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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岁泥瓦匠带着工具上大学
把一双儿女送进大学后 他圆了 30 多年的上学梦
51 岁的山东莱芜泥瓦匠郇
政华，近日一半欢喜一半愁。“喜”
的是他在高考落榜 31 年后重拾
纸笔， 今年顺利通过高考进入济
宁职业技术学院， 成为一名高校
新生；“愁”的是，家人并不完全理
解他的选择， 特别是遭到了妻子
的“反对”。如今，刚刚开始大学生
活的郇政华却陷入了两难境地：
大学梦虽已实现，可作为家中“经
济支撑”， 他无法卸下生活重担。
考虑到郇政华的年龄及家庭经济
状况， 济宁职业技术学院宣传部
一名工作人员 12 日告 诉 记 者 ，
学院已经为其免去了学费和部分
生活用品采购费。

楼下被子淋雨 楼上撑开 3 把伞

荩 郇政华和穿着军训服的
新生们在校园里。

藏在心底 30 多年的大学梦

1987年，郇政华曾参加高
考，但因眼疾落榜。郇政华称高中
三年靠着老母亲摊的煎饼和咸菜
疙瘩撑了过来，最终营养严重不
良，高考前夕患了眼疾，看不清楚
字。他知道自己上大学无望，便前
往淄博打工，做泥瓦匠。
在建筑工地的尘土飞扬里，
郇政华的大学梦始终未曾搁浅。
“上大学就是我的一个梦想——
—
真的做梦都想，每一天都在想，已
经成为我人生的一部分。有时候
做梦啊，梦里我就在大学里念书，
可惜醒来发现自己还在原地，感
觉很空，很难过。”郇政华告诉记
者，这些年来，
“养家糊口”成了生
活的主旋律，但“想上大学”的心
思没有动摇。
2012年，大女儿考上滨州

医学院；去年夏天，小儿子也考
上了青岛理工大学，这让郇政华
“ 松 了 一 口 气 ”，他 决 定 参 加
2018年高考，希望能圆 30多年
来的大学梦。郇政华不懂上网，
便让女儿帮自己报名。女儿觉得
他就是“玩玩”，帮他报名后也不
在意。
“其实不是玩玩，我是真的想
上大学。”郇政华说。自这之后，郇
政华不仅要在工地上干活，还得
兼顾着复习功课——
—每天早上 4
时起床，读 1小时英语后，再去搬
砖砌楼抹水泥。工地上不允许看
书，他就把英语单词拍在手机里，
趁着饭后休息时间抓紧背诵。晚
上回家，吃完饭后再学 4个小时
语文和数学。“晚上 11时左右就
得睡觉，不然第二天干活没力

气。”郇政华说。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郇政
华复习完了大多数初中课本，以
及部分高中课本，但对于物理、化
学、生物等课程，他也仅仅学会了
些基本公式。“所以成绩出来后，
女儿帮着查了下，只说考了二三
百分，具体的也不肯告诉我”。
高考结束后的第一天，郇政
华便回到了工地继续打工，错过
了专科院校第一次志愿填报，直
到 8月底补录期间，他有些不甘
心，让女儿填上了济宁职业技术
学院。“8月 15日收到的录取短
信，17日收到的录取通知书”。
对于考上济宁职业技术学院的
结果，郇政华不是很满意。“复习
时间不多，毕竟还要赚钱”。但他
仍为了却多年心愿而“激动”。

带着泥瓦匠工具进校报到

接到记者电话时，郇政华正
在教室里读书。据他说，他已将 3
年专科学习计划安排得满满当
当。“我耽误了 30年，所以这 3
年时间很忙，学习压力很大。”他
对自己的 3年专科生活已有了粗
略规划——
—大一、大二学习专业
知识，同时将高中知识再重学几
遍，“大三努努力”，考个本科，“最
好是曲阜师范大学”。“当老师教
知识，挺好。”郇政华说。
在校园里，郇政华戴着眼
镜、穿着一件破旧工装，站在一
群穿着军训服的“00后”中显得

有些另类。但郇政华告诉记者，
和一群“00后”一起上大学，没
有想象中的格格不入。他和 5个
室友一起军训、上食堂吃饭，互
相学习叠被子，闲时就讲讲自己
的经历。
他的一名室友告诉记者，郇
政华年龄大，大家都叫他“大爷”。
“刚见面以为他是宿管人员或者
老师，得知他是我们同学后很惊
讶。不过我们现在相处得非常融
洽，他就像是我们的长辈，和大
爷在一起能够学到很多。”这位
室友称。

谈及学校，郇政华更是直言
感激。一名学院领导跟郇政华年
龄相仿，佩服他坚持梦想，开学之
初常来找他谈心，帮他适应大学。
校学生会还给他介绍了一份泥瓦
匠的工作，周末上班，一天 70块
钱。郇政华称，自己特意带了刷墙
工具来学校，现在一天开支 11
块钱，周末两天干活，一星期的生
活费就有了。该校宣传部一名负
责人告诉澎湃新闻，考虑到郇政
华的家庭困难，学校已经为其免
去了 6200元学费和部分生活用
品采购费。

赚钱还可以等但是上学不行

但他不得不在乎家人的看 了，家 中 妻 子 得 知 后 打 来 电 到入学。”郇政华说，妻子想得
法。当初报名参加高考时，家人并 话，让他回家。郇政华说，家里 较远，希望多赚钱，将来给儿
未过多在意，当他“开玩笑，玩玩 状况一般，女儿刚刚工作，儿 子买房。
一边是得偿所愿的大学生
而已”，这次来学校报到也是“瞒 子尚在上学，且有老父亲需要
着家里人”。据报道，家中唯一知 赡养，自己现在是不可或缺的 活，一边是不能挣脱的家庭重担。
“没想好怎么办，只得先回家看
道他来上学的，是他已经年过七 “经济支撑”。
“我爱人严厉反对，上大学 看。”郇政华谈及此处时有些沮
旬的老父亲。“他知道之后只对我
说了一句话，反正家里没实力供 耽误赚钱啊！当初女儿帮我报 丧。“大学梦就在眼前，买楼啊赚
你上学，你自己想办法解决生活 名填 志 愿 压 根 儿 就 没 想 到 今 钱啊可以等，但我 51岁了，念书
天。我走的时候跟他们说我去 不能再耽误了。”
费就好”。
媒体报道后，他的事传开 淄博打工，这才偷偷来学校报
据澎湃新闻

下雨了，楼下住户不在
家，被子还晒在外面，浙江新
昌县“锦绣华庭”小区四楼住
户徐金兰在自家阳台的晾衣
架上支起了三把伞（见图）。
“10日下午 5点多，我接
女儿回到家，刚收完衣服，天
下起了毛毛雨。我看到三楼李
阿姨家的被子还晾在外面，就
拿出一把伞，打开，撑在阳台
晾衣竿上，给楼下的被子遮
雨。”徐金兰 13日回忆道。
因为被子比较大，她又拿
了一把伞，撑开放在晾衣竿
上。雨渐渐下大了，徐金兰看
到两把伞之间有缝隙，又将女

儿的小红伞拿了出来，并发微
信让三楼住户李素凤尽早回
家，
“能挡多少是多少，毕竟是
被子，不容易干。”这一幕，被
住在对面四楼的住户用手机
拍了下来，发到业主群里。
据了解，徐金兰家 4年前
入住“锦绣华庭”，比她大 20
多岁的李素凤稍晚些搬进来。
徐金兰下班较早，遇到下雨，
楼下的衣被还晒在外面，都会
在自家晾衣竿上撑起雨伞。李
素凤休息在家，碰到徐金兰夫
妻忙，就会请徐金兰的女儿来
自己家里帮助照看。
据澎湃新闻

滴滴大整治：司机完成安全问答再接单
北京晨报讯 （记者 韩元

13日，滴滴全平台司机安
全培训计划全面升级。该计划
是滴滴此前公布的安全整治
七大措施之一。即日起，中国
大陆地区的所有滴滴网约车
司机（快车、优步、优享、拼车、
专车、豪华车），每天出车前均
需进行安全知识考核，通过考
核后方可正常接单。同时，巡
游出租车司机也需通过相应
的安全知识教育后方能使用
滴滴接单。
13日起持续十天，滴滴
司机们每天打开车主端
APP，除了要进行人脸识别
外，还需要参与安全知识问
答。每次考试包括两道选择
题，两题均回答正确才算通
过。如果回答错误则为考试
失败，需要重新考试直到通
过，才能正常出车。选择题内
容涵盖了出行过程中的多项
安全相关问题，比如滴滴安
佳）

全保障制度、违反安全服务
规则的处罚措施、“ 一键报
警”等 APP内安全功能的使
用方式、安全驾驶规范以及
如何与乘客文明友好沟通
等。例如，有题目内容为在订
单过程中若出现意外情况，
滴滴“关怀宝”可以在保障范
围内为司机和乘客提供五大
场景下九种服务。题目设置
是为了提醒司机师傅遇到意
外不用慌张，如果遇到人员
伤亡的情况，滴滴“关怀宝”
还可以先行对医药费进行垫
付。滴滴称，此举旨在提升司
机在服务过程中的安全意
识，从而更好地保障司乘双
方的出行安全。
据悉，滴滴全平台司机安
全培训会作为一个长期项目
来运营。在十天安全整治期间
未出车的司机，未来上线后也
将经过相应的培训和考试流
程方可接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