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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我曾是一个高考落榜生。
那年名落孙山的惨败，将我的心刺得鲜血淋漓。

至今触摸这道伤疤，仍有一种隐隐的痛楚和遗憾。
说心里话，高考之路没走通，对于我这个农民家

庭的孩子来说，似乎再难有第二条出路。
高考落榜，我苟且在一个镇办工厂，苦闷彷徨，仰

望苍天，不停地追问：路在何方？
记得那是9月初的一天下午，厂长见到我，不容置

疑地说：“德义，听说你有点儿文采，给报社写封表扬
信，夸夸来咱厂参加社会实践的大学生吧！”

向报社投稿？我一下子蒙了。在一位老师的指
点下，我硬着头皮，连夜赶写了一篇表扬稿，十分忐忑
地寄往报社。

谁知，时隔一个星期，《焦作日报》“读者来信”版
以《乡镇企业欢迎这样的大学生》为标题，全文刊登了
来信。我的名字赫然变成铅字。

宋厂长当着很多工友的面，拍着我的肩膀自豪地
说：“瞧瞧，咱们厂也有一个大秀才！”领导的鼓励，同
事的羡慕，一下子激发了我写作的兴趣。

以后的日子，我不停地写作，不停地投稿。我的
散文、小小说、言论、通讯、消息等不同体裁的稿件，一
篇篇变成铅字。

就这样，我渐渐树立起自信，好运也不断降临：先
是被安排到厂部办公室，接着被济源市公安局破格聘
用，到交警支队做宣传工作，随后被沁阳市检察院破
格录用，成为正式干警，没多久又成为该院建院以来
最年轻的办公室主任。

展现在我眼前的，似乎是花团锦簇。
于是，我脚步开始轻飘起来，心也膨胀了。每天，

两袖清风，一肚酒精，写作热情越来越淡，渐渐地和曾
经给我巨大力量的各级新闻媒体生疏了，每天周旋在
无谓的应酬和喧闹中。

一场猝不及防的打击袭来，犹如当头一棒。检察
院干部制度改革，实行中层干部聘任制，我落选了。

一下子从幸运儿跌入万丈深渊。屈辱、不平、抱
怨，我心情坏透了。而此时，似乎全世界都抛弃了我，
每天面临的是，背后的数落，当面的冷言冷语。

就在我借酒浇愁、无颜抬头做人之时，《焦作日
报》《河南法制报》《检察日报》的编辑老师通过各种方
式先后找到我，给我安慰，给我鼓励，希望我放下包
袱，继续写稿，靠努力工作再次赢得尊重。

温暖的鼓励，使我又拾起笔，继续勤奋写作，不间
断地向报社投稿。

用一技之长做拐杖，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
起。憋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我只管耕耘，不问收获，
一路走来竟然留下许多成绩。我在全国各级新闻媒
体刊登各类体裁文章上千篇，同时，在国内公开出版

《深度关注》《人在迷途》《讲好我们的故事》等有关法
治、哲理、心理等题材文学专著10部，主笔策划个人品
牌书4部。

实力赢得了尊重，勤奋再次获得了信任。我跌倒
后再次走上办公室主任岗位，接着又被焦作市检察院
倚重，负责全市检察宣传报道工作，并因为写作成绩
突出，被最高人民检察院记个人一等功一次、个人三
等功6次，还被聘请为大学客座教授，成为河南省检察
官文联委员会委员。后来，我成为一名专职检察作
家，实现了时间的自由和事业发展的自由。在一心一
意从事青少年法治健康心理等方面的写作之外，我还
经常到曾经无缘深造的大学，用自己的所学所感，
向大学生们传播现代法治理念。

守一种信仰蓬勃向上，凝一股力量野生成
长。人生匆匆，不觉已是半百。回望所走之
路，我庆幸有一种不服输的坚持，让我这个
当年的落榜生越走越踏实，越走越亮堂。

一场高考，确实能改变不少人的命
运，但它绝对不是人生成败的分水岭。

我承认高考落榜，确实是人
生的一种失利。但是，我要说，
只要不放弃自己，有一种不服
输的勇气，不去停止人生的
学习和成长，我们就没有
被世界抛弃，仍然可以
活出一种自己想要的
模样。

不放弃自己 □王德义

雀栖夏荷 王倩 摄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声明公告

注销公告

●本报2020年4月1日11版刊发

安阳市龙安区人民法院对李天

祥公告，原告安阳市龙安区东风

红立方模拟图板制作中心、张梅

英诉被告李天祥、神华联合建设

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更正为“原告安阳市龙安区东风

红立方模拟图板制作中心诉被告

李天祥、神华联合建设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2020年6月

15日15版刊发宋存录诉桑陈喜之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2019

豫（0502）民初5036”更正为“2019

豫（0502）民初5029”，特此公告。

更正公告

●洛宁至诚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统一代码91410328MA46MX

LL5R）经投资人研究决议拟将

公司注册资本由 1000 万元减

至 300 万元，债权人可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要求本

公司清偿债务，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本人曹留安在禹州龙辰置业

有限公司购房收据不慎丢失，收

据号码：672516，金额：117585

元，收据号码：672517，金额：

6097 元，收据号码：672518，金

额：3776元，收据号码：672519，

金 额 ：6735 元 ，收 据 号 码 ：

672520，金额：139元，均声明作废。

●孟闯于2010年11月30日购买

东岸尚景C区6号楼2001房子一

套，票据不慎遗失，票据号：

1028969，声明作废。

●缴款人董芳于2019年11月22

日交纳的诉讼费—案件受理费

5900元所出具的票号为0826937

的《河南省政府非税收入票据》收

据联不慎丢失，因此所造成的一切

法律后果由本人承担，特此声明。

地址：中原区桐柏路与西十里铺
路交叉口往北 100 米路西 111
号3号楼2层。面积：约305平
方米。用途：商业办公、教育培
训、美容保健等相关行业。

单位房出租

联系人：张女士13460274755 张先生14783166053

寻亲公告

●经公司研究决定，注销新乡

市江河路桥工程有限公司（注

册号：410728100007842）现已成

立清算组进行清算，望债权人自

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申

报债权，特此公告。另公司遗失

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光山县刘楼林业有限公司注册

号411522000003605经股东大会

研究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焦作市聚沙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临颍县农祥种植专业合作社经成

员大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向本社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本人汪现钊于 2020 年 7 月 9
日在河南省郑州市不慎遗失第
二代身份证，号码为：41092719
9304015057，有效期限：2014年
02月20日-2024年02月20日，
签发机关：台前县公安局，自见
报之日起不承担被人冒用而引
发的一切法律责任，特此声明。
●兰考县爪营乡朱场村三组村民
陈成，丢失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证，证书编号：NO.J4102250151
550流水号 ：151550声明作废。
●郏县公安局彭志中，，警官证
（警号 032098）于 2020 年 7 月 5
日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安阳县伦掌镇煮烤馆麻辣烫小
吃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10
500MA46FEGA3C，营业执照正
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安阳县伦掌镇伦掌村文新
普通货物运输车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 410522600256
858，声明作废。
●安阳县伦掌镇文祥普通货物运
输车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410522600247155，声明作废。
●个体工商户王好涛遗失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税号:410728197
112121038，声明作废。

●漯河市宏达汽车运输有限公
司豫LH331挂（411104014247）、
豫 LK6736（411104005040）营
运证均遗失，声明作废。
●周口市宏阳运输有限公司
豫 P1S31 挂营运证丢失，证号
411620077328，声明作废。
●吴先朋营业执照副本丢失，注册
号411425613321669，声明作废。
●高振先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
册号411328626360733，声明作废。
●2015年11月20日出生的黄
旭阳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P411145563，声明作废。
●2014年8月2日出生的严慧
珍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1440682，声明作废。
●2014年8月7日出生的李允
诺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0790777，声明作废。
●2014年10月19日出生的段
银芯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1643190，声明作废。
●2017 年 9 月 25 日出生的段
晨泽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2120459，声明作废。
●方城县杨集镇三道河村郭荣
增，农村土地确权证丢失，编号N0.
D4113220214256，声明作废。

综合分类
综合分类内容同步刊登在河南法制在线网

网址：www.hnfz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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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阳县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
中心信息业务专用章（编号4111
210026957）公章作废，特此声明。
●长垣县蒲城华西汽车配件
厂遗失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号：
41072847011615，声 明 作 废 。
●方城县杨集镇三道河村王建林，
农村土地确权证丢失，编号N0.
D4113220214255，声明作废。
●方城县杨集镇三道河村李秀山，
农村土地确权证丢失，编号N0.
D4113220210882，声明作废。
●汝南中汇置业有限公司公章
（编号4128260008625）、合同章、
财务章均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2013 年 9 月 30 日出生的王
家宜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N410913268，声明作废。
●2015 年 4 月 13 日出生的底
铭皓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P410749274，声明作废。
●开封市祥符区残疾人联合
会公章不慎遗失，编号：41022
40014551，声明作废。
●西平县博洋货运有限公司
豫QD6233营运证遗失，证号：
411721027788，声明作废。
●淅川县森熔科技有限公司
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章（周
海英）均遗失，声明作废。

●西平县快平运输有限公司
豫QE2176营运证遗失，证号：
411721026495，声明作废。
●2016 年12月29日出生的李
雨诗出生医学证明遗失，编
号：Q410579991，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