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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多年了，我好像还是第一次和爸妈去看电影，看

的正是讲述父子亲情和孩子教育的影片《银河补习班》。

虽然影片中有一些情节太过理想化，但仍然有很多地方值

得为人父母、为人子女的我们反思。

男主角马飞是一个从小“缺根弦”的孩子，为此他受到

过太多不公的待遇。最让他跌入谷底的，是父亲的锒铛入

狱。马飞的父亲马皓文原本是风光无限的设计师，却因为

设计的大桥在亚运火炬传递时当众垮塌而被所有人唾

弃。从此，马皓文的人生陷入灰暗。老师的嘲讽、同学的

嘲笑、坏孩子们的欺负，以及教导主任的嗤之以鼻，渐渐

地，马飞成了一个吊儿郎当、对未来不再有期许、人生不再

有梦想的差学生。

马飞的妈妈还是爱他的，但她的爱，和我们大多数家

长一样，太过狭隘。她也希望孩子出人头地，她说马飞的

目标就是考上清华北大。但面对达不到自己要求的孩子，

她会在公众场合大骂孩子“笨”，说孩子的人生“就这样

了”，也会告诉孩子，考不上大学你只能去楼下卖烧饼。这

和大多数父母何其相似。当父母们说这些话时，有没有想

过孩子有多受伤？

影片里有一句话，是马飞的爸爸对班主任老师说的，

大意是，孩子完全能从大人的眼中看出来，我们究竟爱不

爱他们。我想到我的儿子偶尔也会说：“妈妈不爱我。”虽

然常常是因为我不愿意满足他们“无理”的要求时会说这

些话，但认真想想，孩子的那些要求是不是“无理”，其实我

并不是唯一的评判人啊。为什么他们有的时候从心里认

为我不爱他们，或者说不够爱，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我不够

包容，对于他们那些与我的要求、我的期许有差距的行为

不够有耐心。其实认真想来，在教育孩子方面，我和我的

父母一辈没有太多差别，依然是以养盆栽的方式在养孩

子，总是希望他们按照我的想法去生长，在他们身上投射

了太多我的期望。很多时候，我和马飞的妈妈一样，不能

容许自己的孩子“与众不同”，难以接受孩子不够优秀。

马飞的爸爸马皓文是邓超饰演的，他把这个父亲的形

象塑造得非常成功。面对一个全年级倒数第一的孩子，他

给的不是压力，而是信任和鼓励，以及以身作则、言传身

教。“连通器原理”“草色遥看近却无”，他用生活与实践教

会孩子书本上的知识；“永远不会认输”“保持脑子一直想、

一直转，你就能想到办法”，他的坚持执着，让孩子勇敢地

在洪水中自救，甚至在太空中自救……

马飞的爸爸总是很乐观，唯一一次对孩子发火，是他

的申诉材料被拒了N次以后。他控制不住地吼了马飞，但

他很快意识到自己错了，主动去向儿子道歉。事实上，我

们常常因为自己的负面情绪，迁怒到孩子身上。本来在我

们心情好的时候，孩子犯的一些小错，我们都能一笑而过，

但心情不好时，孩子似乎成了出气筒，小错也会换来好一

顿责骂。其实孩子真的能非常直观地感受到父母情绪的

变化。我们为人父母者都应该想一想，能不能尽量控制自

己的情绪。孩子没有错，不管我们因为工作、生活以及被

各种不顺困扰的时候，留给孩子的，依然应该是一张淡然、

温柔的脸。

如果电影以马飞的逆袭和成功作为结尾，应该也是一

部好的电影，但后面出现了一段插曲——马飞要求父亲放

弃申诉，放弃洗清背了半辈子的冤屈，只为不影响自己作

为宇航员的名声。本来已经头发花白的父

亲，刹那间好像更加苍老了。马皓文对马

飞说：“我以为我对你的教育是成功的，没

想到我还是失败了。”这样的孩子，即使从

社会意义上来说无比成功那又怎样，他没

有学会爱、没有学会尊重，更没有学会感

恩。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应该把父母为我们

做出的牺牲和付出看成是理所应当。这一

段情节让电影的主题再次升华了。

在马皓文坐牢期间，马飞常常晚上到

阳台上对着天空打开手电筒，他相信那一

束光能让父亲尽快找到回家的路。其实，

让马皓文在监狱里咬牙坚持、争取减刑提

前出狱的，不是阳台上手电筒的光，而是儿

子对父亲、父亲对儿子的爱。

在洪水来临时，马飞听到马皓文在喇

叭里喊：“看看你的周围有什么！想办法，

动你的脑子，你能出来，你能出来！”马飞成

功逃生了，在他自制的小木筏上，那束手电

筒的光让爸爸和解放军叔叔们看到了他。

其实，救他的不是手电筒的光，而是独立思

考的能力和永不放弃的精神。

当马飞被困在太空中时，马皓文也来

到阳台上对着天空打开了手电筒，或许那

一刻，他也只能祈求那一束光能让马飞尽

快找到回家的路。太空中能看见手电筒的光吗？显然不

能。但马飞还是成功返航了。让他在太空中勇敢自救的，

不是因为那束手电筒的光，而是父亲从小对他的教育。

马飞从小被打击、打压、看轻惯了，连他自己都认

为会“把爸爸蠢哭”。只有马皓文很坚定地告诉他：“所

有人都说你是废物、笨蛋、蠢货，但爸爸相信你不是，

永远不是！”面对他全班倒数第五的成绩，马皓文兴奋地

说：“你是天才！”其实每一个孩子都需要被看见，爸爸

看向马飞的肯定和鼓励的目光，才是照亮马飞人生之路

的那一束光。

那 一 束 光
——观电影《银河补习班》有感

□王 赟

我们不是真正的军人

却有着和军人一样为国奉献的情怀

有着和军人一样坚强不屈的意志

我们的队伍披荆斩棘 勇猛顽强

筑路者 建设祖国 创造美好

军人 保家卫国 维护和平

不一样的名字

但有着共同的初心与使命

逢山开路，我们与彩虹约定

撸起袖子，我们与阳光赛跑

激荡的号角铿锵有力

我们的队伍充满力量

我 们 的 队 伍
□王 奎

披坚执锐严阵待，金戈铁马岁峥嵘。

往昔军旅豪情壮，铁血丹心铸长城。

战鼓渐远戎装褪，军魂在心浩气存。

江山多娇逢盛世，万家灯火竞繁华。

忆 军 旅
□蒋成杰

年少时的从军梦，尽管后来没有实现，但现在想

起，依然心潮澎湃。

在年幼的时候，因为爱上了玩具枪，便结下了从

军梦的种子。小时候家里穷，直到我上小学的时候，

家境才慢慢好起来，才开始有机会接触玩具。父母

给我买的第一个玩具便是手枪，靠气压推动打出塑

胶子弹，当时打到人皮肤上还是有点疼的。玩具手

枪其实并不是我想要的，我想要的是电视里解放军

叔叔手里拿的大枪，后来我知道那就是95式步枪，当

时在我看来是特别的帅气，直到今天，95式步枪依然

是人民解放军的主要步枪。我想要的，在年少时，父

母都给了我，有了95式玩具步枪，我感觉就能扬眉吐

气了，因为那个时候在有玩具的小伙伴们当中，95式

玩具步枪算是最大、最好的了。9岁那年，有一天看

着电视上拿着95式步枪的解放军叔叔，我对妈妈说：

“妈妈，以后我要当一名解放军。”

上了初中，我就不再耍玩具枪了，但从军梦一直

在我心里。初中开始接触人民解放军的光荣历史，

从课本中我了解到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

部分国民革命军在南昌打响了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

第一枪，1933年，党中央决定将每年的 8月 1日定为

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那时候还不叫人民解放

军。新中国成立后，每年的8月1日就成了中国人民

解放军建军节。党的前世今生和人民解放军的历

史，让我更加坚定了从军梦的决心，对人民解放军的

敬意也是前所未有。

2009年10月1日，记得那是我第一次观看阅兵式。当时据说这次

阅兵式是新中国进入21世纪以来第一次大阅兵，90%以上武器装备都

是首次展示。当胡锦涛乘检阅车检阅海陆空徒步方队时，看到解放军

威武英姿的时候，我的从军梦再次燃烧，立志要当一名站立似丰碑，为

祖国赴汤蹈火的荣耀军人。作为当年反法西斯东方主战场，2015年 9
月 3日，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周年，

中国举行了大规模阅兵。当习近平乘检阅车检阅海陆空三军徒步方

队的时候，我为解放军威武英姿再次倾倒。那个时候的我正读大二，

处在人生最美好的年纪，觉得那个时候比任何时候都要接近从军梦。

时隔两年后，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我国在朱日和训练

基地举行了盛大的沙场阅兵式，习近平首次在野战化条件下亲临沙场

检阅部队，沙场点兵让我心底的从军梦再次振奋。

2017年6月临近毕业，我多次尝试报名当兵，可是都失败了，面试

官说我的身高和体能素质不符合要求，那时候我灰心过，但没有绝望，

不能从军，但是还有其他的路可以选择，我依旧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

通过微不足道的努力，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生日到了，在这里，我为强军梦、强国

梦点赞！

我

的

从

军

梦

□
钱
时
正

又是一年迎新季，对于来到中铁二局刚

满一年的我来说，去年入职迎新的场景还历

历在目。

那时候的我跟你们一样，对一切都充满

了好奇，也对一切都感到懵懂。通过一年的

见习，在见习指导老师和同事们的热心帮助

下，我逐渐融入环境，逐渐进入状态。在这

里，我想对今年的新员工们说一些话。

“你一定要转变角色。”从学生一下子变

为职场员工，你可能会有些许不习惯；从学

校环境一下子转到了工作环境，你可能会有

些不适应。但你不用担心，毕竟大家都是这

么走过来的。你要做的是积极转变角色，努

力适应环境，与指导老师、身边同事和谐相

处，遇到问题主动请教，遇到困难主动沟通，

一直这样坚持下去，相信你一定能够尽快融

入大家庭。

“你一定要努力学习。”刚来到工作岗

位，你首先要做的事就是学习，学习各种法

律法规、各种管理办法、各种标准、各种报告

资料等等。大家平时都比较忙，所以没有人

会守着你学习，大多时候你只能靠自己。记

住一边学习一边做笔记，看一遍，记一遍，想

一遍，再多复习几遍，一直这样坚持下去，相

信你一定能够尽快进入工作状态。

“你一定要做好规划。”毕业后参加工作

的第一年，作为见习生是要轮岗学习的，可

能会在综合部、业务部、财务部等各部门“走

一圈”。你一定会觉得很有趣，但你一定要

做好规划，对于每个部门的工作内容都要了

解，对于自己的专业方向一定要着重学习，

也要对自己的职业发展有一个规划，毕竟有

了方向才能避免少走弯路。

“你一定要培养爱好。”二局的员工关怀

活动很多，舞台和机会也很多，如果你有一

技之长，擅于把握机会，那么恭喜你，你一定能够脱颖而出。所

以在工作之余，你一定要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可以是篮球，可

以是摄影，可以是书法，可以是演讲朗诵，可以是相声小品，也可

以是跳舞唱歌 ......选择一两项兴趣爱好，一直坚持下去，相信你

一定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舞台。

“我来时这里荒无人烟，我走时必定万家灯火。”祝愿每一位

新员工都能成为优秀的中铁筑路人。

新
员
工
，
我
想
对
你
说

□
韦

刚

（一）学历教育：

高升专：建筑工程、道路桥

梁、工程管理、工商管理、市场营

销、会计、电气工程等

高升本、专升本：土木工程、

桥梁工程、工程管理、机械工程、

市场营销、会计学、金融学、电气

工程等

招生对象：在职人员，学习

方式灵活，特别适合施工单位职

工。

报名时间：即日起, 至 2019
年9月25日。

（二）培训项目

1、建筑类八大员培训

2、代办各专业初、中、高级

技术职称

报名时间：常年招生

咨询电话：（027）85731605
或15527752955（微信同号）

Q Q：2856719592 2933512903
联系人：

甘老师 18086013311（微信

同号）

地址：武汉市江汉北路 34 号九

运大厦B座2301室

武汉理工大学2019年
函授教育、网络教育招生信息

学走红军路 张必蓉/摄于大渡河泸定桥

❋ ☆ ❋ ❋ ☆ ❋

前不久的一天晚上，我放松随意地靠在沙

发上看电视，这时，中央二台正好在播放改革

开放纪录片《大国重器》。

当电视画面中出现了庞大雄壮的穿隧架

桥机，特别是看到架桥机上那熟悉而亲切的

“中铁二局”字样时，作为一名中铁二局人，心

中不禁油然而生出无以言表的激动和自豪。

40年的铁路工龄，让我有幸亲身参与了祖国的

铁路建设事业，经历了铁路建设发展历程中的

无数艰难挑战，见证了科技创新、大型工程机

械设备升级换代的巨大变化，领略了中国基建

登上世界顶峰的荣光。

在我的心中一直有一个大国重器的梦想，

而这个梦想始自于我刚参加铁路工作时的亲

身体会和感受。

1983年，我作为铁路二代子弟在贵阳参加

了铁二局最后一次招工考试。1984年春节，我

被分配到铁二局一处五队青工班。当时，队部

设在贵阳南站，而我们的驻地和工点则在离队

部较远的黄花园，主要工作是开挖修建一个桥

梁基坑。那时候，一个普通的工程队基本没有

什么像样的机具设备，主要靠简单的工具和人

工劳力开展工作。记得那时候，我最怕的工作

就是装石碴、卸水泥和人工拌和混凝土。

所谓装石碴，就是工点野外加工好的一大

堆碎石，经收方后装上汽车运走。这是一项纯

体力活，必须先将石碴钩装在箩筐中，然后两

人抬起通过汽车尾部斜放的跳板装上汽车。

从小在城市长大的我，从没有干过如此重的体

力活，别人体力好的一次可以抬两筐毫不吃力

地上车，而我抬一筐都走不稳当，以致于许多

人都不愿意同我搭伙，怕出危险。卸水泥也不

容易，当时一无经验，二无防护用品和防护意

识，卸完水泥后全身上下沾满了水泥灰，与汗

水融合沾在皮肤上几天都洗不掉，非常难受。

劳动强度最大的当属人工拌和混凝土，上料、

上水、人工拌和一刻也不能停歇，

一天干下来，浑身疼痛，苦不堪

言。相对好一点的工作是开挖基

坑，先用钢钎人工打炮眼，爆破松

土后就是出渣，渣土先装在手推斗

车内，然后用简易吊具扒杆吊出基

坑外推走倒土，周而复始。

说实话，那时一个工班 30 多

人一天也干不出多少活来，工作效

率十分低下。如果用今天的工程机械设备，过

去要干几个月的活儿，现在也许只要几天就能

完成。在那个时侯，我心中就萌发了一个愿

望：要是我们的工程队能够多拥有一些施工生

产机械设备该多好啊！不但能够减轻工人的

劳动强度，还能大大提高生产效率。

时间到了1984年年中，铁二局中标了广州

市沿江中路的南海石油大厦基础工程，这在改

革开放初期来说也算是比较大的铁路外部工

程了，于是铁二局一处各工程队抽调精兵强将

组建了工程队。到了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省

会城市广州后，我真算是开了眼界，长了见识，

真正体会到了什么是差距，什么是“鸟枪换

炮”。我们变成了高度机械化的精锐之师，单

从工程机械设备方面讲，我们已拥

有了当时从意大利进口的最先进

的全自动混凝土拌和站及配套的

混凝土输送泵、空压机，高层建筑

塔吊，日本进口的大型挖掘机、装

载机、汽车吊、自卸车，以及钢筋弯

曲机、对焊机等各种先进的机具设

备。特别是高层塔吊，当它耸立在

珠江湾畔时，便引来了许多路人的

驻足围观，因为这种设备在当时先进发达的广

州市也并不多见，因而也成了珠江边一道亮丽

的风景线。

尽管这时我已离开一线工班调到了指挥

部物资组，但我对工程设备的新奇、钟爱和关

注兴趣程度始终没有丝毫减弱，每逢到了施工

生产高潮时节，我特别喜欢近距离地观赏这些

先进工程设备发挥出的神奇力量，喜欢看全自

动拌和站不知疲倦地精准进料出料，喜欢听输

送泵富有节奏的巨大声响，喜欢看高层塔吊在

空中舒展手臂的曼妙舞姿，喜欢听挖掘机、装

载机轰鸣的机器声如悦耳的交响曲，也喜欢看

操作司机那一张张牛气冲天的的脸……

那时的我心中仿佛有一个声音在说：将来

我们的国家也一定能够生产制造这些先进的

工程设备，中国的基建行业也必将会全领域实

现机械化施工，中国改革开放蓬勃发展的巨大

市场空间必将使基建行业焕发辉煌。

时光荏苒，新中国经过 70年的建设，特别

是改革开展41年的快速发展，在党中央的英明

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奋发图强，以勤奋和智

慧把长期以来积弱积贫的落后国家发展成日

新月异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各行各业都取

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科技不断创新，制

造业门类齐全世界第一，高、精、尖大国重器不

胜枚举。想到这些，我发自肺腑地为祖国的繁

荣富强感到无比的自豪！

如今，在铁路建设领域，高铁技术已成为

中国基建的亮丽名片，架桥机、盾构机等一大

批高科技大国重器也已在世界上占有重要的

地位和市场份额，中国速度、中国工艺、中国方

案、中国标准也得到了世界上的普遍认同。同

时，中铁二局的“开路先锋”精神，充分体现了

中华民族精益求精、勇攀高峰的精神品质，是

铁路建设者攻坚克难、勇往直前的强大精神法

宝，同样也堪称“国之重器”。

我 的 大 国 重 器 梦
□王 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