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工人日报

ZHE JIANG WORKERS' DAILY

星期
特刊

2018年1月13日 第1202期 周六出版

总第10841号 国内统一刊号：CN33—0018

邮发代号：31—2 热线电话/传真：（0571）88852349 88860470

电子版：www.zjgrrb.com

E-mail:alan0104@163.com
地址：杭州市余杭塘路69号 12号楼109室 邮编：310012

眼下，新一轮的就业季已经开启。各大院校的
冬季招聘会粉墨登场，满天飞的招聘广告，人头攒动
的招聘会，一沓沓“广撒网”的简历……放眼望去，众
多即将走出“象牙塔”的大学生脸上，或多或少挂着

“就业焦虑”四个大字。
大学生应该先就业再择业，这是很多人的做

法。这样果真就好吗？来听听毕业数年的学长们的
故事，或许能给满心焦虑的大学生提供一些借鉴。

■韩德慧

“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此语
出自《大学》，意思是说：要治理好自
己的国，先要治理好自己的家。可见
经营好一个家庭对于一个国家的重
要性。而治理、经营、建设好一个家
庭，最重要的是有一个良好家风。

家 风 是 一 个 家 庭 的 精 神 脊
梁。“无规矩不成方圆”，出身于教育
世家的我，对于“规矩”一词尤为感
同身受。记得小时候，对于继承了
满族人传统的我们家，每逢除夕，都

要 按 照 辈
分 行 跪 拜
礼 。 父 亲
会 率 领 我
们 次 第 跪
开，给爷爷
奶 奶 行 礼
拜 年 。 当
时 已 经 10
岁 的 我 觉

得跪拜礼是封建行为，在新时代大
可不必。事后，母亲把我单独叫到
了厨房，细声地对我说：“每家都有
自己的礼数、规矩、家风。爷爷奶奶
是这个家的长辈，是功臣，你爸爸是
他们的长子，要孝敬老人，要给叔叔
姑姑做榜样。再说，没有你爸爸，哪
有我们这个家，又哪里会有你？如
果 一 个 家 没 有 长 幼 ，那 成 什 么 样
子？你现在还不懂，等你长大了，有
了自己的家，就会明白……”在毕业
于中文专业的母亲的一番教导之下
我默默无语了。

人的举手投足，无不体现出家
庭传统、家风习性。当我帮奶奶洗
头、剪指甲、陪她散步时，总是会赢
得左邻右舍的夸赞：“看人家老韩家
的孩子，孝顺，又懂礼貌。”这些，看
起来是小事，却影响到了我以后的
生活。当我也成为了家长，母亲当
年的言教无意间在我身上“发扬光
大”。

记得儿子上小学一年级时，因为

调皮弄坏了班级的用具，我得知后，
立即给老师道歉，并买了新用具送到
了学校。爱人就此事询问儿子事情
经过时，儿子却说：“不是我一个人弄
坏的，我们家为什么要赔？”爱人严肃
地告诉他：“学具不管是几个人弄坏
的，只要有你的成分，就必须赔偿，这
是规矩，这是一种担当。”

年幼的儿子因父亲的严厉有些
委屈，泪眼汪汪跑到我面前诉苦：

“妈妈，爸爸太傻了，我不要这样的
爸爸。”我抚着儿子稚嫩的肩膀告
诉他：“儿子，爸爸不傻，爸爸是个
有责任，敢于担当的人，每个人都
要 为 自 己 所 犯 的 错 误 付 出 代 价 。
今天，你只是弄坏了教具，可以推
卸一部分责任，如果明天你做出了
无法补偿的事情，又该怎么办？你
不要怪爸爸，没有爸爸，哪有我们
这个家？又哪里会有你？”我想起
了自己已逝多年的母亲，母亲的话
言犹在耳。言传身教，真是一种潜
移默化的力量。

在儿子小学毕业那年的暑假，我
专门将一直居住在东北的公公婆婆
接到宁波，让儿子去陪着游览了三
峡。回来后，从未出过远门的公公婆
婆滔滔不绝地讲述着一路的见闻：五
星级豪华游轮、答谢酒会、白帝城的
盛景……这些都是他们在电视里看
到的情景，而今自己有了亲身体验。
尤其是由年少的孙子一路无微不至
地照顾，让他们甚为欣喜。望着他们
幸福的笑容，我被深深地感动了，原
本平常的一件小事，却给了老人家如
此难忘的记忆。回到老家后，公公婆
婆常常喜滋滋向亲朋好友展示旅游
纪念照片，那种不言而喻的自豪成了
他们的荣耀。

家风的建设、传承，会影响一个
人的一生以及一个家庭的现状和未
来，家是最小的国，国是千千万万的
家，家国两相依，我们没有理由，更没
有权利不传承发扬好良好的家风，它
是为了我们自己，更为了我们的后
代，这是我们必须坚守的责任。

■通讯员刘生国 记者冯伟祥

舟山市普陀区六横镇梅峙村是一
个只有千余人口的纯农业村，就是这个
普普通通的小村子，从新中国成立至
今，先后出过106位教师。在这个村子
里，几乎家家户户有老师，特别是在春
节举家团圆的日子，迎面走来的10人
中，可能就有不止1位是老师。

走进梅峙，能感受到这里强烈的书
卷气，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彬彬有礼。据
介绍，梅峙素有“崇文尚义、争优图强”
的人文传统，村民对尊师重教有集体有
意识的追求。当地史志记载的梅峙村
第一位老师是郭从范。生于1835年的
郭从范，“德才双馨，聪明过人”，村民对
他尊重有加。

另一位被人们记住的先生是1906
年出生的胡芝堂。他自幼聪颖好学，精
通古文，17岁就担任学堂里教文言文的
小先生。31岁那年，他参加宁波府下现
任师者会考，名列256名参考者中的第
28位，后升为平峧学堂校长。

梅峙人刘卫国有些另类，“会玩好
学”，他也选择了当先生。1922年出生
的刘卫国17岁开始当先生，既教语文、
数学，也教体育，是一位“全能”的先生，
学童们都特别喜欢他。

新中国成立后，有了更多受教育机
会的梅峙人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教师
队伍。特别是高考制度恢复以后，不少
人考上了中专、大学，其中不乏国内名
牌大学，而他们中绝大部分人最终选择
了教师这一职业。

能够统计的数据显示，梅峙村至今
共有109人当过教师，其中，106人是新
中国成立后当上的，男女比例基本持
平。至今健在的98位教师中，有70多
人仍奋斗在教育系统的工作岗位上。

新生代的教师中，1976年11月出
生的郭佳宏是梅峙村人最引以为豪的
才俊之一。郭佳宏现为北京师范大学
哲学学院教授、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兼
任中国逻辑学会副秘书长、北京市逻辑
学会秘书长、《逻辑学研究》杂志编委等
多个社会职务。

村里人介绍，郭佳宏曾先后就读于
六横双塘初级中学、普陀中学，1996年
考入中山大学哲学系，4年后获哲学学
士学位。此后，他一鼓作气，又攻读了
哲学博士学位，其间还赴美国匹兹堡大
学哲学系学习了一年。

获得博士学位的当年，他成为北京
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师，曾获
得北师大优秀教学奖、励耘奖学基金十
一届优秀青年教师奖、优秀本科生导
师、北师大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先后
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4项。近十
年来，他和他的合作者还出版各类论著
近30项。

日前，记者连线郭佳宏教授，他亦
十分感慨村里尊师重教的风气。在电
话里，他谦虚地表示，自己算不了什么，
比他优秀的大有人在。

比郭佳宏教授大两岁的刘东海博
士就是其中一位非常优秀的“园丁”。
1974年出生在梅峙的刘东海，现为天津
大学水利水电工程系教授、水利工程和
工程管理专业博导，兼任中国水利学会

水力学专委会委员、中国土木工程学会
工程风险与保险分会理事、中国岩石力
学与工程学会信息技术分会常务理事
等社会职务。

早年，刘东海从舟山中学毕业后考
入天津大学水利水电工程建筑专业，后
获得水工结构工程专业硕士学位和管
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学位。尽管有
很多别的选择机会，2003年，学业有成
的刘东海还是选择了留校任教，并于
2005年4月任副教授，2011年6月晋升
教授。

2008年，在学术上颇有建树的刘东
海获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称号，他
参与完成的科研成果先后3次获得国家
科技进步二等奖，5次省部级科技进步
一等奖，合作出版专著4部，获授权发明
专利12项。

有人出岛教书育人大展宏图，而有
更多人留在了海岛，传承文脉，衣带渐
宽终不悔。在全省成人教育界颇有名
气的六横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的当家
人胡海年，就是在梅峙土生土长的。

1987年胡海年从舟山师范毕业后
当上了六横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的一
名教师，1997 年，胡海年升任该校校
长。他把办好成人文化技校当作自己
人生中最光荣、最自豪的一份工作，为
此他特别全力以赴。随着六横岛临港
产业的快速发展，当地不少企业需要大
量的适用性技术人员，胡海年想让岛上
的人都拥有一技之长。他在上级有关
部门和六横镇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
下，积极创办船舶电工、船舶电焊工、叉
车、铲车、起重指挥、安全员、家政服务、
宾馆服务等各方面的免费培训班，吸引
村民前来学习，接受继续教育，为当地
居民就业创业、发家致富创造条件。

据统计，近30年来，六横镇成人文化
技术学校培训各类技术人员在6万人次
以上，不少人因此成了企业的技术骨干。
这份成绩让胡海年自己也深感欣慰。

如今，胡海年虽然快到退休年龄
了，但他对教学工作仍十分挚爱，把学
校当成自己的家，把事业看得比任何事
情都重。说起胡海年，村里人纷纷对他
竖起大拇指。

舟山这个“教师村”了不得

10人中有1人是先生

家风正 生活清

“过来人”支招大学生“就业焦虑”

且行且看
且珍惜

1 月 11 日下午 3 时 15 分，随着
轰隆的爆破声，温州绕城高速北线
二期（简称：绕北二期）的重要控制
性工程——金光岙隧道右幅完成
贯通，标志着该项目已正式进入主
体工程建设冲刺阶段。

温州绕北二期是我省交通重
点建设项目，是已通车的温州绕城
高速公路北线一期往东延伸线，也
是我省高速公路“两纵两横十八连

三绕三通道”主骨架中重要的“一
绕”组成部分，全长约13.4公里，总
投资概算约58亿元。

据悉，建成通车后，将同绕北
一期、绕城西南线一起为温州市先
行绘出“C 形绕城高速网”。再加
上甬台温复线的建成通车，温州市
绕城高速网将最终呈环，届时温州
市民出行将更加便利。

通讯员李建英 摄影报道

温州绕北二期
金光岙隧道贯通

从“喜欢”转向“擅长”
“我当时只投了一份简历，很幸运，心仪的企业

也选择了我。”查雯驹是浙江树人大学2013级毕业
生，今年是她在浙江塔牌绍兴酒有限公司工作的第5
年。

“我的专业是食品科学与工程，实习期间，我接
触到了‘黄酒化验员’这个职业，既符合我的个性，又
恰好与专业相关。我想要把喜欢的变成擅长的。”正
是凭着这个决心，在“兵荒马乱”的求职季里，查雯驹
显得特别“气定神闲”。

每一口口感醇厚的黄酒背后，都有着检测员对
酒精度、糖分、酸度、固形物及微生物的把关。

“有时会遇到和同事检测结果出入较大的情况，
那就只能重来，十分考验人的耐心。”

查雯驹曾在黄酒检测基本功比赛中获得好名
次，这得益于她对工作的热爱，也正是基于这一点，
去年她被提拔为行政助理。

从“安稳”转向“成就”
见到丁蕊时，她正在仓库里检查布匹的花形货

号，并指导着新来的实习生如何进行高效的校对。
“现在的工作确实累，却很有成就感。两年前的

我，可没这么心甘情愿。”丁蕊曾是浙江财经大学的
高材生，曾经和众多应届生一样，陷入过求职焦虑的
泥淖。

“我读的是金融管理专业，就业方向还是很明朗
的。当时只想着快点满足家人的期待，考一家银
行。”后来，她考入了一家规模颇大的本地银行。

“新人先从柜台做起。这对我来说，简直是酷
刑。”丁蕊说，机械式的劳动让她心生倦怠，“仿佛一
眼望到了头似的。”于是，“不安分”的丁蕊开始慢慢
将目光聚焦到柯桥的纺织贸易企业。

两年的职场“浸润”让丁蕊有了“积淀”，并开始
反思当时的抉择。

“别人的建议固然要听，但不能掩盖自己内心的
想法。走得慢一些，问问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如今
的丁蕊负责公司的出口贸易，在大学打下的扎实的
基本功，也让这个日渐成熟的姑娘熟能生巧。

从“仓促”转向“理性”
汉语志愿者、健身教练、英语教师，这三项标签

贴在一个毕业仅两年的姑娘身上，总显得她的人生
比起同龄人丰满。

大三时，姚丹丹入选浙师大与意大利一所院校合
作的实习项目，出国去做了一年的汉语志愿者。

“传播中国文化是有价值的，和国外的小孩子打
交道是有趣的。”这让她萌生去孔子学院就业的心。
回国后，不像其他人急着找工作，姚丹丹开始提升自
己，考出了含金量颇高的国际汉语教师资格证。

考虑到家庭因素，姚丹丹最终选择留在家乡。
“离家近一些，英语老师也蛮适合我。”备考英语

老师期间，她又去了一家健身中心当起了私教。
“有拉丁舞基础，教起来不那么费力。”她说，为

了做好教练，她在空余时间还补习了人体骨骼等生
理知识，从此，教学瑜伽、恰恰、健美操更是不在话
下。

目前的姚丹丹，已是鲁迅外国语学校的一名英
语老师。

“人生就这么短，如何拓宽它、丰富它、充盈它，
仔细想来，我所有的选择都围绕着‘老师’，原来孩子
们纯真的心，就是我愿意为此奋斗一生的方向！”

■通讯员钟伟、郦曼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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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金波 创作

郭佳宏教授 刘东海教授 胡海年校长

壹周
语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