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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零开始

诗歌

新年钟声

张涛甫

玉露诗画

31 日是 2019 年最后一天，1
之前，我们无法确保愿景和理性
大惊喜和大收成。
浪的定力，没有把握和化解风险
甚
日是 2020 年第一天。这两天，目
有多少收成。
但有一点是确定的，
过往不可追。诗人艾略特云： 的能力，
理想很有可能会打折，
力所及处，满屏的感慨、感言、感
那就是，只有用我们的努力和智
去年语词去年闻，来年愿听有新
至完全付之东流。我们不能奢望，
将大写的预
转身走向下程。 小概率的运气突然揿响你的门
念，湿漉漉的，
“ 鸡汤”横流，中国
慧，
去把握不确定性，
声。请将过去清零，
成功也罢，失落
数千年的抒情传统似乎都倾巢出
期，分割成一个个小目标，小愿
不管过去的一年，
铃。谁也不能保证，在 2020 年的
动了。但在互联网已经钝化我们
景，化整为零，在日常的努力中， 也罢，
我们应理智地将其归零。
每一个路口，
都有幸运在等候。我
情感表达的今天，在表情包已格
将一个小目标变现，把希望的芝
2020 年，从零开始。哪怕我
们只能用结实的努力，去承载我
斗志再高，
没
式化我们丰富表情的今天，我们
麻籽一粒粒种下，开花、结籽，最
们此刻的帆风再满，
们放飞的理想。
（作者为新闻学院
教授）
似乎不再擅长个人化、个性化的
后，零存整取，颗粒归仓，汇聚成
有奋楫向前的努力，没有逆风劈
党委书记、
执行院长、
情感表达了，即便在我们个人体
验最深切的时刻，在集体共情的
节日当口，我们的抒情方式都显
得高度单一。何以言志？权且以
网上流行的文本或表情，聊表心
志。以他人酒杯，浇自己心中块
垒，这是互联网时代便捷的利
好。
与其
其实，
在这簇新的时刻，
重复过往对
作廉价、单调的祈望，
未来的单恋，
还不如冷静下来，整
不失低调
理好心情，
打理好行装，
地规划好行程。从零开始，重新
出发。
倘若人生可以返流，时间可
以回溯，我们站在 2019 年的最后
回望 2019 年的第一天。当
一天，
也
时，
无论我们有怎样的想象力，
无法预见 2019 年会有怎样的风
景，一定难以料及，在 2019 年的
每一个时间节点会遇见什么人，
遇见什么事，
遭遇怎样的故事，
有
姻 经过 1 个月的设计，校友会推出了 2020 版光华窗花。大中小三个尺寸的窗花，乘着 2020 的春风快递、
什么样的欢欣和忧苦。我们或许
携着光荣和使命，
把母校的祝福送到全球复旦人的手中。
图文 / 校友会
还能记得，
2019 年的第一天，我
们也跟今天一样，站在一年的路
希望
口，
把心情调到最好的状态，
对未
满格，
把所有的路灯都打亮，
来充满希望。实际上，
后来，
每一
2019 年，选调生们扎根基层
表示，十分庆幸成为广大脱贫攻
坚工作者中的一员，设身处地了
天的日子都要我们真实地面对， 一线，用汗水浇灌收获，以实干
忍受漫
笃定前行。在 2019 年的最后一
解群众疾苦，履职尽责解决群众
为生计奔忙，
为人生打拼，
长的庸常，接受一个个并不起眼
天，他们在工作岗位上迎接 2020
关切，多措并举帮助群众发展。
的小欢喜，甚至要接受许多防不
年的到来！
2020 年是脱贫攻坚收官之年，复
王帆的这天既忙碌又普通。 旦选调生一定会顺势而为，砥砺
胜防的失落和烦忧。
庸碌绵长，我
早上九点，作为记录员，她参与
奋进，为夺取脱贫攻坚大会战的
日子连着日子，
围绕群众间纠纷的人民调解会， 全面胜利贡献智慧和力量。
们当年从在年头祈望的大写幸
刘峻池这天要完成 22 个区
仔细倾听群众诉求，认真履行职
福，
不是在漫长的日常中打折，就
责，做好记录。下午两点半，她协
是在本色的生活中遗忘。这本是 （市） 县的年终数据审核工作再
人生的常态。人生不可能一路高
上交省厅，每个数据来源都要找
助社区党支部书记做好党建共
光，人生安稳，岁月静美，即是幸
到依据，每个有疑问的数据都要
建联合会的资料准备、会议签
这 天 的工 作 和以 往 没 有 区
需要细致又细
和区（市）县核实，
到、会议记录等工作。她说：
“作
别。这一年，他在广东省人民检
福。
致。刘峻池深知身上肩负的重
为复旦学子，我会始终坚守初
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锻炼，办文
一元复始，又一次站在一年
的端口，同样的自己，
站在不一样
担：
“ 身为选调生，要在做新时代
心，以认真踏实的态度对待每一
办会全面地概括了他一天的工
的奋斗者上带好头，不辜负组织
件事，努力学习，锻炼自己，时刻
作。晚上比较安静，他经常加班
的时间节点上，怀着跟往年此刻
母校培养。”
同样的心态，
向未来凭栏远望，希
期待、人民期望、
准备着负重任、致远路。立足当
写材料。以撰写调研报告为例，
望 2020 年的路上，
阳光、快乐，安
下，努力在基层的沃土里生根发
就要将各地报送的材料打印出
芽。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在三
来通读一遍，标出典型做法和工
康、吉祥、好运。祝愿自己，也祝
本没有
秦大地上挥洒热血，书写青春。” 作亮点，也要对存在的疑问做记
愿他人，持有这样的心态，
什么错，但祈望若要变现，
就不能
早上 8:30，朱子璇到办公室
号。对于材料不够翔实或存有疑
一切皆
开始了忙碌的一天。作为局机关
问的，需要第二天打电话询问下
坐等好运眷顾，
幸福敲门，
倾力而为，
幸福
须我们全心投入，
内部“最多跑一次”工作联络人，
级机关或要求补充材料。有时候
朱子璇已牵头各科室部门完成
对比较突出的做法，也会组织实
需要手动争取。
多轮事项梳理，共明确 11 项事
一早来到办公室，陈可旺列
地调研。粤港澳大湾区和中国特
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尤其是
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都在如
在 2020 年，不确定性也许更大。 项纳入机关内部“最多跑一次”。 好了这天的工作清单。中午十二
这天，朱子璇要组织各科室完成
点前必须收齐汇总各村居的拖
火如荼地建设着，2020 年的广东
这几年，骨感的现实让越来越多
11 项事项办事指南与流程图的
拉机安全整治台账，并上报到县
将是一片干事创业的热土。作为
的人调低预期，理性对待身边或
远处的不如意，
不确幸，
但理想主
最后一轮核对、完善。她非常期
里。另外，还有镇纪委的一篇宣
一名年轻的检察干警，他希望沉
传材料和石门县“十佳项目建设
心学习技术本领，用所学为群众
义仍有价值。
生活充满不确定性， 待这项工作显现成效。面对 2020
年，她干劲十足，充满期待。
功臣”
推荐材料需要完成。陈可旺
舒忧解困。
人生充满悬念，在没有走完全程

在辽阔的钟声里
七彩祥云
从心头冉冉升起
时间的川流
仿佛凝固在世界的每
一个夜晚
和过去告别吧
就像和曾经的恋人道
别
你爱的，是你所是的一
切
就如造虹的夏雨
或红焰般的秋荷
甚至街头的残雪
和穿透肢体的寒流
澎湃与宁静
如今在同一时空安放
哪怕钟声长逝
过往的背影
却在岁月的广袤里
化为永恒
如一尊沉默的雕像

选调生们的 2019 年最后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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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着未来凝望
让我们祝酒吧
交错的杯盏和眼神
激荡着友谊和诗歌的
海洋
在生活的世界里
如果你是树
我就是土壤
如果你是三月的风
我就是渐行渐远的春
草
在天边生长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
吧——
—
那即将到来的
是从不停歇的脚步
用时间的针脚
密织的梦想
是 柳 枝 上 的 鹅 黄 ，是
绿，
是希望
是美美与共的窈窕诗章
（作者为经济学院孟捷教授
与几位经济学人合署笔名）

Email：xiaokan@fudan.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