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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新年的时光同行
廖华玲
凛冽的寒风刮不走心中的温暖，纷纷的
雪花装扮着年末的盛典，鲜红的日历迫不及
待地翻开了新年时光。
“天地转，光阴迫”，等
不得一声旧岁飞逝的叹息，新年的脚步就已
轻轻地迈进岁月的年轮。有过浮生若梦，有
过静泊尘心，然而初绽的梅香唤醒了冬眠的
心灵，
张开双臂深深地呼吸着清新而鲜润的
空气，一扫阴霾的忧愁，心底一轮红日冉冉
升起：
你好，新年！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新年，是时光的一
个新的里程碑，因为人们的心境是新的，所
以万物皆新：山是新的，水是新的，风是新
的，云是新的，街头所有静止或流动的风景
全是新的。吐故纳新，这是自然界不可更替

的规律，新陈代谢，这是人类社会不可违背
，隆冬蜡梅报寒
的法则。
“偶见梅花觉已春”
时，春的脚步也就近了，大自然的天籁将再
次响起：
冰封的小溪又会弹奏潺潺悦耳的音
符，南飞的燕子又会归来在浅浅的绿色里呢
喃，
“一岁一枯荣”
，沉寂的小草再次踏上生
命的旅程，
和那些从梦中醒来的缤纷花儿一
起装扮大地。岁月之河奔流不息，
滚滚向前，
大自然已在新年的扉页上动情地描绘，我们
欣赏赞美，
是为了与之共生共存。
新年的第一缕阳光，与平常一样明媚，
只因为我们追寻和期待，它便是如诗如画的
希望……人生路漫漫，携着憧憬上路，让自
己沐浴在阳光下，一切阴影都无路可逃。凝

视岁首，我们年复一年书写历史、延续人类
的文明，如同树木年轮环环增生蕴含的生命
密码。面对新年，遵从自然，无需感叹“春光
易逝人易老”
，
而荣辱沉浮更是身外之物。
书写新年时光，春天我们就要绽放自己
的绚丽，夏天我们就要燃烧生命的激情,秋
天来了，我们就会有丰硕的收获.这收获不
仅仅是荣誉、成功、金钱、幸福，也有忧伤、失
败、
挫折、怨恨。这所有的所有都是我们弥足
珍贵的财富，在寒冬里将其悉心封藏，酿造
出一坛醇香的美酒。窗外雪花飘飘，屋内炉
火跳跳，
一人独酌，或邀三五好友，细细品味
人生的千况百味：我们很努力，我们很优秀，
我们都有花开的时候，只是有时候，我们需

要等待，等待花开！我相信，在新年的时光
里，一定会定格许多精彩的光影，散发生命
的芳香。
岁月，无情地在我们额头上雕刻，留下
日益老去的印记。借着一缕新年的曙光，把
心中的阴影照亮：活着，就要“人过留名，雁
过留声”，以一种波涛起伏的曲线记录人生
的轨迹。融进时光，生命不管卑微与高贵，快
乐也好，失意也罢，清晰也好，混沌也罢，每
个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与新年对话，书写生
活的篇章，留下岁月的痕迹，去温暖，去记
忆。
让我们以新年的姿态，与时光同行，挥
洒激情，书写幸福。

点赞之交
翟杰
个给点的赞，所以我记得特别清
对于布衣之交、生死之交、忘年
“嗨！我这人
楚。”小林搔搔后脑勺：
之交、酒肉之交……想必你都不会
‘见圈就赞’，当时真没注意你发的
陌生，但对于“点赞之交”不知你有
是什么内容……”
何感想？
有一朋友，
在公司做人事主管。
在微信普及的今天，各种“圈”
有次聊天，他对我说：
“你知道吗，我
应运而生，同时也催生了“赞”的发
们招聘有一个秘诀！”
展。
他都会要
原来，
在面试结束后，
我身边的朋友几乎都有自己的
求应聘者打开手机的朋友圈。一来
微信朋友圈. 前几年在他们的“鼓
可以看看对方近两年来发的东西是
动”
下，
我也加入了此行列。一开始，
否正能量，从中大概可看出一个人
我的朋友圈里只有十几位亲戚朋
的心态；二来可以看看发的朋友圈
友，后来人数逐渐多了起来，有同
是否被很多人点赞或评论，因此能
行，有驴友，有编辑，有文学爱好者
……那天闲翻手机，忽然发现微友
知道这个人的人脉资源以及受关注
顿觉一惊。
的程度。
已达数百人，
我有些佩服朋友的聪明，但是
一页页地滑动屏幕，许多名字
我跟他说，被点赞的数量与为人处
竟然没一丁点印象了。何时添加？谁
主动加的？加完之后聊过没有？要不
世真的没什么关系，用此种标准去
未免偏颇。
衡量一个人的交际，
要发个信息试试对方知不知道我是
前几天，
孩子参加一个活动，需
谁？
会不会早就把我拉黑了？一连串
为了能取得较为
不停地冒出来。
要“集赞”
。没办法，
问号如泉水一样，
靠前的排名，我只好在朋友圈里发
将此心情编成一条信息，又配
不到半小
了一条“求赞”
信息。结果，
了张图片，发在了朋友圈。不多时，
时，集得了两百多个赞。我很清楚，
有人开始点赞了。逐一看过，有邻
，这种
这个数量没有任何“含金量”
居，有同学，有同事，还有几个不熟
方式也只不过是主办方为了扩大影
悉的人。出于好奇，发去一条消息表
响而采用的小伎俩，但看着满满的
示感谢，当然更多的是试探对方的
“赞”，内心还是浮起了一丝小小的
“真面目”
。一来二去，终于明白，原
虚荣，尽管里面有三分之一的朋友
来对方纯粹是为了给我点赞。
属于“点赞之交”
，不过那又有什么
那天出门，遇到几年不见的邻
关系呢，好歹也让自己有个开心的
居小林。他问起我女儿是不是该上
“前几天我
理由啊。
小学了。我深感诧异，说：
点赞之交，
是好呢还是不好呢？
不是刚在朋友圈发过一条去参加孩
谁能说清楚呢？
子家长会的消息吗？对，当时你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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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小兰

满街的新气象
骆骏
党的 十 九 大 向 全 世 界 庄 严
宣 告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进 入 了
新 时 代 。我感 觉 我 们 安亭 镇 在 新
时 代 中 ，新 气 象 正 一 步 步 显 现 出
来。
走在马路上，我不知不觉地发
现崭新的橘黄色新公交车多了起
来。我经常乘坐嘉定 116 路或嘉定
112 路公交车，陈旧的浅蓝色公交
车越来越少。新车宽敞明亮，座位
由原来 25 个增加到 30 个，座位间
感觉更舒适。
距比原先略大，
马路两旁人行道边的标语牌
上，增添了新的内容：
“ 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墨玉路泽普
路交叉路口，交警和协管员们专心
致志地指挥着来往车辆和行人。当
一位阿婆无意闯红灯时，交警很有
礼貌地劝说，阿婆顺从地退了回
来。
黄渡菜市场通过改造，面貌焕
然一新。菜场西边昔日人车拥挤不
堪的罗家村路，如今车管车，人管
人，各行其道，井然有序，司机停车
也按照规定自觉执行。罗家村路两
边重建的人行道，比马路高出约十
厘米，铺上了灰色地砖，走在上面

十分惬意，下雨天也不怕滑。附近
随意摆放的菜摊也已不见了踪影。
人行道旁的围墙曾经大片剥落，现
在也已重新粉刷一新，平整光滑。
我所居住的春盛苑，保安值班
认真负责，居民进出自觉刷卡，各
种车辆进出有序，宣传画廊定期更
新。在小区桂建明义务服务站内，
大家自觉遵守规章制度，怀着对志
愿者的感激之情享受免费理发。
新时代带来新气象，只要 留
心，每个人周围，都会有新气象出
现。

赚了 10 年

为师的幸福

朱超群

张辉祥

想写文章，
我一直有个文学梦，
想出书，想当作家，可是，我在国企
有时
上班，每天的工作排得满满的，
根本
回家，包里还有做不完的工作，
无法静心写作。
无法认真看书，
我十分苦恼，难道我的这个愿
望非要到退休以后才能实现吗？谁
知道机会来了，
10 年前，公司出台
了带薪待退休制度。我办了手续，
决定做自己喜欢的事。
待退以后，我在 5 年内，把 30
多年来写的旧作打印成电子版，先
后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随笔
计 5 部。接着，
在全国
集和诗歌集，
各地刊物和报纸上，一边发表作品，
一边集少成多，到第 10 年，又陆续
传
出版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随笔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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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5 部。10 年中，
记文学，
总计出版
个人专著 10 部，计 200 多万字；还
在全国网络上征文，主编小说散文
和诗歌集等 12 部，计 230 多万字。
自己满意和反响比较好的，有中短
散文随笔集《人
篇小说集《同学梦》，
文情缘》，主编文集《文笔精华——
—
第二届
“中国龙文学奖”征文小说散
我加入
文诗歌作品选集》等。为此，
了梦寐以求的上海市作家协会。
工资收入
我扪心自问，
待退后，
经济收入没有提
减少很多；
创作上，
高；但精神财富，却够用一辈子了。
本来我想退休后做的事，由于公司
的政策，我提前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这岂不等于让我白赚了 10 年的时
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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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老师，我向你请教一个问
题。”这是驻外销售人员打来的电
话。每当接到这样的电话，我心里都
是美滋滋的，自己传授的知识，别人
能够接受并认真去实践，这是一件
多么有意义和快乐的事啊！
老师的爱，同母爱一样也是伟
大而无私的。母亲总是默默操劳，企
盼子女“成龙成凤”；而老师则任劳
任怨，毫无保留地把知识传授给自
己的学生，希冀“青出于蓝而胜于
蓝”
“长江后浪推前浪”。
，
我曾有机会当一名老师。那是
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的第一年，为
扩充师资力量，我报考某小学的数
学老师，经过笔试、面试，最终被录
用,但最后被企业领导劝住没去。许

多同事也不太理解，为什么好端端
的销售经理不当，非要去教书育人？
虽然我的教师梦最终没有圆成，但
情结始终未变。
随着公司的不断发展壮大，公
司安排我定期给大家讲解企业文
化、营销技巧、安全知识等课程。站
在公司教室里，望着一张张已不年
轻但充满求知欲的面孔，我把所学
所知悉心倾授。在公司、厂区，每当
听到一声声“张老师”的招呼声，让
我比吃了蜜还甜。年终聚会时，公司
“张老
部分驻外人员总会过来敬酒：
师，感谢你教了我们。”
那份情意，常
令我感动不已。
“老师”这个称呼，对我来说，意
味着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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