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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家族几辈人
中大都以教育为职业，我的爸爸妈妈也不
例外，而爷爷更是站了一辈子讲台，家人都
希望我能“继承祖业”。常记得那次家族聚
会，当时每位小辈都要讲出自己的理想，他
们或是当教师，或是成学者，都有发扬家族
传统之意。到我了，我站起来，看到家人希
冀的目光，略带迟疑却仍喊出“男儿当死于
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我看到大家眼
神都变了，那目光里有着费解、嘲讽……但
唯独无赞许之意，气氛很尴尬。后来不知谁
说了句童言无忌，气氛才缓和下来。此后，
我在亲朋眼里成为了一个异类，父母也不
时对我进行“思想教育”，像什么“你不是从
军的料子，搞科研当学者教授才是正道”之
类的话时常响起。

但我真的要“黙守祖道”？为了理想，为

何我不能去走一条创新之路！
我时常在网上看到“走别人的路，让别

人无路可走”之类的“箴言”，这些论调似乎
很符合当今社会金钱化、功利化的趋势，虽
然走别人走过的路很舒适很安全，但舒适
的产物是保守，而保守的后面是消亡！唯有
不断创新才能柳暗花明。

每个人都应选择自己的道路，都应去
走一条创新之路，世间一切完美的事物，无
不是创新的结果。或者创新，或者消亡，尤
其是在技术推动型的今天，再也没有比成
功消失得更快的了，若不是创新，成功消失
之后，必将是自身的消亡。我时常想，父母
可能是对的，在这样的家族背景下，“从文”
或许是条不错的选择，但一个家族的人总
是“从文”真的好吗？祖辈积累的“宝贵经
验”陈陈相因，即使最初是大放光华的，最

后可能免不了黯然失色；先辈是一流，而我
沦为末流。如今，父母的责骂、教育，仍未能
挽回我这颗“浪子之心”，我仍心系边陲，渴
望从军报国，“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弓”那
苍凉之美仍吸引着我，“大漠孤烟直，长河
落日圆”的辽阔意境仍使我的心为之陶醉，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回”的军
旅豪情，越发使我向往。

若我再回到当年的宴会上，我会毫不
犹豫地再次喊出那句话，哪怕亲朋加倍嘲
讽，哪怕往后艰难挣扎，去喝一口一口失业
和穷困的苦水，但我决不会后悔，因为我至
少走过一条创新之路。

走自己的路，哪怕路途坎坷，风雨交
加；走自己的路，哪怕世人的嘲讽，亲人的
不解；走自己的路，走一条创新之路，让别
人说去吧！

◆励志

走 自 己 的 路
武冈二中高二546班 黄孟楷

在这个书香浓郁的九月，
我们以那活力、奔放、热情，还
有积极向上的态度面对他人。
但是，刚回归校园，那活蹦乱
跳的心还未收回。这时，何不
按照往年的惯例观看一年一
集的《开学第一课》呢？我想这
是个好主意。话不多说，我迫
不及待地打开电视，然后目不
转睛地盯着屏幕，一口气把

《开学第一课》看完。
汉 字 是 中 华 文 明 的 瑰

宝，更是人们从古至今进行
沟通的重要手段。自商朝起，
就出现了我国最早的文字
——甲骨文。正是这种刻在龟
甲或者兽骨上的文字，开启了
我国文字与语言发展的繁荣
广博之路，也是因为它，经过
漫长的改革后，形成了今天的
汉字。汉字对我们的影响是不
可比拟的，汉字赋予了我们崭
新的灵魂，众所周知，汉字不
是僵硬的符号，而是有着独特
性格的精灵。汉字实在太美
了，它由横、竖、撇、捺、点、勾、
提、折等笔画构成，具有形体
美、意蕴美、哲理美的特点。鲁
迅先生曾说过，文字有一大内
在美，那就是意义美。看到

“光”这个字，便会感到四周
到处都是闪闪发光的。而望
见“云”这个字，你便会觉得
自己飘飘欲仙有腾云驾雾飞
上天空之感。

在一个个书法家的笔下，
汉字更是各式各样，或是浩瀚
如海，或是挺拔如峰，一个个
都有一种智慧，带你走进一个
想象的天地。这些美丽而富有
魅力的文字，拥有无限的色
彩、无限的声音、无限的气味，
这样的汉字怎能不诱发调动
这些文字的情绪呢？

汉字，是世界上最难学的
文字，每一个字的笔画、读音意
义都各不相同，每一个汉字都
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但也
是紧密相连的。比如字与字之
间又组织了词语、成语，词与词

之间又造成了完整的句子，所
以汉字是完整的，又是独立的。

汉字不仅是中国的汉字，
也是全世界的汉字。在《开学
第一课》中，来自美国的嘉宾
汉字叔叔我记忆极为深刻，他
是个名副其实的汉字狂，整整
45 年的汉字学习生涯中，即
使当生命受到死亡的威胁时，
时间是那么有限，那么转瞬即
逝，仍废寝忘食，拼命学习中
国汉字。他说：“我爱汉字，更
爱中国，即使付出所有，也依
然无悔。”是啊！即使种族不
同、样貌不同、语言不同，但我
们与他们有着共同的信仰
——为汉字传播无悔付出！

以前的我，对于汉语，其
实并无很大的热情，还一度认
为学汉字轻而易举。但是当我
看到汉字叔叔的所作所为后，
羞愧之情溢于言表——关于
汉字的演变过程以及历史事
件，作为国人的我了解得却是
那么的少之又少。我想，在汉字
这门学科中，我应多欣赏古时
书法、对联以及印章，在欣赏的
过程中提高审美水平，在这基
础上对其深入理解，加强汉字
积累，感受古人的思维方式。希
望有朝一日，我也能代表国人
向世界传播汉字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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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自习，夜有种别样的静谧。
白炽灯习惯失眠。堆得小山似

的课堂作业，只等课代表搬去教室
分发，小心进，小心出，谁也不敢惊
醒办公桌旁打盹的人。

他们管他叫老马。
开学的情景似在昨日。“他……

班主任？不说看起来能做我爷爷，
一米五的个子，一百八十斤，走路不
用滚的？”“哈哈哈……”

事实是这走路该“滚”的老师军
训时帮他的学生扫了整片公共区，
陪学生走完了三十公里野营拉练
路。而我也是在后来才知道他在这
所重点高中有些名气：上届他带的
班一个学生在校园商店消费十二块
钱，打卡的时候被店家改了数字刷
走了一百一十元，小女孩哭着来向
他求助，他拉起她就直奔商店评理。

“你很牛是吗？我花了三十万
就能买了你的命信不信？”

“来啊，教了一辈子的书我怕
你！”……

处理的结果叫人满意，学校取
消了黑心店家承包商店的资格，退
了他学生一百一十钱，那十一元再
到刷卡机上重刷。而他，同人家对
骂了大半个小时，后来小抽屉里存
了好多的金嗓子喉片，再后来强撑
的化学课似唱戏般滑稽。

他和学生不存在距离。
难得一次月假我回去看他，他

正找人谈话：“单亲家庭，是不容易，
可不能封闭自己，路是难行，可人还
总要再走下去，看老马我，每天活得
多开心。”他一咧嘴，露出缺了门牙
的笑容，隔着一定的距离，我猛然发
觉他头上多出大面积雪白。

不觉这是母亲患癌症过世的第
十一年。想起他说那时的他只觉天
昏地暗，无从挣扎。可他终究继续
在讲台上站了下来。当父亲，兼母
亲，他和学生说他能数出我有多少
双袜子，多少套秋冬校服。

待重组家庭，抱着比我小十来
岁的弟弟玩耍，却因为自己的年龄
与外表的巨大反差被外人视作带

“孙子”。
“下次再带小儿子出去，一定要

在他身上贴个便条‘这是我儿子’！”
他耍耍头做出生气的模样，学生又
笑得前仰后翻。

“老师，青丝成白鬓！”
“发如雪！”
他似乎是个天生的乐天派，只

是这几年也不可避免的头发全白
了，他那不常倾诉，什么都自己承担
的固执脾性，偶尔对母亲所留物件
的发呆，自言自语一坐到天亮……

或许，他也有烦恼？
（指导老师：刘 剑）

◆观察

老 马
隆回二中高三619班 胡美红

根叔打了一辈子光棍，他的名声在我出
生前就传到了几十里外。

饭碗里的油沫星子，根叔会用开水冲着
当茶喝。桌上掉的饭菜，根叔用不属于那个年
龄的敏捷身手捡到嘴里，还津津有味地说：

“比碗里的更香呢！”根叔去县城从来不坐车，
他知道一条山路，走几个小时就到了。他是村
里唯一一个点着油灯下地干活的，这事很快
被人们传得沸沸扬扬。

也有媒婆给根叔说过对象，他都婉言拒
绝了。后来，有男人问他为啥不娶媳妇，他嘿
嘿地笑。男人说你是不是那方面不行，说完，
众人哈哈大笑。

听说根叔最近病了，有好几天没出门。我
前去看望他，在门口就听见了呻吟声。根叔从
床上坐起来，浮肿的脸朝我挤出一丝微笑。他
双手颤抖着去掏口袋里的烟，摸了好几次都没
摸到。我劝根叔去医院看看，他摇摇浮肿的脑
袋对我说，活了这么久，赚了。我劝他看开点，
钱没了还可以再挣，人没了就啥都没有了。

根叔最终还是去了医院。医生把根叔拉到
一边，努努嘴巴说，是肺癌，回去准备准备吧！

这无疑是艳阳高照下的一个炸雷。根叔
一辈子没怎么感冒，一生病居然是癌症。他浑
身哆嗦着从口袋掏出一支烟，吸了两口，剧烈
地咳嗽两声。他看着手上的烟发呆，猛地将烟
掷在地上，狠狠地踩了几脚，朝地上吐了口唾
沫，都是这东西害的。

走在村子的路上，他忽然像诗人一样多
愁善感，摸摸这棵树，看看那片天，一边叹气
一边拖着沉重的脚步。他背靠着一棵大树，看
见天上有朵洁白的云，微风一吹，变成了母亲
的脸，她正微笑着朝他挥手。根叔揉了揉眼，
母亲不知躲到哪里去了？

这天夜里，根叔躺在床上，睁着泛满血丝
的眼。他忽然起身，昏黄的灯光下老牌钢笔迅
速转动着。原来李婶还欠他五百块，张大叔欠
他一千块。他扛起锄头在床脚下挖了个洞，拿
出用塑料袋包装的钱，仔细地数了数……根

叔家的灯一直亮到天明。
天刚刚亮根叔就去了村头的学校，他递给

校长两百块钱。校长打着哈欠问他这次怎么提
前了十天，根叔张开口，到喉咙边的话又咽了
回去。根叔问：“校长，上次的米吃完了没？”校
长说：“早吃完了。”根叔说：“那我再给您送
点。”校长说：“不能再要您的了，学校欠您的太
多了。”根叔给了校长几本泛黄的书，那上面有
根叔的文章。根叔说：“让孩子们好好看看，别
忘了咱村有个农民作家。”校长觉得鼻尖一阵
酸楚，怎么整得和生离死别一样。校长看着根
叔远去，清晨的阳光将他的身影拉得很长，倒
映在学校的玻璃上，如同巨人的影子。

晚上，根叔去了村长家，从鞋底掏出一千
块钱，双手颤抖着递给村长。根叔说这是修路
的钱。村长说，你急什么呀！八字还没一撇，早
着呢！根叔说，先放你这，我可能要出趟远门。
村长愣了半天，这老头子总是怪怪的，自己的
医疗保险都不上心交，别人的事尽瞎操心。

根叔最放心不下王老师。王老师如今九
十有三，唯一的儿子去年去世了。她性子倔，
半夜跳进了河里，没死成倒是落下个残疾。根
叔问：“王老师，吃过饭了没？”王老师说：“中
饭还是晚饭？”根叔说早饭。王老师说她已经
好几年没吃早饭了。根叔放下半袋米就走了，
他让王老师照顾好自己。王老师满脸抽搐说，
你是个好娃，只有你还记得老师，你一定要照
顾好自己才是。

走在回家的路上，他突然想起不知道是谁
说过“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鸡毛。”根叔敲敲
脑袋，好像不是“鸡毛”。他又敲敲脑袋，敲得咚
咚响。管他是“鸡毛”还是“鸭毛”，那重要吗？

他每天都躺在床上，想着天上的母亲，自
己终于可以去见她了。可是很多天过去了，根
叔没有见着母亲，反倒感觉精神了许多，脸上
的肿也奇迹般地消失了。

村长看见根叔下地干活，问：“出远门这
么快就回来了？”根叔嘿嘿地笑，露出两个黑
洞洞的酒窝、一排发黄的牙齿。

◆小小说

根 叔
赵登科

前几日在图书馆发现一
个关于测试盲点的小实验，当
时我不相信人的视觉范围内
真的存在盲点，于是迫不及待
地以身试法，结果验证书中的
结论是正确的：人的视网膜上
确实有缺陷。在视神经穿过的
地方，人眼没有视觉细胞，如
果一个物体的影像刚好落在
这个点上就会看不到见。

晚上回到朋友家，我不甘
心地又拉着他们也做了实验，
测试结果依旧如此。既然这种
神奇的法术在我们几个人身
上都是灵验的，那我不得不向
事实低头，人的眼球上确实存
在盲点。

那一刻，我不由得想到了
人生的盲点。

我人生的盲点不少。我不
爱教书，现在却是一名小学一
年级的班主任；我讨厌处处循
规蹈矩，每天却只能重复做些
墨守成规、大同小异的工作；
我受缚于金钱与亲情赐予我
的链条，却始终狠不下心独自
飞出去。

我不敢做的事，都将是我
人生中的盲点。

我手里抓着用水笔草草
设计的盲点实验图进朋友的
房间，想和他们探讨“我们可
以利用盲点做什么？”的问题，
可他们躺在床上全神贯注地
玩手机举重的姿势令我退缩。
我又悄悄地回到书桌前，开始
思考一些乱七八糟、稀奇古怪
的问题……

我从盲点转悠到了除盲
点以外的区域――我正在做
的事。

周一到周五我每天清晨六
点半起床，整理床铺，洗漱，精
明的分针会在我糊里糊涂的忙
碌中迅速走完一圈来到早上七
点半，我开始背上一大堆可能
根本用不着的东西走路去学
校，在路上听听鸟叫、虫鸣和小
轿车、摩托、大卡车的嘶鸣，闻
着路边几家从勤劳能干的妇女
的厨房里传来的喊吃饭的吆喝
声、炒柴火腊肉的呛味儿和早
晨微风拂过泥土的气息。

到了学校，我扮演五十四
个娃娃的跟屁虫的纪录片开
始上演。上课、看他们写作业、
守着他们背书、下课，循环往
复几个轮回之后，放学。第二
天再将此循环一遍，第三天、
第四天，可能在一年的时间
里，又或许在十年的时间里，
我周一到周五的生活永远都
是这副模样。

周六到周日呢？
看书、吃饭、睡觉。这些就

是我现阶段人生的非盲点区域。
我觉得人生很长。但事实

上也很窄，我想做的只是将这
条曲折又苗条的人生线拉宽
一些，再拉宽一些，用我拥有
盲点的眼球去窥探我人生的
盲点，使我生命的大漠中存留
有我用爱浇灌而成的几片小
绿洲。那时，等到万物复苏的
时节，我也能用心触摸和感觉
到新生的躁动与喜悦。

◆思考

盲盲 点点
张 乐

残 菊 刘玉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