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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料热线：

准大学生
暑期打工收获多
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樊绍红）对于
众多准大学生来说，七八月份是一段悠闲
轻松的空闲期。浔阳晚报记者发现，一些
准大学生为了让自己有一个充实的暑假生
活，开始了人生中一个新的里程碑——打
暑期工体验生活。连日来，浔阳晚报记者
采访了一些正在打暑期工的高三毕业生，
他们纷纷表示，首次社会实践，体验了快
乐和辛劳，更多的是历练和成长。

脑瘫学生刘鑫圆了“航天”梦
新闻

追踪

亲爱的学弟学妹们：

学生：打工增长了见识
8 月 5 日，
浔阳晚报记者在万达广场附
近的一家名叫
“茶制造”
的奶茶店喝茶时，
一
位面容略显稚嫩的女店员引起了浔阳晚报
记者的注意，
趁她休息的间隙，
记者和她交
谈起来。她介绍自己姓唐，
今年高三毕业，
出来打工为了锻炼自己。当浔阳晚报记者
问其工作期间有哪些收获时，
她笑着说：
“在
这儿我交到了很多朋友，
还学会了做奶茶。
我开始一直做试饮，
觉得没趣，
而且总是被
别人拒绝，
让我信心受挫，
但同时我也学会
了坚持，
锻炼了仔细观察的能力。
”
小金同学也表示，打暑期工后让自己
心态变得平和了，也学会了如何去调整自
己的情绪。
“以前我的性格有点急躁，暑假
在一家电影城打工做场务，服务行业经常
会遇到一些脾气火爆的顾客，开始我有些
不理解，有时差点和顾客吵起来。在同事
的帮助下，我学会用冷静的心态去处理问
题，
性格慢慢变得平和了。我妈都说，
我在
外面打了两个月工，
性格变得开朗，
脾气也
好多了。自己得到历练和成长，应该是打
暑期工最大的收获吧。
”
小金说，班上的很多同学都在打暑期
工，自己的工作还算轻松的，有同学在一
家餐馆做传菜生，因为没有社会经验，被
霸王条款坑过；还有一位同学在一家快递
公司做快递分捡工作，每天的工作量很
大，有时做完一天的工作，累得腰都直不
起来。
“以前从没想到工作会这么累，打工
后才知道父母挣钱的不易。”

家长：是孩子了解社会的好机会
浔阳晚报记者采访时了解到，不少家
长对高三毕业生外出打工持肯定态度。市
民李先生告诉浔阳晚报记者，他的小孩现
在正在做家教，待人接物明显比以前得体
多了。李先生说：
“这些准大学生大多是独
生子女，
从小生长在家长的庇护之下，
在跨
进大学校门之前，
先进行社会实践，
可以了
解形形色色的人，
了解生活的艰辛，
甚至经
历初次的挫折，
都是有益的，
可以让他们以
一种更加成熟的心态融入大学生活，也能
为以后真正踏入社会做好准备。
”
家长李女士也表示，孩子高考后，天
天窝在家里，不是睡觉就在玩游戏。与其
让孩子这样浑浑噩噩下去，不如让他们去
外面做点事，不管能不能挣钱，起码有一
个规律的作息时间。
九江市田家炳实验中学教务处主任
张志老师认为，准大学生适当参加一些社
会实践活动是好事，既能挣点零花钱，又
可以体验生活，不失为一个了解社会的好
机会。准大学生在参与社会实践活动时，
应保持平和、虚心、积极的态度，明确实践
的目的，
重在对自身各方面能力的提高。

刘鑫终于盼来了录取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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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樊绍红）浔
阳晚报 6 月 29 日曾以《脑瘫学生交出精
彩的人生答卷》为题报道了永修二中脑
瘫学生刘鑫的励志故事。刘鑫今年高
考成绩超一本线 15 分，盼读南昌航空
大学的消息一出，网友纷纷在浔阳晚报
微信平台留言鼓励刘鑫，并祝他能早日
圆梦。8 月 8 日，刘鑫的母亲杜女士开
心地给浔阳晚报记者打来电话说，刘鑫
已被南昌航空大学飞行器制造工程专
业录取，已收到录取通知书。
杜女士说，如今刘鑫终于得偿所
愿，她通过浔阳晚报感谢社会各界对刘
鑫的关心，并将这份关心化作一家人前
行的动力。
随后，浔阳晚报记者联系了刘鑫的
班主任李盛鹏老师，他也为刘鑫感到欣
慰。李老师说：
“这是刘鑫奋斗的结果，
也是新征程的良好开端，祝福他的同
时，也坚信他的毅力和努力最终会给他
带来理想的成功，人生的幸福。刘鑫虽
然毕业了，但他永远都是学校的骄傲，
也将是学弟学妹们学习的榜样。”李老

你们的学长：
刘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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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风中成长的
“向阳花”
——访瑞昌一中高三优秀毕业生江岚澜
总有一些雏鸟，
卖力地逆风扇
动着翅膀，
前进一米后又因为大风
向后退了几米。长此以往，
雏鸟的
翅膀慢慢健壮，随后自由、洒脱地
翱翔在天空之中。2018 年高考生
江岚澜，就是这样一只“雏鸟”，她
迎着逆风而飞，向着阳光成长，最
终成为瑞昌一中优秀毕业生。
□ 曹雪琪

逆境 给予她搏击长空的力量
如果说母爱如涓涓细流，
那么父爱则像滚
滚江水。江岚澜却在青春期，这个敏感、脆弱
的成长时期，缺失了父爱。
“2013 年，那时我正
读初一，
我的爸爸去温州打工几个月后就和家
中失去了联系，
至今杳无音讯。
”
江岚澜说起爸
爸的“消失”，就联想到了妈妈身上沉重的担
子，
以及每逢过年时爷爷奶奶伤心的脸庞。
“我的妹妹甚至都不记得爸爸的模样，
我也
时常会因为父爱的缺失而埋怨、
不解、
缺乏安全
感，
但每次也只能潸然泪下，
甚至还会和妈妈反
着来。
”
江岚澜回忆着那时任性而又脆弱的自己。
直到高中住校，她才体会了回家的喜悦

和陪伴的珍贵。在她高三期间，她的妈妈同
时 忙 于 两 份 工 作 ，只 为 缓 解 家 中 的 经 济 压
力。
“ 知道这件事的时候，我的心仿佛被刺了
一下，想象以往一样，脆弱地流泪，却又怕妈
妈看见。”那时的江岚澜，将逆境带来的险阻
转变成前进的动力，开始理解忙碌的母亲，不
再对父亲带来的负能量耿耿于怀，鼓起勇气，
一心钻研学业。
任性、脆弱，
是少年成长的两个负面标签，
江岚澜却感谢那时任性而又脆弱的自己，
是它
们的存在，
得以让她忽略杂物，
隐忍着用力扇动
翅膀飞翔，
最终在高考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

“身边人”的关怀 为她指引方向

提醒：打工时谨记签订劳动协议
学生暑期打工，一则可以积累社会经
验，二则减轻家庭负担，可谓一举两得，但
是还必须具备相关的法律意识，以免纠纷
发生时无法可依。
浔阳晚报记者从市人社局了解到，由
于涉世不深、求职心切，不法分子往往会
设下招聘骗局，使打工学生上当受骗，权
益受到侵害，建议学生们选择具有合法证
件的职业介绍机构。市人社局一名工作
人员表示，在达成就业协议后，学生要和
用人单位签订用工协议。

师还向浔阳晚报记者透露，刘鑫正在申
请第二个专利，他已经帮刘鑫联系了昔
日的一名学生，如今在一所大学任教，
在学生创业指导和校企合作方面也许
能给刘鑫提供帮助。
浔阳晚报记者联系刘鑫时，他正赶
往学校向关心他的老师们报喜，当问及
他的感受时，他说道：
“接到录取通知书
的那一刻，
我不禁留下了激动的泪水，
回
想起这三年走来的一路，有苦涩，有快
乐，更有奋斗路上一路扶助我的老师。
特别是李盛鹏老师，
在我心情最失落、
最
低迷的时候，
是他帮助我走出阴影，
活出
自我。他告诉我，
我能行。从此，
我知道
一切都是靠自己，不再哀怨低迷。因为
我字迹不太工整，李老师还亲自替我填
写一张张申请表，贴照片、写事迹材料。
我将永远铭记这份恩情，并将这份感恩
化做学习的动力，
早日学好本领,努力成
为国家建设的栋梁之材,回报母校对我
的关心和培养。
”
在浔阳晚报记者的倡议下，刘鑫还
给学弟学妹写了一封信。

我是你们一位普通的学长，虽
然在学习上我也许不如你们，但是
在精神上，或许我能给你们一些感
悟。我是一个双手颤抖的残疾人，
写字十分困难，但是我没有为此自
卑和消沉，我一直不相信“我尽力
了”这个说法，因为只有你不断挑战
自己的极限，才会有进步。当初，因
为我的字迹不清导致考试成绩一直
上不来，于是我就加倍努力，下课放
学时我都用来疯狂地练字，一遍一
遍重复写，学习上，别人学一小时，
我就学两小时，因为字写不快，脑子
就要比别人动的快，所以就拼命练
习思考速度，遇到不会的题目，就赶
紧 问 老 师 ，这 样 才 能 勉 强 跟 上 别
人。我从不觉得，高中学习成绩是
靠天赋决定的，只要你能挑战自己
的极限，并且不断地付出努力，就会
成功。我没考好的时候，对自己说，
你来呀，你有本事让我下次考得更
差，于是又增大练习量，于是永远不
会被学习压垮。我们要学习海明威
笔下那位老人，不屈服困难，这样才
会有一颗强大的内心。
最后祝愿学弟学妹们好好学习，
高考考出好成绩，
实现自己的理想。

江岚澜。
（受访者供图）

成长是个有得有失的过程，老师、同学则
是少年成长中，除家人外的重要角色。江岚
澜将丰子恺先生的话谨记于心，时刻告诫自
己，不乱于心，不困于情，不畏将来，不念过
往，
如此，安好！
高三最后的冲刺阶段，屡次大考失利，宿
舍内小女生之间的矛盾也没化解……这让稚
嫩的江岚澜束手无策，只能用泪水迎合当时
的糟糕情景。这时，老师的开导与鼓励，仿佛
是她的一根救命稻草。
初次见到班主任吴建军，他高大壮硕的
形象，让江岚澜心生敬畏。
“ 当吴老师了解我
的家庭情况后，他面对考试失利的我，心里有

些着急，但是他没有在我的面前表露出来，而
是选择打开窗户，让晚风吹进，带着我看向黑
黢黢的操场，告诉我‘路够黑，光才亮’。”那次
与吴老师交谈的场景，让她铭记于心。没有
责怪反而对她细心、耐心指导学习，开解心事
的班主任，为江岚澜指引成长的正确方向。
高考前的最后一天，她看着那间熟悉的
教室，回想起知己的安慰，为失利的她带来温
暖；共洒汗水的同学，让她主动向上攀沿。17
岁毕业的江岚澜，在高考之前，学会领悟生活
中的酸甜苦辣。如今的她逆风而飞，向阳成
长，明白无论什么时期，纵使前方迷雾重重，
也无法遮住道道金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