友却
很不容易 。 美学家朱光潜说 ，
交友是一件寻常事， 人人都有
朋友 ， 交友却也不是一件易
事， 很少人有真正的朋友。 势
利之交固容易破裂， 就是道义
之交也有时不免闹意气之争 。
王安石与司马光、 苏轼、 程颢
诸人在政治和学术上的倾轧便
是好例 。 他们各个都是好人 ，
彼此互有相当的友谊， 而结果
闹成和世俗人一般的翻云覆
雨。 交道之难， 从此可见。

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样交
朋友呢？ 朱光潜在《谈交友》中
说，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就会
得到什么样的朋友。 你拿一分
真心待人， 人也就会拿一分真
心待你。 不但在情感方面如此，
在性格方面也都是如此。 如果
你我在性灵上有高低， 我高就
须感化你， 把你提高到同样水
准； 你高也是如此， 否则友谊
就难成立。 《谈交友》 是朱光

潜写给青年的一封信， 选自其
所著的 《给青年的十二封信》。
本书是美学大师朱光潜的成名
作， 是写给青年朋友关于人生
问题的解答书。

《给青年的十二封信 》 以
有中学文化程度的青年为对
象， 并没有指定某一收信人的
姓名 ， 只要是中学程度的青
年， 谁都可以是收信人， 谁都
应该读一读这十二封信。 朱光
潜针对青年们所正在关心或应
该关心的事项 ， 比如读书 、活
动、静处、社会运动、作文、恋爱
……提出了诸多诚恳而有益的
意见。 他的宗旨就是劝青年眼
光要深沉，要从根本上做功夫，
要顾到自己， 勿随了世俗图近
利。 无论在哪一封信上，字里行
间，都可看出这忠告来。 对于现
代青年的毛病，朱光潜曾说“太
贪容易，太浮浅粗疏，太不能深
入，太不能耐苦”。 青年为国家
社会的生力军， 如果不从根本
上培养能力，一味地急功近利，
国家社会还有什么希望可言。

本书的每一封信， 都饱含
着朱光潜对青年的谆谆期望 ，
直到今天， 我们仍然能在其中
找到共鸣。 原因在于， 有些问
题始终存在， 并不会因为科技
的进步而消失。 譬如读书， 青
年时期， 要想成长就得努力读
书， 可是很多人却以时间紧张
为由， 不愿意多读书。 对此，朱
光潜在 《谈读书 》中说道 ，你能
否在课外读书， 不是你有没有
时间的问题， 而是你有没有决
心的问题。 世间有许多人比你
忙得多。 许多人的学问都在忙
中做成的。 为了使论点具有说
服力， 朱光潜以富兰克林和孙
中山为例， 谈到他们是怎样挤
时间读书的。 同时， 朱光潜还
谈到了应该读哪些书， 以及怎

么读书等 。 如果我们如法炮
制， 必能享受到读书之乐趣。

再如人生， 也常常让人迷
茫。 在《谈人生与我》中，朱光潜
谈到自己有两种看待人生的方
法 ：“一是把自己摆在前台 ，与
世界一切人和物一块玩把戏 ；
二是把自己摆在后台， 袖手看
旁人在那儿装腔作势。”看待人
生的角度不同， 自然眼中的世
界就大相径庭。朱光潜认为，这
个世界之所以美满， 就在于有
缺陷，就有希望的机会，有想象
的田地。 换句话说， 世界有缺
陷，可能性才大。人生不必过于
追求完美， 因为有悲剧才能算
人生 ， 你偏想把它一笔勾销 ，
不说你勾销不去， 就是勾销去
了， 人生反而更索然寡趣。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彭忠富

关于人生问题的解答书
———读朱光潜 《给青年的十二封信》

社社会会在在
大大学学在在

前
后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