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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杰

总有一天你会感谢热爱运动的自己
男子4×100米接力中，张文成紧握
红色的接力棒， 最后关头成功反超撞
线。小组4人聚集在终点，为胜利的一刻
欢呼。
数学与统计学院运动员张文成在
接受采访时提到配合的重要，
“
这场比
赛能赢，离不开每个人的努力，前三棒
的速度给我最后的冲刺减轻了很大的
负担。最完美的配合，最终取得了一加
一大于二的效果。在训练期间，我们充
分结合每个人的优势，可以说胜利在
预料之内。名次重要，但更多的是收
获了信任和快乐。非常希望运动可以
成为所有人健康的生活习惯，让运动
成为一种全民常态。” 数学与统计学
院张书记一直在关心着场上的赛事，
见到四人他也喜笑颜开：“
这四个小
伙子，给了全校师生一个非常满意的
答卷，他们的表现，真的非常棒！”运
动是全民的娱乐，运动场上轻松愉悦
是永恒的主题氛围。四个小伙子身上
都蓬勃着青春向上的气息，他们因为
运动而快乐，为取得的荣誉而自豪。
下午四点， 阳光半遮在观众席
台后， 男子3000米竞走项目正如火
如荼的进行着。赛后，我们对项目第
一名得主赵星进行了采访。 无论哪
种比赛， 心理素质强弱对于运动员
起着不容小觑的作用， 他说：“首先
要在赛前给自己压力。 因为知道自己
有拿第一的实力， 所以不给自己留退
路。比赛时，一定坚持自己的节奏，到中
途最累的时候确实有过一瞬放弃的想

法，但想想周围的加油声，尤其是院里、
团里这些关心我的人，又想想赛前的目
标，就渐渐克服了中途的疲惫感，有了
最后冲刺的决心与信心。” 最后他总结
了一下这次比赛：
“
以下午的状态，我对
这个成绩还是比较满意的。这要感谢从

大爷，你凭啥就火了？

“
一二三恰恰，二二三恰恰……”
在学生的围观下，枣庄学院22号宿舍
楼宿管大爷高焕专向同学们展示了
他的恰恰舞技。高大爷本来只是为了
娱乐同学，没想到被拍成视频发到网
上，在网络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成为
“
网红”，高大爷直呼：
“
没有
想到”。 在现场的同学于智远告诉记
者， 当天晚上他们一群人排练到很
晚，在大厅休息时高大爷主动和他们
聊天，在聊天中他们得知高大爷平时
喜欢跳舞，便“
起哄”让大爷来一段，
于是便有了网上的视频。
用心学习肯定有收获，这是亘古
不变的道理。 如此专业的舞姿背后，
是十七年的热爱和专注。今年五十六
岁的高大爷曾就职于枣庄矿务局，02
年矿务局倒闭后， 为了支撑起家庭，
他先后从事保险、 物业等多种工作。
一次意外，高大爷参加了社区组织的
舞蹈协 会 ， 这 一 跳 ， 便 是 十 七 年 。
高大爷告诉记者，之前他就爱好
音乐和舞蹈， 最开始接触的是交谊
舞，后来拉丁舞渐渐流行，他将注意
力转向了拉丁舞。没有老师，他就自
费购买光碟， 一点点看， 一点点学：
“
我很喜欢拉丁，所以也不觉得辛苦，
反而很快乐。” 高大爷笑着说道。
“
对
我来说，跳舞就是最好的放松方式。”
在兢兢业业的守护同学安全之余，高
大爷经常去操场或空地上练习：“舞
蹈得经常练， 只有这样身体才能记
住，才能跳的好看。”
而高大爷的专长不只是舞技，山
东快书也是手到擒来。 双腿一并，鸳
鸯板一打，高大爷端起范，好像在舞
台表演似的演绎起《张大拉学文化》。
幽默流畅的快书，吸引了不少同学驻
足观看， 并为精彩之处鼓掌喝彩。谈
到特长对自己的影响， 高大爷这样
说：“
这些小爱好填满了我的空闲时
间，让我时时刻刻有事干，日子过的
也有劲多了。”
对待工作， 高大爷也十分认真。

本着为服务学生，为学生着想的理念，
高大爷站在学生的角度思考，全心全
意的为同学们服务。下雨后大理石地
面湿滑，稍有不慎便会摔倒，他便找出
纸壳，地毯铺在上面；春季气温变化
大，宿舍楼大厅的公告板便及时更新
天气预报，提醒同学增减衣物。
“
尽我
所能的帮助大家，这让我觉得很有意
义。”说到这，大爷脸上露出了笑容。
“
这些事可能看起来不起眼，但却和同
学们的生活质量息息相关。既然做这
份工作，便要将它认真做，仔细做，用
心做。”
长久的学习让人在最普通的生
活中散发出不一样的光彩。 面对走
红， 高大爷的反应可谓有些不同寻
常： “跳舞只是个爱好， 不是为了
图名利。” 眼前的苟且没有限制高大
爷对生活之美的追求， 而他为此所
做出的努力，也不是为了他人的目光，
本心”。
而是为了
“
简单纯粹的热爱，在物欲横流的
当今社会越来越少见，仿佛从幼时开
始，爱好便和
“
利益”挂了勾——
—学乐
器是为了考级，学艺术是为了升学，读
书是为了在同学面前显能耐……潜
移默化之下，我们变得目光短浅，只能
看见眼前的蝇头小利；变得心胸狭隘，
对他人看似
“
无用”的付出嗤之以鼻。
而这些
“
特长”的最终的结局，也往往
变成一纸证书，或是一段记忆。兴趣，
不是为了使自己更疲惫，只是为了变
成更好的自己。少一些功利主义的追
求，多一些不为什么的坚持。如果只是
为了生存，一个人可以平平庸庸，一无
所长；但是，一辈子这么长，庸庸碌碌
的活着又有什么意义？
那些让我们觉得很酷， 很美好，
很耀眼的人，不仅仅是因为他们获得
了世俗意义上的某一种勋章，而是因
为他们拥有更丰富的内心，和对世界
更为强烈的探索欲。 这种个性和热
情，是非常珍贵的。
（学生记者 吴春阳）

大一一直带我训练的丁大伟师哥，还要
感谢整个竞走队的队员，可以说整个三
千赛程是他们陪我走下来的。” 用最热
爱的眼光看待，那么整个过程都是收获
与祝福。
教工组跳高比赛同样精彩。体育

学院国标舞老师戚老师， 用背跃式
跳法征服横杆。随着栏杆高度增加，
难度也开始增加。 裁判员调整高度
后， 立刻就有两位老师被淘汰。“一
米五高度成绩有效！”裁判员宣布戚
老师成功晋级下一轮比赛。 此时场

上的参赛者只剩戚老师自己。 最终
戚老师以教工乙组跳高比赛冠军结
束了这次比赛， 他的比赛成绩也被
定格在一米五五的高度上。 比赛结
束后戚老师说：“
我从小比较喜欢体
育运动， 参加工作后因为职业要求
也比较侧重身体锻炼这一方面，这
也是我能够取得不错的成绩的一个
原因。 参加这个比赛其实只是为了
交流大家的感情， 成绩倒是次要的
方面， 这种心态也让我在比赛当中
波澜不惊， 从而发挥出了自己的真
实水平。”如果运动可以使每个人都
抱着积极心态面对生活， 那么它的
意义和价值也就体现出来。
志愿者随着运动会的进度开展
着工作，贾保亭说：“虽然没有参赛，
但能为运动员做点事就感觉很值，
就有一种守护他们的使命感。”说起
这些的时候，他的话充满力量。运动
会中， 校医院的医生时刻关注参赛
运动员的状态。通过培训，每个志愿
者都熟练地掌握了针对运动员受伤
的应急处理， 力求在第一时间对出
现不适状况的运动员进行救治。“
坚
持不住就不要硬撑， 最重要的是身
体健康。”志愿者李珈润这样说。
运动是不需要坚持的。 一个热
爱运动的人， 必然是有能力把握生
活的。运动会结束了，但对活力的追
求是不应放弃的。让生活充满运动，
总有一天你会感谢热爱运动的自己。
（学生记者 段心怡 贾雨 赵越）

中国式婚恋——
—干的好VS嫁的好
履外国语学院
有学者认为， 干得好是安全与
独立，嫁得好是幸福感。二者兼顾不
仅是女性的梦想，也是男性的追求。
问题往往出在，你向“嫁得好”要独
立与安全，向“
干得好”要幸福感，结
果可能都会失望。
杨澜在1990年应聘《正大综艺》
主持人， 那是改革开放后中央电视
台第一次在社会上招聘。当时，栏目
组希望找一位纯情、善解人意、依傍
在男主持人旁做好辅助角色的女主
持人， 杨澜在选拔现场做自我介绍
时， 她说：“为什么电视上的女主持
人总是处于辅助地位？ 为什么她的
必要条件是清纯、可爱，而不是具备
独立的见解与观点呢？”杨澜的问题
让负责招聘的制片人对她留下了深
刻印象：“
这个女孩子很知性、 有个
性。”就这样，杨澜从北京外国语学
院毕业后成为主持人， 一生的轨迹
从此改变。
遗憾的是， 虽然杨澜如今已经
成长为成熟干练的杰出女性， 但她
在1990年提出的问题， 依然没有被
当下社会很好地解答。 杨澜也依然
继续着自己的追问，“
为什么招聘广
告总是要求女性多大年纪， 面容姣
好？为什么遇到成功女性，人们总是
会问‘你是如何平衡事业与家庭
的？’而成功男性就不会遇到这样的
问题？ 为什么大龄女人没有结婚被
称为‘剩女’，而大龄男人未婚则被
称为钻石王老五?”
也因此，今年的论坛，杨澜特意
邀请了诸多男性和女性嘉宾共同参
加。据悉，“
天下女人国际论坛”将联
合战略合作伙伴发出共同倡议，希
望更多的企业能够给女性更多的晋
升机会，让男女共休产假，给予母婴
哺育空间……
杨澜认为只要女性在人格上是
独立的， 那么无论是女总统还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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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主妇，同样值得尊重。无论是“嫁
得好”还是“
干得好”，只要我们尽我
们所能，不违背自己的内心，我们都
可以算作是成功的。
热播都市剧 《我的前半生》 改
编自作家亦舒的同名小说。 作者用
温婉华美的笔触， 向女性观众传达
了婚姻并不是女人的全部， 女人最
终需要经营的是自己人生的婚恋价
值观。
剧中的女主罗子君嫁了个好老
公，过上了让所有女人都羡慕、仿佛
最成功的爱情婚姻模式——
—“你赚
钱养家，我貌美如花。”但最终担心
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丈夫不仅出轨，
而且出轨的对象还是一个30多岁离
了婚带着拖油瓶的普通女人。 就这
样，生活给了她重重的一击，一个毫
无工作经验的中年弃妇被迫闯入社
会， 女主罗子君的人生从安逸到谷
底。 而后， 女主罗子君开始奋发图
强，在闺蜜和好友的鼓励和帮助下，
上演出一场逆袭故事， 又重新收获
了完美人生和爱情。
但是，艺术往往是高于生活的，
现实生活中有太多的“罗子君”们，
这类女性不一定有像剧中一般的绝
世好闺蜜和体贴入微的霸道总裁朋
友，大多数人若是遭遇生活的不幸，
能依靠的，就只有自己。这才是现实。
现在，不少父母都信奉“
干得好
不如嫁得好”的观点，但是，无数的
例子告诉我们婚姻从来不是女人的
长期饭票，那些“罗子君们”把婚姻
生活里的“安全感、和谐和幸福”当
成了“
老公的期许”。“
罗子君们”不
知道， 婚姻里最重要的其实是自由
而独立的灵魂， 不管对于男人还是
女人来说都一样。 婚姻的确需要经
营。但是比起婚姻，更需要经营的是
你自己的人生。 无论是生活还是工
作，一定不能丢失自我。

不管婚姻是不是女人命运的第
二次投胎，但是，姑娘你要知道，终
其一生，女人永远都要经营好自己。
不管你的前半生起步如毫不起眼的
微小砂砾， 还是翠绿通透的成功之
石——
—绿松石， 你需要的都是敢于
磨砺自我、忍受孤独、提升人格修养
和格局的前半生， 方能找回你最理
想的状态。
综合以上，现在看来，正如《我
的前半生》 中唐晶对相恋十年的恋
人说：“戒指很好看， 但我可以自己
买。” 你只需要给我爱情就好了，面
包我可以自己买。如今的时代，女性
更需要获得经济来源， 从而获得经
济独立， 这样让女性在家庭中的地
位得以提升， 在一份爱情中获得与
男性平等的地位，更有发言权。青春
与美貌都是暂时的， 再美丽的女人
都有年华逝去的一天。 而女人通过
自己的才华积累下来的财富却不会
流失，拥有一份赚钱的能力，便是获
得了一份保障，人的一生中，爱情是
很重要的，但不是人生的全部，是锦
上添花的一部分。 所以女性需要爱
情， 但更需要的是一份安身立命的
工作，拥有获得经济来源的能力。一
个女性要自立、自尊、自强、自爱，不
要贪图享受，要提高自身修养，要有
一技之长，离了谁都不怕。有人经常
吐槽说这是个看脸的时代， 其实女
人把自己打扮的美美的， 并非是为
了取悦谁， 更和这个看脸的时代无
关， 而是为了自己的惊喜和满足而
活。当你善于控制体重，知道自己适
合穿什么色彩和款式的衣服， 即便
在生病时也不将就， 你得到的不仅
仅是别人的赞美， 更重要的是你也
收获了争取更好生活的力量。 依靠
别人，不如依靠自己，女性更需要独
立。 （ 指导教师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潘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