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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前寄语

夜晚，站在阳台
上，望着不远处的一
所高中，有一层楼的
教室依旧灯火通明。
不用说，这是高三的
学子。此情此景，作
为过来人：“不敢高
声语，恐惊读书人”。

高三，就像一座
高山，让人敬畏，可
翻过它，人生就有出
彩的机会。

记得刚上高三
时，有位学长告诉
我：“不苦不累，高
三无味；不拼不搏，
高三白活。”笑对恐
惧，高三的人生信条
不就是“努力”二字
吗？可是努力的最大
障碍就是自以为努
力！当努力到快要哭
出来的时候，我突破
了，我成功了。不抛
弃，不放弃，谁的高
三没有梦？

每年高考前后，
总有一些往届的或应
届的学子，传授着他
们轻松、高效的学习
方法。对这些，我有
点将信将疑，因为

“高三，我不相信传
说”。我不相信半天
体育运动，半天上
课，晚自习睡觉的同
学，会考上清华；我
不相信课堂看小说，做题听音乐的
人，会考过专心致志的同学；我不相
信翻围墙都要去上网的学生，高考时
会灵光乍现……我只知道那些被称为

“天才”的另一面：闲散的外表之
下，蕴含着多少个夜晚孤灯伴读的奋
发，哪一个不是“千淘万漉虽辛苦，
吹尽狂沙始到金”？

天道酬勤，把汗水变成珍珠，把
梦想变成现实！行走在岁月之途的高
三学子，鸡鸣而起，踏月而归，节假
不息，风雨无阻。拼搏送走了十二载
寒窗，奋斗点亮了心中的梦想，学子
们深知：没有攀登，哪有“会当凌绝
顶，一览众山小”的感觉；没有跨
越，哪有“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
低各不同”的分界；没有奋斗，哪有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
来”的喜悦。为此，校园中留下了你
们豪迈的足迹，教室里点燃了你们勃
发的激情，“题海”里有你们执着的
追求，“卷漠”中有你们跋涉的身影。

走过高三的教室，高考倒计时表
是“标配”，而励志的标语则有着鲜
活的个性：或质朴，“简单的事做好
就是不简单，平凡的事做好就是不平
凡”；或幽默，“人活着要呼吸。呼
者，出一口气；吸者，争一口气”；
或婉约，“高考，只为那些期待的眼
神”；或霸气，“考过富二代”……战
场已摆好，号角已吹响，拧成一股
绳，搏尽一份力，狠下一条心，共圆
一个梦。

心随梦动，梦有多远，心就会走
多远。为了六月的灿烂，为了生命中
那道亮丽的风景，不作胆怯的退缩，
不作无益的彷徨，带着舍我其谁的信
念，露出成竹在胸的微笑，让青春在
拚搏中绽放，让人生在奋斗中激扬。

致青春，谁的高三没有梦，有梦
人生总会出彩，未来也会色彩斑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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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去夏来，高考和中考即将来临。每
年到这个时候，应考的孩子们都成了家庭
关注、呵护的重点。不厌其烦的劝诫、事
无巨细的督查、无微不至的关心开始轮番
轰炸，使得考生们不堪重负、不胜其累。
作为一个在职教师和曾经的考生家长，我
想结合教学经历和自身的经验教训，跟家
长和考生们谈一点备考心得。当然这仅仅
是个人的浅见，“姑妄言之，姑听之”吧。

孩子的功课学到这个时候，基本上已
成定局，在这段时间里急匆匆补充新知恐
怕不是上策，倒不如把孩子的练习和模拟
考试中的习题加以梳理、整合，有的放矢
地复习巩固旧知。如果此时对孩子提出过
高的要求，寄希望于其在高考、中考中超
水平发挥，显然不智，其结果往往与愿望
相反。其次，过度关心基本上是好心办坏
事，没有必要刻意地改变孩子的作息时
间。一句话，平时怎么样，现在还是怎么
样。备考应考期间，孩子的饮食要清淡。
高蛋白高脂肪的食品，只会分散孩子的注
意力，消耗孩子的精力。再次，要孩子安
心迎考，家长先要安心，不要将紧张情绪
和患得患失的心理传染给孩子。此外，家
长应尽量少些应酬，多点陪伴。试想父母
成天忙于饭局、牌局，却要孩子集中精力
复习迎考，岂不是太为难他们了。

当然不管怎么说，压力最大的还是孩
子。所以，我也想跟孩子说几句心里话。
我的学生时代基本上是在文革中度过的，
社会的动荡荒废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学业，
因此我更能体会无法接受完整的教育的痛
楚。我理解你们的甘苦，但更羡慕你们，
羡慕你们相对优越的学习环境和条件，羡
慕你们在不久的将来即可展翅高飞，而这
些，正是我少年和青年时代梦寐以求的。
我现在所掌握的一些有限的知识，基本是
工作以后自学获得。我五十岁才开始做自
己喜欢的事，那就是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小
说创作，因为此前我必须为生存而倾尽全
力。在我不成功的写作过程中，我虽然深
信勤能补拙，但还是时常感到力所不逮，
这跟我没有能接受学院教育有很大关系。

孩子们，在这个时候或许我不该说这
些，但我丝毫也没有给你们增加压力的意
思。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样的考试无疑是
需要你们认真面对的一件大事，正因为如
此我才想再啰嗦几句。第一，高考、中考
的重要性无需我赘言，紧张于事无补，但
认真又必不可少。只要发挥出自己的真实
水平，不犯低级错误，那你们考试就算成
功了。第二，减压是必须的，但并不是说
这时候就可以松懈、放任了，相反集中注
意力更是必须，保持一定的考前状态至关

重要。第三，高考、中考是一道坎，也是
机遇，与其担心被这道坎绊倒，何不设法
借助这道坎往上攀，我们可以换一种思维
方式来看待即将到来的考试。第四、我们
的一生会遇到很多的考验和测试，那我们
就利用眼前遇到的这道关卡来历练我们忍
耐力，经过这次历练，我们会更加成熟，
更加坚韧。我们在经历考试，也必将在考
试中长大。

回顾我个人的生活和工作经历，我发
现在校学习其实只是一个人学习的开始，一
个人能否学有所成、学有所长，进入社会的
以后的继续学习同样十分重要，所以高考中
考不是学习的终结，相反是起始，如能因此
养成好的学习态度和习惯，那真是受益终身
了。作为一个曾经的高考落榜生，我自知才
疏学浅，所以一直到现在也没有敢停止过学
习，失学的缺憾使我知耻而后勇，勇于正视
自身的不足，并努力补救。在我漫长的自学
生涯中，我一直铭记着德国作家君特·格拉
斯的那句话：那些获得大学文凭以后就停止
学习的人，才是真正的失学者。

大考在即。是考验，也是机遇，让我
们以平和的心态和认真的态度来应对这样
的人生挑战。“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我愿与诸位考
生和家长以此格言共勉。加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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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我的高考
每逢一年一度的高考来临，我总会不

自觉的想起我当年参加高考的情形，真是
刻骨铭心。

我经历过两次高考。我们那时的高考
是每年七月份的7、8、9三天。第一次高考
留给我印象最深的就一个字“热”。那是
1988年5月下旬，教室前面花台里的石榴
花开得火红，高三学子们首先迎来了预考，
原本70多人的班级，一下子空荡荡的只剩
下20多人。接下来是通过预考的我们还得
奋战一个多月，参加全国统一命题的高考。
刚进6月，天气就开始变得闷热起来，临考
前一周，学校照例让我们自由复习，各科老
师轮流到教室巡视以便释疑解难。班主任
看我们一个个汗流浃背、挥汗如雨的，就安
慰我们：“现在热不是坏事，按理过几天就
会降温，等你们考试了天气应该就会凉爽
一点。”那时没有现在这么精确的天气预
报，老师这么说只是按常理做的理想化猜
测。于是我们满怀希望的等老天下点雨泼
泼火，降降温。

谁知一直等到考试来临，老天不仅没
凉爽下来，而是越发热得发狂。那时教室、
宿舍都还没有电风扇，更别提空调了，不大
的宿舍里要睡十几个人。至今都清楚的记
得考试前的第一夜我几乎就没睡到觉，热
得实在受不了了，我就起来到外面的自来
水龙头那用冷水洗一洗，把湿毛巾搭在身
上迷迷糊糊的睡会。临考前的紧张再加上
热，一夜也不知道起来了多少趟，同宿舍里

的其他同学也是如此。早晨起来去食堂吃
早饭，才看到操场上独特的风景：满操场东
一个西一个的都是挂着蚊帐的上下床。应该
是男生们因为宿舍里太热，把床全搬到了外
面操场上，他们夜里就睡在操场上的。坐在
考场上，睡眠不足，天气闷热，头本来就晕晕
的。监考老师为了去除考场的汗味，不时喷
一种空气清新剂，那味道更是让我受不了，
闻了简直要吐。一场考试下来也不知道自己
稀里糊涂写了什么。就这样三天六场考试终
于熬了下来，结果自然也在预料之中：那年
因为十多分之差我成了一名落榜生。

也许是不甘屈服命运的安排，暑假一
过我就毅然报名参加了补习班。经过一年
的苦读，1989年夏我再次通过预考取得了
参加高考的资格。高考的日子到了，这一年
老天还算作美，天气没那么热，但因为是复
读生的缘故，心里的压力大了好多，夜里睡
得没那么踏实。早晨我吃了妈妈送来的精
心准备的粽子，就和同学们一起步行来到
考场所在的学校。我们进考场时桌上已统
一放好垫纸板，是未经剪裁的八开的扑克
牌。我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下，看到我的是黑
桃皇后扑克牌，刚好是我喜爱的，我暗想。
趁试卷还没发下来，我定了定神，默默为自
己祈祷，拿起笔郑重其事的在垫纸板上写
下“黑桃皇后请保佑我”八个大字。试卷发
下来了，也许真的是太紧张了，一度拿笔的
手竟不由自主的颤抖，几乎不能写字，我努
力平复自己的情绪，好几分钟过去才开始

答卷。
第一场语文考完，回到宿舍刚想躺下

休息会，这时一个女同学冲进来躺到床上
就蒙头大哭，我一看是隔壁补习班的，今年
是她第三次复读了。大家纷纷围拢来问原
因，才得知她因为太紧张，好久手握不成笔
写不了字，最后作文竟一个字也没来得及
写。作文没写意味着什么，大家心照不宣，
仅能言语安慰以示同情。我暗自庆幸：自己
情绪平复得快，该不会是冥冥之中得“黑桃
皇后”的保佑了吧。

考试结束后那是一种怎样的如释重
负，只记得我们宿舍里几个疯丫头当晚毫
无睡意，坐在学校门口的马路边乘凉、拉
呱、嬉闹，甚至到马路对面瞒过看西瓜的大
叔，上演了一幕“偷西瓜”的闹剧，来消化内
心的自在和轻松。一晃30年过去，真心祈
愿当年那位看西瓜摊的大叔依然健在幸
福，几个疯丫头们的生活都很幸福。

两次高考经历留给我太多太多的回忆
和感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夜里经常做梦
做到考试的情形。成功也好，失败也罢，当
年为了高考，我们挥洒的每一滴汗水，我们
为此埋头苦读的无数个日夜，都早已成为
人生中一笔无可替代的财富。在后来的生
活中每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自己已能学
会从容应对；把工作中遭遇到的这样那样
的挫折，也看得云淡风轻。

感谢当初那个为了高考拼尽全力的自
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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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满过后，麦子黄梢儿了，那一种叫做
“麦黄草枯”的鸟儿，也就在一望无垠的麦野
上，时高时低、时远时近，一声声地啼鸣……

及近芒种，“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
在这“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的

“五黄六月麦场头”，我故乡的舍上人，男男
女女、老老小小，谁都要经历那“褪一层皮，
脱一层壳 ”的磨砺。

“麦场头”，出自我丰乐舍的乡亲们之
口，它所指的，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打谷场，
而是指的一个时令，意即五谷成熟，农事正
忙，天气最热的时候。

“开镰──收割”
“收割──开镰”
总忘不了少小时候读过的《艳阳天》里

的两句话，那是浩然笔下，京郊“东山坞”的
农人，对于丰收在望的喜悦与憧憬。

可当你真的身临其境、亲临其境呢！那
种困苦、那种艰难，又决非是一般人所能担
承的。

高中毕业，我在丰乐舍的故乡，曾经做
过两年带八个月的农民；自然的，也就经历
了两个“麦场头”，个中滋味，可想而知。

早晨，太阳刚出，露水还在麦秸、麦穗
儿上挂着，女劳力，便提着把头天晚上磨得
雪亮的镰刀，一字儿排开，一人一垄，下田割
麦；男劳力呢？则扛着又粗又长的把叉，去田
里挑把。

那是1972年的夏天，刚满18岁、文文弱
弱的我，第一次作为男劳力，去接受这算得
上是高强度的农活的考验。

记得，那是从下框，挑把去晒场，差不多半里地的距离吧!
粗粗长长的把叉，后面那锋利的铁叉上，戳起四个；前面

的木卡上，别着两个，净一色秸青粒黄沉甸甸的麦把，一担
把，少说也有百十斤吧!压在我瘦削的柔弱的稚嫩的肩上，真
有“泰山压顶”，让你压趴了的感觉。

可从下框，到晒场，还有差不多半里地的路程呢！只能弯
着腰、弓着身、喘着气，任日头曝晒，任热汗淋漓，一步步，又一
趟趟，艰难地前行……

挑着把，和我一路同行，且一路鼓励着我的，是比我大上
三五岁，戴着副眼镜的扬州知青小解；那时那刻，一个城里
人，对于我，这个乡下人的慰勉，至今让我铭记于心。

到了晚上，放工时候，我的肩上，早已经又红又肿的，磨
出了一个个血泡……

吃过晚饭，老队长便又一路喊着：“打夜工──脱麦了──”
于是，舍上的男劳力、女劳力，也就一个个懒懒散散地，

来到了晒场上。
只有跟在大人后面的孩子，蹦蹦跳跳的，一路欢乐。
可随着脱粒机“突突”地轰鸣，一个个男劳力、女劳力，也

便抖擞起了精神，拉把的拉把，喂把的喂把，铲麦的铲麦，抬
草的抬草……

随着夏夜一刻一刻的加深，麦把堆成的小山也就一角一
角的缩小，那些原先打着闹着拉着麦把的孩子，早就在草堆
旁睡熟了；一个个大人，也是眼皮发粘、睡意朦胧，以至在堆
满麦草的晒场上，随处可闻一声声香甜的鼾声，让在脱粒机
旁喂麦把的老队长无把可喂，急得扯开嗓子直嚷嚷。

打夜工脱粒，也有危险，远远近近的，不时听到，有人在
喂把时，不小心把手腕给机器轧断。我们舍上，倒没有这样的
事故，只是脱粒机迸出的麦粒儿，打在脸上，生生的疼。我，就
是给那飞扬的麦粒儿，迸伤了左眼，原本1.5的视力，一下降到
了0.5，害得我，在秋冬的征兵季，没法入伍，只能在以后，选择
做了一名老师。

这就是我所要记叙的，或曰亲历的，40多年前，属于我的
故乡丰乐舍的乡亲，五黄六月“麦场头”，夜以继日，虽说艰苦，
虽说辛劳，现在想来，却也不乏快乐的情景了……

而眼下的“麦场头”，从收割，到脱粒，再到进仓，包括出
售，差不多，全是一条龙净一色的机械化，再不用在日光和星
光下，艰辛地劳作了。

我为我舍上的乡亲们欣慰的同时，又似乎感觉少了些什
么；其实，那些艰难和困苦的磨砺，又何尝不是人生中不可或
缺的一种财富?

正如我的一位作为知青的朋友，曾经颇动感情，和我说
过的一句话：“我们这个年龄，在那个特定的年代，如果没有
上过山、下过乡，吃过苦、受过累，就算不上是一种完美的人
生。”

感动于这位知青朋友的话，在这五黄六月“麦场头”，我
便在一个炎热的午后，坐在电脑前，敲下了这篇带着些艰苦、
也带着些快乐的文字……

□
张
学
诗

五
黄
六
月
『
麦
场
头
』

“四月中，小满者，物致于此

小得盈满。”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

“麦黄草枯”“麦黄草枯”，脆润
的音质，四个音节一组，周而复始。
由远到近，又由近到远。一只形如鸽
子，灰黑色鸟儿的孤影，急促地划过
头顶，渐渐消失于天际。

这打小听惯了的声音。爷爷披
着中山式黄褂子，捋胡须自语，做
场，割麦，脱粒，扬场，平田，栽秧。爷
爷舒心的时候，会眯起双眼。喝酒的
时候，也是。（什么人富裕？知足者富
也）

我问他，眯眼睛能看见什么？
爷爷抚抚我的头，小满啊，眯上眼
睛，你想什么，就来什么。我连忙紧
闭双眼，一片漆黑，什么也没有。深
深地吸了口气，清甜的麦香从四面
八方涌来，势不可挡。

“夏小满、夏小满”。发小礼官
木桩似的，立在大门口，喘着气。按
辈分，我长他一辈。姜家庄，巴掌大
的庄子，手指长的巷子，全村十之八
九姓夏。夏姓的祖坟，高高耸立于

“河塘地”临水朝南的第一排。
礼官把我拽到墙角，敞开衣口

袋，神秘兮兮说道，本大人的，尽管
拿。一颗颗淡黄色的枇杷果。

礼官家三间青砖红瓦房，依塘
港河而建。屋后东南角一株老枇杷
树，树冠葳蕤过顶。枇杷叶面宽大，
边缘锯齿状；小白花五瓣一朵，一簇
簇的。据说是他爷爷的爷爷所栽。

他爷爷“仁”字辈，白头发、白
胡子、白外衣，宛若神仙白胡子老
头。一年四季咳，说话嘶嘶地响。从
来不认为自己有病，如同剃头匠建
武，走路天生瘸拐。

他不种地，村口摆一半桌一交
椅。四只深红色木质糖盒，光洁沉
手，置薄荷糖、芝麻糖、圆珠糖和老
鼠屎糖各一。半盆免费的白开水，放
糖精。小摊，快乐的地方，村里的孩
子们呆头呆脑地一围半天。

枇杷果袖口揩去白色绒毛，剥
去皮。入口，酸涩，有苦味。忽而念起
《项脊轩志》中“庭有枇杷树，吾妻死
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
那棵凄凉的枇杷树。

礼官歪着头疑惑地问，难吃？
枇杷秋阳养霜、冬季开花、春天结
果、夏日成熟，可是“备四时之气”的
好东西。

他丢了颗枇杷果口中。我问

道，你是不是馋鬼投胎，急吼吼地摘
早了。他嘴巴一张，三四枚枇杷核飞
向我脑袋。

枇杷果熟透跟灯笼似的，喜
鹊、麻雀和白头翁，叽叽喳喳来了。
风再一吹，全落地。本大人告诉你，
想吃也不得吃了！

巷子里人影幢幢，一片“嚯嚯
嚯”声。十个靖哥哥在练“降龙十八
掌”，九个蓉儿挥舞打狗棍。母亲交
待揉油菜籽的活儿，跟先生布置的
作业一式。

田垄两侧的菜籽荚，青黄半熟
时节，母亲连根拔起。晚归时一把挑
叉，两捆菜籽秸，晃悠晃悠担回家。
如果菜籽荚熟透了，一旦受震动，

“啪啪啪”开裂，洒落地面无法捡拾。
两三个艳阳天一照，塑料布上

的菜籽荚裂开了嘴。揉菜籽只能用
手掌去捻，或用木棍敲。母亲不允许
我们用脚板去踩，说这是对食物的
不敬，响雷会打头。

（吃饭掉米粒，响雷会打头；回
长辈嘴，响雷会打头；拾东西不还，
响雷会打头……乡土社会，道德是
乡人们心中永远的一杆秤，一把枷
锁。）

揉下来的油菜籽，一个个黑黑
的小颗粒，圆圆的泛着亮。别小看这
油菜籽，十斤可换三斤三两香喷喷
的菜籽油。无数个清淡的日子，从此
变得有滋有味，生活充满诗意。

“夏小满、夏小满”，二秃子不
在家，去摘他家的桑枣子。庄西头的
二秃子，院有两棵桑树。二秃子光
头，远看像只瓢。桑树枝繁叶又茂，
果实累累。他把桑枣当作宝，夏吃
鲜，冬泡茶，从不肯外人摘。邻庄的
小外甥屁颠屁颠来了，也仅能解解
谗。

二秃子嗓门大，咒骂声传几条
巷子，哪个细猴子，被我逮到，打断
他的狗腿，掐断他的小鸡鸡。他越吝
啬，越是激发叛逆的欲望。谣传二秃
子家的桑枣，不但明目生黑头发，而
且滋阴补血壮阳补肾，包治百病。桑
树韧性好，孩子们骑在树枝上荡漾，
大快朵颐后满载而归。他家半人高
的土院墙，快被爬塌了。

礼官跟我挤挤眼，肯定是村河
北的夏小满去摘了，好吃跑三里。一
溜的脚步声，消失在巷子的拐弯口。

村子里，跟我同名同姓有两
人。一个长我一岁，一个长两岁。父
亲做先生，我上学早。比我长两岁那

人留了一级，于是一年级，一下子有
了三个叫“夏小满”的学生。

教一年级课的先生，也姓夏，
“义”字辈。语文数学全是他一人教，
还包括生活课讲故事。高瘦，清癯，
脸膛黑，山羊胡子，一肚子的好故
事，永远讲不完。

课堂上，回答问题。刚开始一
点“夏小满”，“哗啦啦”三人争先恐
后。后来喊“夏小满”，大眼瞪小眼，
没有人起立。同学们咯吱咯吱地笑。

夏先生苦思冥想，于是按年龄
大小分，“夏大满”“夏中满”和“夏小
满”。课堂安静了，家长们不满意，说
哪有姓名“大中小”说法，纷纷去请
庄心王瞎子。

王瞎子两间草房加一院，门前
有座木板桥，一年四季清水流。大门
粗竹制成，右门框“拜佛念经刻菩
萨”，左门框“算命打褂看风水”。庄
上传，王瞎子前世是和尚。

王瞎子蒲团上闭目静坐，掐
指，嘴中念念有词。人死七天一祭，

“七七”四十九天投胎。人生七天一
形，三十八个七天降生。人有七窍，
脉有七轮，世有七曜“金木水火土和
日月”。人间苦楚，天在看；苦中有
乐，靠修身；命中缺七，名来补，眼瞎
心明，度世人。

贰角钱，一炷香，父辈们请回
承载着希望和憧憬的一张窄纸条。
夏大满，更名夏书满；夏中满，更名
夏银满。姓名如同一盏灯，照亮着家
庭，乃至整个家族的未来。

奶奶领我去更名，王瞎子碰巧
外出望风水。爷爷摇摇手，不改了，
小满小满喊起来顺口，再说了，小满
小满小得盈满，不求大富大贵，刚刚
好就行。

（夏书满，没读几年书，初中毕
业开铁船跑运输，现于都市开足疗
店，生意异常得好。夏银满，小学没
毕业，跟他舅舅后面学瓦匠，嫌苦，
又去学木匠，一年不到，又转行学漆
匠。如今，庄内开间杂货铺，几张麻
将桌，夜夜一屋子的闲人。我，苦读
十五年书本，求得份不温不火的职
业，蜗居小城。）

油灯旁，我摇头晃脑诵读《菜
根谭》“花看半开，酒饮微醉。此中大
有佳趣。若至烂漫酕醄，便成恶境
矣。履盈满者，宜思之。”

屋檐下，“沙沙沙”，父亲有节
奏地晃动臂膀，磨石上的镰刀越发
铮亮。爷爷燃一根烟，眯着眼。

□夏红卫小 满
二十四节令之二

□金 倜小满之夜
如果夜晚还不够黑
那就要一个人坚守着
等待更深的夜来临
我熟悉的城市变得陌生
那些高大的建筑也矮小了很多
万籁俱寂了
警觉的眼神像烟头一样明灭

你所看到的未必真实
而深藏于内里的又无法呈现
想起白天看到的田野
那些因为成熟而枯萎的作物
空旷的大地
成为此刻夜的忧伤
更多的人把祝福送给了别人

留给自己的是空荡荡的记忆
遥远的成全了爱情
凋零的天天都在开放
顽固的思想就是一堆燃烧的野火
其中有我不肯放弃的
一枚坚硬的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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