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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胡春娜

近期，女儿对骑自行车十分地热
衷。在幼儿园，哨子一响，孩子们就像
小鸟一样冲到操场上，争先恐后骑
行。放学后，她就和同一栋楼的小朋
友相约在楼下的空地上，绕了一圈又
一圈，直到家长下最后“通牒”。

“妈妈，我已经能骑两轮车了，不
用辅助轮了。我的梦想实现了！”她的
话语中，喜悦中透着骄傲。

望着她稚嫩的脸庞，我突然觉得
很有意思。这么小的孩子，也有梦想？

“你知道什么是梦想吗？”
“嗯，做梦都想的事情，就是梦

想！”然后她滔滔不绝地向我讲述了她
这一周七天的所有梦想。

读书时，除了作文题目是关于梦
想的，老师也会在考试或者开学典礼
上，为我们树立目标，鼓励我们坚定梦
想。那个时候，梦想都是单纯的颜色，
以至于多年后在杂物间的纸箱子里翻
到初二写的作文，乐不可支。

当然，每个人的梦想或大或小。就
像歌里唱的：有梦想，谁都了不起。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
割……”歌声嘹亮，青春飞扬。迎着五
月的阳光，河南农业大学几个风华正
茂的学子在校园放声歌唱，纪念“五
四”青年节。

小高站在人群里一起合唱，这是
他在这所学校最后两个月的时光了。
大学四年，他与班里的同学一起学习、
参加活动，今年，他们班因近 90%的
考研率被称为“学霸班级”。

“挑灯夜读是经常的事情，但是
既然确定了自己的梦想，就要努力去
实现，不管过程有多苦多累，结果都不
会太差。”小高说，我们是新时代的青
年，就要“新”出风采，将学习的具体目
标与未来的宏大目标结合起来，为之
奋斗，既是追梦人，也是圆梦人。

在郑州师范学院，屈艳艳正在抓
紧修改毕业论文，答辩完，她将乘车回
到家乡，做一名小学老师。

对于未来，她曾经也迷茫过，这
个职业没有高工资高待遇，还要坚持
吗？在她参加学校的支教活动和实习
后，她坚定了自己最初的选择。大四
时，她经常跑到图书馆看书，在网上浏
览一些国外教育的方式，向老师请教
新颖温暖的教育理念。

“岁月在我的心里种下了美好的
种子，现在开花了，我要将芳香带给孩
子们，为他们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为家乡的教育事业增添一抹色彩。”

这个质朴的女孩，梦想其实不
大，只有“三尺”，但是她坚信自己的梦
想能“满天下”。

曾有人在论坛发帖，讲述梦想
到实现用了多久。很快，跟帖过
万，从几天到几十年的都有，
内容也是五花八门。

段一楠的梦想到实现
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创业之前她是一名全职妈
妈，大学时代的梦想在孩
子的尿布中变得遥不可
及。一天，她站在洗衣机
旁，听着机器的嗡嗡声，终
于忍不住大哭起来，那一刻，
她心中的委屈就像水龙头里的
水一样，打开开关，不可抑制。

经过深思熟虑，她用背带背着

女儿跑到广州、上海、杭州等地，寻找
适合自己的创业出口，随身携带的笔
记本也已散架。终于，在第 52天，她
的店铺开业了。每天打扫、清货、理
货、发朋友圈，收款、发货、核对账目，
这些琐碎的事情将她的时间填得满满
当当。夜里十点多，才拖着两条肿胀
的腿回家。

如今，她的店铺营业额可观，线上
线下收到客户的一致好评，客户的范
围从最初的朋友发展到全国各地。前
几天，她又飞去杭州参加时装发布会，
仅一个季度的订货额达百万元。明年，
她打算再开几个分店，拓宽业务渠道。

哲人曾说，世上最快乐的事，莫
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为了自己的梦想，再苦再累都
不是事儿。”段一楠讲述的时候，语气
很坚定，并对未来充满希望。

随着经济的发展，互联网的崛
起，拥有创业梦的人越来越多。

27岁的刘清江外表看起来要比他
的实际年龄大一些。他开玩笑说，这
是几年“程序猿”给他的印记。在北京
大学毕业后，顺势就近工作，一做就是
5年。每年过年，父母都劝他回来找份
工作，但刘清江有自己的想法。

年初，他辞去了北京的工作，和
同学一起在郑东新区租了一层办公
室，做起了网络技术开发，应用范围从
食品到物流。

“梦想，那么远，又这么近。”刘清
江说，虽然河南是自己的家乡，但是政
策还不是很了解，所以最初害怕公司
撑不了多久。

去年年底，他在郑州待了一个
月，真切地感受到了这些年河南的发
展变化，不但称号越来越多，自身的经
济实力也是越来越强。为了吸纳各行
业人才，营造良好的就业、创业环境，
发布了很多优惠政策。

日前，河南省委、省政府印发了《河
南省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9-2025
年）》，从教育、健康、创业、社会融入与
社会参与等 10个领域提出了具体发
展目标和措施。

有业内人士认为，这个规划是我
省第一个青年发展规划，意义重大。
不但有利于青年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让中原更加出彩生动实践中的
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得到进一步发
挥，而且将增强广大青年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敢于追梦、勇于追梦、勤
于圆梦，建功新时代。

“河南是我的家，我的根，将梦想
种在这里，一定会长成大树。”刘清江
高兴地说。2

□崔霞

作家柯灵说，梦想使现实透明，美好的
憧憬使生命充实，而人生也就有所寄托，使
历史岁月延续于无穷。

我的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生养
我们兄弟姐妹四个。三十多年前，对于生活
并不宽裕的很多农村家庭来说，女孩子能让
上到高中毕业已经很不错了，至于上大学基
本不用想。幸运的是，我的父母很开明，尽
管家里一贫如洗，他们还是咬紧牙关鼓励我
们读书。尤其是哥哥考上大学后，父母更是
要求我们以哥哥为榜样，争取都考上大学。
母亲经常对我们说：“只要你们能上大学，爸
妈就是砸锅卖铁也供你们！”那时候，我最大
的梦想就是考上大学，走出乡村，去看外边
的世界。

好在上天不负有心人，我终于“闯关”成
功。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我哭了，
父母笑了。

报高考志愿的时候，由于自己和家人
都不太懂，第一、第二志愿听取别人的意

见报了金融、会计，又担心不被录取没学
上，在“是否同意调剂”一栏填了“同意”。
让我意想不到的是，恰恰是“同意”这两个
字使我最终被河南大学法律系录取，大学
毕业后又顺利进入法院工作，从书记员一
步步成长为一名惩恶扬善、匡扶正义的人
民法官。

在近三十年的法官生涯中，有过痛苦，
有过彷徨，但对最初梦想的执着让我选择了
无怨无悔地坚守。

2007年初，我有幸被单位推荐到一所
中专院校兼任法制副校长。在六年的兼职
生涯中，参与了全国性的大型公益活动，亲
眼看见了那些已经退休的老教师和教育专
家们是如何为了孩子，不计个人得失，忘我
工作，他们的无私奉献精神深深地感染着
我，使我明白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不在于位有
多高，财有多丰，而在于让更多的人因为自
己的存在而生活得更好。

如果有人要问我余生的梦想是什么，我
会认真地告诉他：为千百万家庭的幸福、社
会的和谐，贡献自己的力量。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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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建武

梦想有没有一个长度？我想，梦想大
抵是有长度的。

小时候，梦想总是很长。写作课的题
目总是“我的梦想”或“我的理想”这类的习
作，我们每一学期都要写上好几篇。对梦
想的时间设计单位以“几十年”来算。大家
都放空自己的小脑瓜，认真地构想三五十
年后自己的样子。

长大后，梦想变得“短”了。准确说，变
得实际了。从无知少年到毛头小伙，从为
人父辈到如今的近乎知天命。梦想的长度
由过去的以“年”为单位来算，到现在掰着
手指头以“天”为单位算。人生就像走方格
子一样，一天天地“设立”着梦想，一天天地

“检验”着梦想。
在梦想的一天天“检验”和“调整”中，

我走上了工作岗位，当上一名乡村教师。
1995 年夏季，我教初中一年级语文，给学
生布置作文题目《二十年后的今天》。一位
叫小珂的学生，写得很“科幻”，我给了个

“优”。大体内容是：二十年后，同学们都三
十多岁，大家相约看老师，张同学已经坐上
了“桑塔纳”。老师已经住上了楼房，通过

固定电话和老师取得联系，我们通过室内
视频看到他们的模样，很高兴。大家争着
向头发花白的老师汇报成绩，李同学成为
科学家，研发出不在土里生长的蔬菜……

成功人士才坐的“桑塔纳”，无土种植
的蔬菜，能看实时视频的门禁系统……是
二十年前的科幻，现实比梦想来得快得
多：高铁、5G、天空眼睛、海底隧道，这些现
实让我们梦想的长度不断调整。

今年的世界读书日，年度中国好书颁
奖典礼上，著名作家阿来的开场白很独
特。当主持人白岩松问他的作品连续几届
获得“中国好书”大奖，怎么不见他高兴
呢？阿来的回答：“上岁数了，把世事看得
很淡，反正也不是为获奖而写书。不过获
奖终究是件好事，还是窃喜的……”

梦想在岁月积淀、知识沉淀的情况下
会不经意地实现，这个长度有多长，是否能
够忽略不计？观众可以，只有阿来本人才
知道这个梦想有多长。

既然有长度，必然有实现的途径。梦
想和现实之间是有通道的。这个通道来自
梦想的种子得以及时的播种，艰辛的耕耘，
耐心的浇灌施肥，才有丰收的甘甜和喜
悦。6

有梦想，
谁都了不起

□韩飞

阿岭是我的邻居，今年已到知非之年。方
正的脸，寸头，眼神凌厉，只是微微有点啤酒
肚。他是一名司机，每天负责给一家企业拉货。

1979年，10岁的阿岭与家人一起挤在
一孔窑洞里。窑洞分里外两部分，里面住
人，外面是客厅兼厨房。窑洞冬暖夏凉，就
是老鼠较多，每到晚上熄灯后，它们就窸窸
窣窣到处乱爬，弄得锅碗瓢盆一阵乱响。

阿岭希望自己快点长大，长大后，他要
盖几间青砖红瓦的大房子，让一家人居住。

小学毕业，阿岭索性就不读书了。除了
做农活，他学会了开拖拉机、播种机、收割机，
不怕苦，不嫌累，只要能挣钱。心中怀揣着大
房子的梦想，他什么苦都愿意吃。住上干净
明亮的砖瓦房，一家人晚上能踏踏实实睡觉，
是那个时候支撑他坚持下去的最大动力。

1995年，26岁的阿岭自己拉来砖瓦、水
泥、沙子，请来匠人，两个月后，他梦想中的
小院子终于盖成了。小院子临大街，他在街
屋的外间开了个小商铺卖日常用品，妻子负
责经营，同时照顾两个女儿，阿岭包揽了地
里的农活。农闲时，他开拖拉机搞运输，补
贴家用。

2000年，经过一段时间刻苦学习，31岁
的阿岭考了个驾照，终于可以开大货车了。
他又在自家地里栽上杨树、桐树，这样，妻子
不用下地干活，只需打理小商店里的生意就
可以了。他们的日子一天天好了起来。

2007年，阿岭 38岁。看到村子里很多
人都搬到了城里生活，他也想在城里有个自
己的家。大女儿刚上大学，小女儿在读初
中，他想给孩子们更好的生活环境。于是，
他选择给运输公司开货车，就是那种专拉罐
装危险品的货车，工资高，一个月七八千，有
的时候会上万。

一个月30天，只要有活儿，他愿意天天
出车。出车在外，饥一顿饱一顿的，除了开
车就是睡觉，不管生活怎么单调无聊，但是
怀揣在城里安家这个梦想，他并不觉得苦。

2009年，阿岭终于在城里按揭买了一
套房子，130多平方米，三室两厅。客厅很
大，通风、敞亮，孩子们也都有了属于自己房
间。虽然每月要还一千多块的房贷，但看见
女儿们过上了自己小时候梦寐以求的生活，
他开心得不得了。他们终于成了父辈们向
往的城里人。

心向阳光，逆风而行，岁月的长河中，阿
岭渐渐懂得了生活的细水长流。

他不再跑长途了，就在家附近拉货，平
时还可照料一下家。闲暇的时候，和妻子
一起买菜、做饭，围坐桌前，吃着可口的饭
菜。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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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是成就梦想的地方

花市，女孩将鲜花和梦想一起塞进小货车两位创业者
在整理商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