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平安

1977 年高中毕业时，正赶
上恢复高考。不满17岁的我自
认为是班上的佼佼者，所以填
报志愿时根本没有和父母商
量，就填报了清华、北大、南
开和复旦四所名牌大学，虽然
成绩高出中专线30多分，结果
还是被挡在大学门外。第二年
正信誓旦旦地复读迎考时，母
亲生了一场大病，家中负债累
累，实在无力再供我上学，幸
好村里学校的校长听说我人挺
聪明，就和村支书商量，让我
到学校当了一名民办教师。父
母一听非常高兴，这个消息对
一个困难家庭而言，无疑像天
上掉下的“馅饼”。因为民办
教师每月可以领到 7.5 元的工
资，同时还能挣到生产队的高
工 分（比 父 亲 挣 的 工 分 还
多）。就这样，我来到学校开
始了教书生涯。那年的高考，
我依然执迷不悟地报考重点院
校，结果又一次名落孙山。第
三年高考，英语成绩占30分，而
我上高中期间一直没学过英
语，因此我的英语成绩可想而
知，大学梦就此化为泡影……

连续三年的高考失败，犹
如一场苦涩的梦，让我难以忘

怀。使我意志一度消沉，失去
了人生的航标。幸好1982年民
师整顿，我报的初中物理和小
学数学双双取得任用资格，又
一次点燃起我的读书热情，并
让我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发奋读
书，才能博学多才，才能成就
事业。

在随后的教学岁月中，我
除了购买大量的数理化方面
的书籍认真研读，如饥似渴
地汲取书中的营养成分，并
不耻下问，骑自行车奔波几
十里路到当时的新店高中求
教于物理教师吴松海老师，
把初中、高中物理知识有机
结合，融会贯通，还订阅不少
书籍抽空细致阅读。

读书，丰富了自己的专业
知识。常言道：教学相长。理
论知识学的扎实，教学中就能
得心应手。我曾多次在乡里、
县里的优质课比赛中获奖。

读书，提高了我的写作水
平。日积月累，心中积淀了较
厚的文化底蕴，厚积薄发，不
断在报纸上发表“豆腐块”。

读书，增强了我的社会交
往能力，朋友“圈子”逐步向
外延伸……

读书，提高了我的业务能
力和学识水平。先后参加成人

高考，在许昌教育学院脱产进
修专科，在北京师范大学函授
本科，并获得理学学士学位。

读书，更改变了我的人生
轨迹。1988 年民师转招考试，
成功转为公办教师。

读书，使我重新找回了自
己的人生航标。教育教学能力
逐渐提升，各种荣誉接踵而来。

回首往事，虽然偶尔也有
“年年为很读书累”之叹，但
仍然“处处逢人劝读书”。这
些年，我给学生说得最多的也
是读书：多读书——量的积
累；读好书——自我约束和

“杀毒”；会读书——读书的最
高境界。任何时候，读书都有
着重大的意义，读书永远是改
变命运的机会，读书永远是通
向成功的捷径。

读书，好似一场甜美的梦，
让人享受不尽，其乐融融……

读书改变了我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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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聪慧

读了《围城》以后，感想
颇多，让我想到了工作、婚
姻、人生等。

《围城》 是钱钟书所著的
长篇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
上一部风格独特的讽刺小说，
被誉为“新儒林外史”。文章
的主题即书名——《围城》，
人生是围城，婚姻是围城，城
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
逃出来。具体分析原因，是因
为事物都有两面性，城外的人
只看到光鲜亮丽的一面，城里
的人体验到了里头种种滋味所
以后悔不迭，又开始怀念起城
外的生活。

作者通过主人公方鸿渐回
国、恋爱、找工作等一系列事
件，用辛辣的笔风，一针见血
地把人物的灵魂展现在我们
面前。故事主要写抗战初期
知识分子的群相。方鸿渐在
海外游学数年，但为了给家
人一个交代，最终以几十美金

的价钱从一个商人手中买到了
一个假文凭。当今社会，为了
获得某个职位或进入某个行业
而投机取巧的人大有人在。人
生短短几十年，何必违背自己
的良知，一辈子活在痛苦当
中。不论身处何地，不要总想
着搞一些投机取巧的小把戏，
应该脚踏实地，相信通过自己
的努力，一定可以走向成功的
巅峰。

小说里，说方鸿渐的婚姻
就像围城，他迈进去就想出
来，没进去前却又拼命地想
进去。在克尔恺郭尔 《非此
即彼》 中的一段话，恰如其
分的反映 《围城》 中方鸿渐
的婚姻，乃至当今社会人类
的婚姻——如果你结婚，你
就会后悔；如果你不结婚，
你也会后悔；无论你结婚还
是不结婚，你都会后悔。嘲
笑世人愚蠢，你会后悔；为
之哭泣，你也会后悔；无论
嘲 笑 还 是 痛 哭 ， 你 都 会 后
悔。信任一个女人，你会后

悔 ； 不 信 任 她 ， 你 也 会 后
悔。

方鸿渐是个被动的、无能
的、意志不坚定的、经不住诱
惑的人，更是一个失败的人。
在爱情方面，方鸿渐与鲍小姐
发生一夜情，婉拒苏小姐，对
唐小姐求而不得，最后半推半
就中“成全”了孙柔嘉的“爱
情设计”，两人订婚结婚了，
而婚后的生活也正如我们所
预料的并不圆满，各种因门
户、价值观、人生观等因素
而导致的矛盾越来越激化。
对于爱情和婚姻，我觉得最
重要的是互相信任，如果连
起码的信任都没有，那这个
婚姻从一刚开始就是一个错
误，最后也一定会以失败而
告终。很多人都说婚姻就是
一座围城，有些人甚至觉得
在这座围城里是痛苦的。而我
认为，只要两个人相爱，恋爱
的时候是甜蜜的，结婚的时候
也必定是幸福的。两个人有共
同的奋斗目标，每天也有说不

完的话，聊不完的话题，无论
开心和痛苦都有人分享，这样
的幸福是任何东西都换不来
的。

方鸿渐虽然是个海归，回
国后又通过一系列办法工作、
结婚。最后回想自己的一生，
也是不尽如人意。如果再让
他重新来世上一遭，谁又能
保证他的下一辈子一定圆满
呢？当今时代，每个人的出
身、背景、家庭条件，还有
工作经历都不尽相同。有些
人一出生就含着金钥匙，而
有的人出生在贫苦的家庭，
但是并不是优越家庭的孩子

一定就是幸福的，而贫苦家庭
的孩子一定就是悲惨的。优越
家庭的孩子可能长大要为了家
族的事业放弃自己的爱好，
而贫苦家庭的孩子在自己奋
斗的过程中会慢慢积累很多
宝贵的经验，遵从自己的内
心，最终实现自身的人生价
值。所以，不必羡慕谁，每个
人都要过好自己的生活。

《围城》 被称为新 《儒林
外史》，这本书一出，立刻引
起了社会强烈的反响。它写出
了人们不愿正视的、真实的社
会环境。其实，工作是围城、
婚姻是围城、人生是围城……
每个人其实都生活在各种各样
的围城里，关键是你对待生活
的态度，我们要学会不断提升
自己的价值，享受生活并乐在
其中。

（作者系郾城区裴城镇田
古东小学教师）

人生无处不“围城”
——读《围城》有感

“读一本好书”征文比赛作品选登

史海钩沉

读书故事

□古傲狂生

在笔者眼中，鲤鱼是一种
神奇的鱼，据说还有一些神奇
事迹呢！

神奇事迹一：鲤鱼跳龙
门。中国人崇拜龙，而鲤鱼
呢，在民间传说里是能化身为
龙的，它们只要跳过黄河峡谷
的龙门 （山西省河津市禹门
口）就可以了。

神奇事迹二：日本的鲤鱼
旗和锦鲤。每年五月五日，为
了庆祝男孩节，日本家家户户
都悬挂鲤鱼旗。据说，这种旗
子跟鲤鱼跳龙门的传说有关。
日本有锦鲤，又称日本鲤鱼，号
称是日本的国宝。

神奇事迹三：鲤鱼在美国
经历传奇。在东亚，鲤鱼的形
象无疑是臻于完美的；可到了
北美，它却成了生物入侵的

“典范”。在密西西比河和五大
湖流域，鲤鱼泛滥成灾，有聪
明的美国渔民捕捞鲤鱼，将其
加工后卖往中国，这才逐渐把
生态灾难转化为经济效益。

中国人喜爱鲤鱼，可谓源
远流长。《诗经·陈风·衡
门》 云：“岂其取妻，必齐之
姜；岂其食鱼，必河之鲤。”
该诗将鲤鱼与婚姻相联系，后
世因此以“鱼水合欢”来祝福
美满姻缘。

古人用鱼形木板做信封

（藏书之函），用于传递书信。
因此在古诗文中，鲤鱼又是友
情、爱情的象征。汉乐府《饮
马长城窟行》里有：“客从远
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
鲤鱼，中有尺素书。”这里的
鲤鱼就是信函的代称。李商
隐在 《寄令狐郎中》 诗中写
道：“嵩云秦树久离居，双鲤
迢迢一纸书。”此处的双鲤明
显是指书信了。

古典小说和戏曲里的鲤鱼
就更多了。《水浒传》 第 37
回，宋江想吃鲜鱼，李逵自告
奋勇去讨鱼，跟“浪里白条”
张顺争斗。后张顺去见宋江，
送上四尾金色鲤鱼。《西游
记》第 9回，渔翁张稍每天送
算卦先生袁守诚一尾金色鲤
鱼，老袁就告诉他在哪里下
网。这引起泾河龙王不满，
间接导致了唐僧取经。古典
小说尤其是“三言”里有两
句诗常见，“鲤鱼脱却金钩
去，摇头摆尾不再来”，有时
也用鳌鱼替代鲤鱼 （这个鳌
鱼其实就是跳过龙门还未化
作龙的鲤鱼）。在许多地方戏
里都有 《追鱼》 的故事，该
戏 刻 画 了 有 情 有 义 的 鲤 鱼
精，堪比民间传说里的白蛇
白素贞。

神奇的鲤鱼穿越数千年，
它必定会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
一个传奇。

鲤鱼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