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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院里的女保安也这么文艺
沈萍闲时爱写写文字，在她的心底始终埋藏着一个“文学梦”
曾做过12年乡村教师，闲时喜欢写写文字
沈萍1981年高中毕业于启东市东海镇新
安中学，年轻的时候曾做过12年乡村教师，闲
时也爱写写文字。20多岁的时候，她因为生病
导致失聪，听别人说话总是模模糊糊的。随着
年龄的增长，她的听力越来越差，也直接影响
到了她的工作和生活。 1996年，她回归家庭，
成了一名家庭妇女，但她心中的“文学梦”却

并没有就此终结， 相反写作的想法变得越来
越强烈。 终于，在2004年她重新拿起笔，开始
了自己一个人的文学创作。
创作之路并不总是一帆风顺。一方面，沈
萍身体不好，她的丈夫和父母因此不理解她，
觉得她“太折腾”；另一方面，她是一个人“摸
黑”创作，并不知道自己应该努力的方向，也

不清楚自己的写作水平到底如何。 只有她儿子
一直鼓励她，希望她能坚持自己的梦想。
2009年的时候， 沈萍整整一年足不出户，把
自己关在家里看书写作，父母都说她快疯了。 本
想在写作上有所成就，面对投出去的稿子一去无
返的情况，沈萍逐渐变得灰心，决定停笔。 虽然停
止了写作，但她心中还是珍藏着这个梦想。

检察干警的精神感染了她，驱使她重拾梦想
直到2014年，沈萍进入启东市检察院的接
待室窗口工作，成了一名女保安。 检察院静谧
清幽的环境吸引了她， 检察干警勤勉好学、秉
公执法的精神感染了她，驱使着她也想通过学
习成为像检察官一样有学问的人。 她开始继续
读书，阅读使得她原本灰暗、自卑的心被希望
照亮充盈。 她说：
“
书就像是一束光，能够化腐
朽为神奇，让我抵达一个更广袤的世界。 ”
读的书多了， 沈萍开始回过头来重新审
视自己写作的梦想。 她似乎是豁然顿悟，她

想：我不能一个人在黑暗中继续摸索，我要找
个队伍引领我走向光明！沈萍在读报的时候，
发现启东也有作家协会，惊喜之余，她决定过
去“
拜个师父”。沈萍鼓起勇气，来到启东市文
联， 也因此机缘巧合认识了启东市文联副主
席、作协主席李新勇。
“勇敢一些，你会有收获。 ”李新勇鼓励
她，并帮助沈萍介绍报刊、推荐编辑，促成她
的处女座《初冬》在《江海晚报》上成功发表。
幸得李新勇的指点和帮助， 原本自卑的沈萍

信心倍增，在文学创作的路上越走越远。
为了表达自己对李新勇的感激之情， 沈萍
曾写过《李新勇先生》和《待到山花烂漫时》这样
两篇文章，感怀李新勇对她的知遇之恩。
“他对我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
之，是为了我，希望我在写作上有所成绩；大而
言之，是为了残疾人，希望我们这些人树立起自
信心，相信美好的未来。他的性格，他的为人，在
我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 虽然他是一个普通
人。 ”她这样写道。

得到专业上的指点，已发表多篇文章
沈萍比以前更加勤于写作， 她充分利用
自己的业余时间，在深夜寂静时，写了一篇又
一篇，发表的文章也越来越多。曾经让她感到
痛苦和困扰的耳疾这时反而成为了她的优
势， 让她能够真正沉下心来去雕琢自己的文
字。家人在看到她的坚持有所成果后，也都开
始转为默默的支持。至今，她已先后在南通日
报、 江海晚报等各类报纸杂志上发表了22篇

牵
爱

文章，其中《方圆》是国家级杂志，《清风苑》是
省级杂志。
“
沈萍平时不太爱说话，起初我们都不知
道她搞文学创作， 直到有一天我们在 《清风
苑》上看到她的名字，都很惊讶，才发现我们
院里的女保安竟然也这么文艺。”启东市检察
院控告申诉科科长印春柳说。 知道了女保安
的“文学梦”之后，检察院的检察长陈新建对

她也格外关注， 还把院里的报纸杂志送给她阅
读，支持她的写作梦想。
沈萍说：“
是检察院的氛围增添了我的进取
心，提升了我的素质与涵养，实现了我成为作家
的梦想。 ”下一阶段，她决定继续阅读更多的书
目，并尝试结合自己的坎坷人生经历创作小说，
还打算出版属于自己的文集。
本报通讯员杨丰岭

局机关事编、公务员、医生、
连续三期优秀嘉宾推荐单位 教师、私企老板、蓝领等众多
13 个 白领、成功人士可供您挑选
特 牵爱是由南通地区
社区的热心大妈、大伯、
★南通人在上海等外地工作的
点 阿姨联合组成的婚姻介
绍 专 业 红 娘 服 务 团 队 大型特色婚恋机构，欢迎咨询
地址：人民中路 95 号纺织大厦 623 室 红娘团队官方热线：18151332168

11月8日清早，沈萍像往常一般走进启
东市检察院的保安室， 开始了她一天的工
作。 沈萍虽是一名普通的女保安，但在她的
潘杨
心底却埋藏着一个
“文学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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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婚介
推荐榜

一生缘征婚交友
热线：85585683 15996627788 微信号：15996627788

女 42 岁 1.61 离独 经商 有车房 肤白
女 51 岁 1.61 短婚 退休 还在外边做 有房 实在
男 54 岁 1.72 离独 开厂 有车房 人品很好
男 57 岁 1.77 离独 机关 有车房 素质高
地址：人民路王府井红绿灯路口浦发银行楼上 404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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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运婚介

诚实守信
无婚托婚介

用婚托缺德，骗钱财害己
创办十多年，数千对成功配婚，良好的社会口碑。

不满意，不付婚介费
小石桥红绿灯东 100 米马路北四路车站楼上

征婚85292569
QQ:1252832854
热线13962983156 15851252008

情缘婚介 通图

推荐●男 43 178 大专 私企老板 离 成熟稳重 年盈 30 万 豪宅名车 父亲南通知名老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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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 央企 家境特好
大专 教师 漂亮
本科 工程验收
本科 设计 稳重帅气

85100503 15358777393

地址：人民中路端平桥综合楼 304 室

洁华清洗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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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
家

创办 23 年 资源丰富 至真至诚 服务一流

专业 83578521
13861988195
保洁 十年经验
值得信赖

●男 41 175 高中 离 鞋子批发

创办早
把关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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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碑好●男 46 179 大专 离 服装批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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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丰●男
●男 49 170 中专 离 缝纫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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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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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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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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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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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老总
装璜老板
建筑老板
彩印厂长
物流老总
纺织老总

www.0513love.com 85529828 85585560 桃坞路 99 号（更俗剧院西南侧）

友情提醒：本栏目广告位尚有少量剩余，请有意在本
栏目投放广告或广告即将到期的单位尽快至江海晚报分
类窗口缴纳广告款，广告位顺序将按交款先后排定。

顺喜 大众搬家 满意 双喜搬家 爱心大件
专业团队、诚信、务实、价优
13773650825华联北

居民搬家、企业搬迁、家具拆装
手机： 13328090150
地址：工农路 555 号东楼（开发区、港闸区有分点）

专业搬家 企业搬迁 空调家俱拆装 长短途货运

公司成立 21 年 专业搬家车辆 8 辆

本地实体 日夜：85112772

地

高价求购二手车 高价收二手车

车辆信息

调查

补运

专业搬厂、设备、吊装运、企业搬迁等

13962806878 十多年搬运经验 4T-10T 叉车各 2 辆出租
址 : 孩 儿 巷 北 路 15 号 本地实体：81067222 13073290000

手机：

信誉至上 现金支付

免费上门

专业评估

15996551598 18962808999

仁杰
商务

补运中心 信息调查事务所
祖救家起名风水改名依据相关 ［开
运文献］免费咨询荣获多年【文明诚信单
位】参考如下：商标投资选房租售建修开
张考运婚姻小人干扰等恐惧。“成功运·
搬家安神择吉”感谢者众多，预约黄

18252501888 13776936678

总部：南通市人民中路 301 端平桥肯德基对面
分部：海门黄海中路 11 路 海门秀山东路 88 号…

（原柯南商务调查事务所）

婚姻咨询调查，商务咨询调查
专业清理各种企业、个人债务
地址：人民中路中南大厦 1301 室
电话 / 传真：85518101 手机：13301489530
南通 92.9 音乐频道特约嘉宾

遗失启事
咨 询
不
成
功
不
收 诚信合法 特快办理
费 15365553586 55083586

房 屋

依法清欠 全国办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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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鑫琳遗失南通泥巴公社装
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开具的意向
金 收 据 ， 号 码 8178848， 金 额
13500 元，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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