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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一毕业!小宇就到南京找男友云了"

云的表舅在南京有家公司!他毕业后一直
在那儿工作!每个月拿#$$$出头的工资打发日
子"

小宇自己找了家小小的文化公司!每个月
#$$$元的微薄收入!也算是高高兴兴上班了"

从此! 小宇和云便开始了看似快活的生
活" 每天下班后便相拥着坐在租来的小屋里看
电视!从下午六点的新闻到晚上十点多结束的
黄金剧场再到深夜的午夜剧场!每天持续六七
个小时! 他们斜靠着廉价的充气塑胶沙发上!

随着荧屏嬉笑哀乐!全身心地感受着荧屏上他
人人生的丰富多彩"

周末的时候他们就牵手去逛大卖场!拎回
二三十元一件的衣服或其他便宜的物品!再贵
些的衣服就只好默默说#再见$% 他们习惯于沉
迷于偶尔让人落泪的电视连续剧!虽然关掉电
视的瞬间他们也会突感空虚!眼见别人买房买
车也会有一时的失落!遭遇权贵人士的冷眼也
会一时激动感伤!可他们终究是似乎要满足于
现状!没什么意外的话就平庸度过此生了"

日子无声地流逝了两年"

那天晚上!正当他们深深沉醉于电视剧离
奇曲折的情节时!那台来自于跳蚤市场的#"英
寸老式彩电突然&嗤$地喘息一声!然后是一圈
白光挣扎着晃了晃便寿终正寝了!还留下满屋
子烧了电器之后的那种臭味%

小宇和云四目相觑! 屋里难得的沉寂!小
宇突然觉得虚飘飘空落落的!对面的老式三门
柜镜中是两张麻木'呆滞的面孔"

小宇逃避似地捡起一本旧杂志翻了起来!

那天晚上!小宇读了两篇小说!两篇散文(云则
总结了他们两年来的存款)**#%&'%元%

第二天下班后!小宇读了卡夫卡的两个短
篇和张爱玲的三篇散文! 写了一篇($$字的读

书笔记(云看了两份报纸后说+从这个月开始
我们存一个人的工资到银行吧%

第五天晚上!小宇写了一篇小小说投稿到
晚报! 云去图书馆听了一个关于市场营销的
讲座%

第六天是周末!他们去了图书馆和书城!

办了两张借书证! 买了几本经济和文学方面
的书%

第七天是周日!小宇在家看书'写稿(云则
在精读,做一个成功的业务员-%

两个月后! 他们的存折上有了)$$$元!

他们没有去买电视机!而是买了一辆电动自
行车%

接下来!小宇报考了英语补习班(云找了
一份做业务员的兼职工作%

小宇在报纸上发表了!$多篇文章(云跑成
了第一笔业务!拿到了#%$$元的提成%

一年后!小宇发表了文章#$$多篇!跳槽
到了一家规模不小的广告公司做了杂志编辑
和策划!工资是原先的三倍(云又跑成了六笔
业务%

两年后!小宇做了杂志的主编!有多家报
刊约写稿(云注册了一家广告公司并开始良好
运转%

四年后的某天上午!他们拿到了位于城中
理想地带的新房钥匙(下午!小宇开始构思一
个长篇!云计划年底把公司的注册资金由($万
元升为($$万%

以上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他们的这四年!可以被分为截然不同的两
个两年% 转变似乎是因为那台电视机的彻底罢
工!可我们明白!真正的质变是因为他们的醒
悟%

生活中有太多的暂时诱惑!也许是没完没
了的电视节目! 也许是刺激过瘾的电脑游戏!

又或者是输赢无常的麻将./它们一点点侵
蚀我们的时间! 以看上去如此享受的方式!让
我们沉迷其中乐不思蜀%

它们让蓬勃朝气的生命一点点走向颓废!

如同慢性毒药!渗透麻痹我们的思想% 这就需
要我们有足够的免疫力来抵抗!而强大免疫力
的获得!来源于消醒的头脑描绘出的美好人生
蓝图!并为之扎实而行!从而演绎起充实多彩
的生活%

暗藏毒素的诱惑无处不在!请记得随时强
化自己的免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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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有些海外留学生们讲笑话说!有些来自
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在美国大学上第一堂课时!

会不由自主地向老师和同学们提问+&我们班
的班长是谁0 $对他们来说!这是个再普通不过
的问题了% 因为!在他们自幼所经历的教育环
境里!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每班每级都是有班
长之类的学生干部的% 特别是到了大学!学校
里有学生会干部! 每个班级里不仅有班长!而
且还有书记%

当年! 我刚进入美国大学校园读书时!一
开始就感到四个方面的不习惯%

其一!大学里几乎没有&同班同学$的概
念!这是因为大学课程基本上实行灵活的学分
选修制!学校不可能把每个人固定分配在一个
班集体里!教室里的同学们流动性很强%

其二!美国大学的宿舍不是以系科来划分
居住的!学生住得很分散!同专业的学生常常
不住在一起%

其三!在课堂上!教授们极少照本宣科!教
授们在课堂里和学生们互动频繁% 有时聊到高
兴时!教授们径直就盘腿坐在讲台上% 一堂课
下来!学生们讲的话比教授还多%

其四!学校里几乎没有我们国内观念里的
那类学生干部)))不仅没有书记!而且没有班
长'班委和小组长们% 当然!更没有我们习惯中
的学生会主席%

一时间!没有了班主任'支部书记和班长!有
些年轻的留学生们会觉得头脑空空! 不知所措!

好不自在% 不过!很快这些同学们就习惯了美国
校园的生活%他们发现!在这里!每个人都是自由
的!可以自由地去想!可以自由地表达!可以自由
地判断!可以自由地选择你认为正确的社团%

其实!美国的大学校园并不是&无组织'无
纪律$的一盘散沙!校长们从来也没有&人心都
散了!队伍不好带$的忧虑% 学校里其实也有
&学生领袖$级的人物!这些&学生领袖$大多是
在学生独立社团活动中涌现出来的%

通常!每个美国大学校园里都会有几百个
不同种类的学生俱乐部和社团!几乎全部是由
学生自行组织和领导的% 每年新生入学时!人
们会看到在学校报到处周围的办公室走廊里
或校园草坪上!排满了各种社团招揽会员的五
颜六色的招牌%

在有些美国大学校园里!也有一种类似工

会的学生会组织!但和我们国内大学里的学生
会并不相同% 这类学生会是一个完全独立于学
校行政的学生组织!学生会的负责人由学生依
照合理程序选举产生!学生会的资金也来自学
生!没有校方或政府的资助!因而它的行动都
是独立的% 这类学生会的目的主要是在重要事
件发生时!用以维护学生权益!同时作为学生
和校方之间的沟通渠道! 例如校内公车服务'

学费上涨'图书馆设备改善等%

当然!凡事都有利弊% 人总是有差异的% 对
于那些思想比较成熟'独立性比较强'有自律能
力的学生! 在美国大学的环境里就可以应付自
如%但对于那些性格腼腆内向'独立生活能力差
的学生!就很难取得好的成绩!甚至不能完成大
学学业!在美国名校里尤其如此%有些美国名校
为了捍卫学术水平而不得不牺牲学生%

对此!准备来美国留学的学生和家长要有
一定的思想准备% 有的中国学生家长常常不
能理解!为什么花了那么多钱!把孩子送到国
外上大学!五六年了!还没有个结果% 估计其
中很大部分原因是+ 美国的大学是 &不怎么
管$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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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叫刘辰! 是一个年仅!)岁的应届毕业
生!再过一个月就要毕业了!面对严峻的就业
环境!他压力很大%

他觉得自己实在没有什么过人之处!该
找什么样的工作呢0 如果能做自己最感兴趣
的事情就好了% 他是一个公交迷!北京市所有
的公交线路他都了如指掌% 从小学六年级开
始!他就开始关注北京市的公交线路!哪条公
交改线路了!哪辆公交车换车型了!他都会记
录下来% 从上初中起!他就是同学们的出行顾
问% 无论谁想去哪里!他都能很快地回答出最
便捷的公交路线%

就在他为工作发愁时!机会来了% 某卫视
的一档节目组通过了他的申请!他可以到现场
去求职%来到现场!他发现!果然有一家公司有
适合他的职位)))旅游体验师% 可是!他担心
自己文笔不够好!不能把旅游的种种美妙感受
表达出来% 主持人问他有什么才艺!他说+&我
是一个公交迷!对北京市的公交'地铁线路都
有一些研究% $主持人来了兴趣!现场考他+&从
国贸到旧鼓楼大街该怎么乘车*$ 他不假思索
地回答+&在国贸坐#路汽车!到天安门东!换乘
&!路!就可以到达% $主持人再问+&那从国贸出
发!到营慧寺呢*$他同样不假思索地回答+&先
坐地铁一号线!坐到五棵松站下车!然后再换
乘运通##)线就能到达% $

他的回答把台上#!位老板的情绪都调动
了起来!他们开始争先恐后地向他提问% 他有
问必答! 不但准确无误地按顺序报了一大堆
地铁站的名字! 而且还给一对情侣设计了一
个在北京一日游的路线%

他对公交的这种专注显然为他打开了大
门% 老总们不仅不约而同地向他发出了热情
的邀请!而且绞尽脑汁!在现场因人设岗!给
他非常好的职位和待遇!只为留住这个人才%

最终!他选择了一家他感兴趣的公司%

主持人问这家公司的老总+&你给的薪水
是不是太高了*$这个老总回答+&专业的'执着
的'优秀的人才!是无价的% $是的!无论在哪
个行业!最缺的永远都是专注的人% 专注的人
永远不缺机会+正如一个老总说+&很多用人单
位不招应届大学生! 不只是因为他们缺少工
作经验% 更主要的是!他们缺少一种专注和投
入的精神% 而刘辰最打动人的!就是他的敬业
和那种往里钻的专注% 只要有这种精神!无论
在哪个行业!都能干出一番成绩% $

有许多大学毕业生都在抱怨找不到工
作!其实!老板们又何尝不知!大学毕业生们
缺少工作经验是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老总们
更看重的! 往往是这个毕业生对工作的投入
度'专注度以及热情与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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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千生涯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