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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文学院

张晶

我做云，你做月亮。

我用两只手遮盖你， 我们的屋

顶就是青碧的天空。

……

我是波浪，你是陌生的岸。

我奔流而进，进，进，笑哈哈地

撞碎在你的膝上。

世界上就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们

在什么地方。

———泰戈尔《云与波》

泰戈尔是我最喜欢的诗人，没

有之一。《云与波》 是泰戈尔《新月

集》里的一首我极为钟爱的诗。单看这

两句你会想到什么？浪漫？陪伴？爱情？

《新月集》里描绘的是天真可爱

的儿童， 用笔墨生动地刻画出了孩

子们那熠熠闪光的如天使般纯洁的

心。云与波就是那个可爱的孩子，那

月亮、那陌生的岸是母亲。这首诗对

于我的意义在于那月亮、那陌生的岸

在我心里除了母亲，只会是一个人。

我18岁那年，她26了。大我八岁

的她， 和母亲一起组成了我的全世

界。 写第一句话的时候， 我就想哭

了， 我要和你讲讲她， 讲讲她的讨

厌、她的优秀和她对我的爱。

她真的很讨厌。妈妈说，我俩就

是见不到想念，见到就吵，小的时候

就格外明显，大了也一样。最近一次

的吵架，吵得特别凶，又掐又挠，两

个人都是伤痕累累的，没有夸张，真

的胳膊上都是伤痕， 打完两个人就

冷战了起来。18岁以来，这样的场面

在家里经常发生。我难过地一直哭，

会和妈妈撒娇抱怨， 妈妈从来都让

我给她道歉，我说:我快难过死了！

妈妈说：姐姐也是。我就更难过了。

冷战的时候谁也看不惯谁，第二天，

她就出门了，我一个人在家，她都不

跟我说去哪，果然，很讨厌她。我很

难过，都是因为她。一上午，她没有

回来，下午我给她发消息，没有回。

于是打了个电话， 接通第一秒我就

挂断了。

“都不回我消息。”

“刚才没看见。”

“对不起。”

“不过你也要跟我道歉。”

“对不起。”

“你去哪了？”

……

她很讨厌对吧， 我讨厌她有时

的凶巴巴，讨厌她的阴晴不定，讨厌

她对我的一些乱七八糟的要求，讨

厌她不乖，讨厌好多，最讨厌她不理

我。我也很令人讨厌，我知道。她一

定和我讨厌她一样，讨厌我很多；也

和我最讨厌她不理我一样， 她最讨

厌我过得不好。 她把最真实的自己

毫无保留地展现给了我， 我讨厌她

的一切缺点，也爱透了她。

她真的超优秀。 她是我一直以

来的榜样，小的时候就是，长大了也

一样。 高中她考上了县里最好的高

中， 中考的时候我以她为目标也进

了那所高中。 她高考那年被严重烫

伤复读了一年，复读很难，而且那个

时候是家里最困难的时候， 我无法

想象那个时候的她压力有多大，在

一次收拾房间的时候， 我找到了她

的日记， 她用各种形式告诉自己要

努力要努力，我泣不成声。复读后的

她没有发挥正常， 最后选择上了日

照的一所专科高校。三年后，她专升

本，来到了我上的这所大学。毕业的

第一年， 她在家乡的一所私立学校

当英语教师。第二年，她报名参加了

研究生考试， 现在在西北工业大学

读研，一边读研一边工作，研究生的

学费很高，全是她一个人赚来的，一

年下来，除了自己的学费还要给我一

部分生活费，她自己所剩无几。今年

她参加了教师编考试，被分配到了乡

下工作，今天，是她新入职的第十天。

她是我最想成为的人， 也是我

最不愿意成为的人， 因为她太爱我

了，所以我很难过。

她超级爱我， 什么都会帮我准

备好， 也一直支持我的梦想， 有她

在，我的全世界才是温暖且亮堂的。

明明她可以有更好的选择， 有更好

的生活，可是，为了我，为了家，她选

择了放弃在大城市发展的机会，留

在了落后的家乡。她告诉我，家里有

她，爸妈她会照顾，我可以做一切我

想去做的事。很多人羡慕我，可我更

想她对自己好一些。 所以我必须要

成为想成为的人， 一定要独立和勇

敢，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一定要成

长到足够守护她，有一天，我也可以

让她成为公主。

我远远没有她想的那么周到，

有时候很不乖， 她一直在慢慢等我

长大。最近一直很忙，连和她打电话

的时间都很少，我很想她。今天是教

师节，我们想通一个电话，结果不是

我忙就是她忙，终究没聊几句，我知

道她一定会看，所以，我要说:我爱

你，教师节快乐，张老师。

亲爱的姐姐，教师节快乐！我已

经长大了，可以保护你，可以成为你

永远的骑士。我爱你，一直都爱。我

会守护好你的少女心，在我身边，你

可以做个孩子。

一定要多陪陪自己爱的人，也

要好好照顾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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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拒绝善行

履巨野县董官屯镇第二中学

张昌民

那天下午第二节是八一班的思

品课。 刚学过第一单元， 进度又快

些， 我便安排学生做练习， 巩固知

识。 刚布置完任务， 坐在前排的一

位女生隔着课桌递过来一条凳子：

“老师， 你坐吧！” 这举动来的有些

突然， 我顿时感到心里暖暖的， 但

我明白老师是不能坐着上课的， 哪

怕是自习课。 于是说： “不用坐。”

我有些不知所措地看着那女生怯生

生地将凳子放回去。 我突然感到非

常后悔： 即使不坐， 也应接过来；

即使不接， 也应说声谢谢。 现在，

大家都在安静地自习着， 一时想补

救也没机会了。 我想， 必须寻个机

会向该生说声谢谢， 以表明我已接

受她的善行。 我不能再伤害一颗善

心了。

六七年前， 我也曾做过一件类

似的事， 伤害过一颗稚嫩而善良的

心。直到现在都让我耿耿于怀。

那是一个田野飘香的金秋。我

在地里等着旋耕机耕地。 旋耕机作

业的附近是一大片苹果园。 红彤彤

的果子挂满枝头， 散发出诱人的芳

香。 一个七八岁的小姑娘趴在果园

边树荫里的小凳子上写作业。 我看

清了那是徐菲菲， 是果园主人的外

甥女。 我女儿和她是同学， 常提起

她，自然，我对她颇熟悉了。她爸爸

前两年病逝了，母亲改了嫁，她只好

跟着姥爷姥娘生活。小姑娘很懂事，

看样子现在是给她姥爷看果园了。

旋耕机耕完一块地， 司机从车

上下来， 快步向果园走去。 他走到

果园边， 伸手就摘果子。 小姑娘慌

忙站起来， 冲着司机喊： “俺姥爷

让我看着呢， 他回来会嚷我！” 就

在小姑娘的呼喊中， 司机已拽下两

个苹果， 转身回来了。 我刚才还替

小姑娘着急， 面对近乎强盗的行

为， 猜想她可能要叫骂了， 没想到

她只是如此而已。 我感到小姑娘真

懂事： 不阻止吧， 自己有责任； 阻

止吧， 人家只是解解口渴。

司机登上旋耕机又作业去了。

我坐在地头， 仍在回味着刚才发生

的一切。“你吃个苹果吧!”我抬头一

看，小姑娘就站在我面前，手里拿着

个大红苹果，正伸向我，两只大眼睛

闪着光芒。“我———我不吃———我不

吃苹果。”说不清是由于太突然还是

太感动，我只能说出这些话。只见小

姑娘慢慢垂下拿着苹果的小手，眼

中的光芒也渐渐退去了，转回身，慢

慢地回去了。

望着她弱小的身影， 我的心难

过起来。我虽没有恶意，但我很可能

已伤害到小姑娘， 伤害了那颗稚嫩

而善良的心。

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日子里，小

姑娘那慢慢垂下的拿着苹果的小

手，那消失了光芒的眼神，那失望而

归的身影， 总是不时的浮现在我眼

前。我常常想：孩子们原本善良，他

们的心中都有一颗善良的种子，需

要我们细心地培育，方能生根发芽。

我们的世界也才能因此变得更加光

明起来。 对他们的哪怕一个小小的

善行，我们都要热情地接纳，真诚地

赞赏。而不能是拒绝！

告别过往，努力向前

履 2019外国语专业

赵俊华

2019年6月8号，高考结束，我的

高中生活画上了句号， 同样也意味

着十二年学习生涯的结束。 无论结

果怎样，至少过程开心。虽有遗憾，

不曾后悔，如此安好！

三年前的我一度认为， 我变成

了自己最讨厌的样子。 但是如今我

可以说，现在的我是最好的我。在严

格的教育体制管理之下， 没有那么

多课外活动，而且总是考试，抱怨烈

日下跑操， 期待着遥遥无期的体育

课。但是，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

还是愿意以这样的方式度过我的高

中生活。

有人说， 高中是一个黑暗的时

期，但对我来说并不是这样，其中的

确有着失落和无助， 我曾经失望但

是我不曾放弃。 有那么多人愿意帮

助我， 我也在他们的帮助下变成更

好的自己，对此，我心怀感激。我看

似枯燥平淡的生活总是能透进一丝

微光。我们都过度重视高考，但是在

其中又把高考过度神话， 以至于当

它来临时， 我们并没有觉得有什么

特别，甚至过于平庸。

是的，高考对于我而言，并没有

给我留下特别的感受， 它好像是高

三状态下的一次月考。想象着:以后

的我仍然会五点半起床，打扫宿舍，

草率地在餐厅吃一点早饭， 便急急

忙忙赶去教室背政史地主观题、背

文言文、做英语阅读训练；我仍然会

在做语文文言文时圈划重点实词，

仍害怕语文老师讲解提问时一问三

不知的状态， 好像答错我会一直站

着……我仍然会在课前去提醒老师

上课， 会在黑板上板书老师布置的

学习任务。 可是我的这些想象都不

会再实现， 没有人再会为我讲解

2019全国卷一； 我也不用害怕语文

老师的提问； 课代表的职务也正式

退休了。

十二年学习生活是什么? 是仲

夏的风，是初冬的雪，是昏昏欲睡的

小晨读，是一次次的考试，是一次次

失望后的坚持。它不关乎利，不关乎

益， 它是一个没有私心杂念只是纯

粹的为了远方奋斗的故事。

我用完了那么多笔芯， 提高了

自己的书写，读了一些书，认识到了

自己的优势； 我能在困的时候主动

到教室后面站着，克服了懦怯，不再

以不喜欢学习为借口逃避现实；我

能明知山有虎，却向虎山行，学会取

舍……我放弃了一些曾经看来无比

重要的事情， 认识了那么多善良而

热情的人;我拥有简单的快乐，有时

因为语文老师在作文上的一句评

语、 笔记本上的留言或者历史老师

的一个“好”，打招呼时的一个笑高

兴好久好久。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

单纯坚定而又快乐。

有了这些，这十二年的时间也算

是没有白白浪费。这样想来也算充实。

我听见很多人说， 也有很多人

对我说:高考完了就解放了。哪里有

什么解放呢? 这只不过是一段征程

的结束，也是新征程的开始。生活还

在继续， 路还很长。 好像上帝的捉

弄，曾经豪气万丈信誓旦旦，都化为

了过眼云烟飘然而去。到最后，好像

总会有些缺憾，但又好像，一切都是

最好的安排。

喜欢枣庄学院微信公众号中录

取查询快捷键后面的红色“祝”字，

收获学校的满满善意， 对于枣院好

感不断增加。 最终查询到被枣庄学

院日语专业录取， 成为了正式的栆

仁， 那一刻的我是开心的同时心又

是稳稳的。对于日语，我可以算是新

手小白，对于日语专业完全没概念。

可是我又深深地期待着， 期待着在

枣院的学习生活， 期待着未曾谋面

的朋友们； 期待着我与日语的一次

次邂逅……

未来的日子里， 要为了心中那

个一直坚持的梦想而学会坚持、学

会果断拒绝各种各样的诱惑。 哪怕

一个人重复无聊的日子， 苦嚼寂寞

与冷清。也要相信自己，不断激励自

己，即使最后坚持的没有兑现，我也

可以坦然面对， 全心全意付出后的

坦荡， 至少比轻言放弃的后悔幸福

得多。

我希望努力靠近梦想、 希望一

直往前、义无反顾。我希望能成为更

好的人，哪怕这过程很辛苦，哪怕结

局也不太好，但极其热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