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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勇义

因为《中学生天地》关于纪念

改革开放40周年的一次专题策

划，更因为年轻编辑们的约稿和

催促，我在天命之年又重拾了中

学时代的青春记忆。那是上个世

纪八十年代的一段往事。在我的

平淡人生中，也算是一抹亮色。

一
还是从读书说起。那时作

为家在农村的中学生，除了学校

分发的教科书，少有别的书籍可

读。书越是难求，阅读的愿望越

强烈。

县城新华书店里的书不多，

都放在玻璃柜里，一册书动辄几

毛钱，买不起，只能隔着玻璃饱饱

眼福。新华书店门口摆了一个有

连环画的书摊，一两分钱可以读

一册连环画。我空闲时常常步行

十几里地去县城，在书摊边的小

凳子上一坐半天，一口气看一叠

连环画，直到摸摸口袋已无余钱，

才恋恋不舍地起身。

从“桃园结义”到“三国归

晋”，48册的《三国演义》连环画

差不多就是这样断断续续地被

读完的。为了读连环画，得积一

些零钱，我常常摸螺蛳、剪柳枝、

捡零碎到市场或供销社换钱。

初中时，有个同村的同学，

他拿他家的图书与我分享，使得

我有机会读到了完整的四大名

著等经典作品。书中的人物、故

事，至今还耳熟能详。

二
学业之余，我还要承担田间

劳动，那种劳动不是用来体验的，

而是以挣工分为目标的劳动。

初中的一个暑假，我第一次

被生产队允许参加收割水稻，并

获取工分。记得自己当时很羞

涩，镰刀藏在身后，不敢走向都

是成年人的劳动群体中。是生

产队长给了我温暖的鼓励。

我们把一堆一堆猪粪泥均匀

地分施在待耕的水田里，一天干

下来，手上都是异味，洗都洗不掉。

高中那会儿，已经实施了农

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通俗地

说就是分田到户。作为长子，参

加暑期“双夏”劳动的任务也就

更重了。割稻、插秧、挑担，起早

摸黑、蚊叮虫咬、日晒雨淋，短短

的10多天时间像经历炼狱般。

因为挑担，肩膀被反复磨破，留

下道道血痕。暑假结束，人自然

也被晒得黝黑。

三
上课铃响10多分钟后，挽

着两个裤管的教师匆匆赶到

了。他说对不起，迟到了，中午

到附近的皂李湖捕鱼虾去了，引

来哄堂大笑。

初中时的这节英语课给我

留下了难忘的记忆。那时中考

英语还只计50%的分数，在农村

初中得不到重视。教师也是一

位可爱的代课教师。但还算幸

运，我是少数几个英语考试能合

格的学生之一。

我读初中，没有倾注勤奋，

只靠了几分天分，成绩马马虎

虎，只是知识的链条没有脱节而

已。当时也很希望能考取中专，

但成绩还有很大的差距，只考上

了一所普通的高中——上虞丰

惠中学。

因为家中拮据，父母经济负

担重，加之不上不下的成绩，父

母动了让我辍学、早点挣钱补贴

家用的念头。我在心底里还是

希望能继续上学的，但深知父母

的不易，不想违拗了他们的想

法，所以只能闷闷不乐。

那个时候，考大学是一件非

常不容易的事情，我们村里已经

有很多年没有人考上大学了。尽

管如此，母亲反复掂量，最后还是

做出了“你能读到什么时候，就供

你读到什么时候”的艰难抉择。

就这样我获得了读高中的机会。

我似乎也在一夜之间懂事了，也

暗暗地下了决心——好好读书。

四
按中考成绩编班，我只够勉

强被编入高一（1）班这个重点

班。我努力了两个月之后，期中

考试成绩已经在班级中名列前

茅了。

相比劳动的艰辛，读书对我

而言是一件相对轻松的事情。

当然，我也面临过挫折。初中

时，物理是我的优势学科，曾在

全县的物理竞赛中获过奖。因

各种原因，高中物理成绩却一落

千丈，甚至出现单元考试不及格

的情况，这在我的学习历程中是

从没有过的。因为物理的缘故，

我最终选择了文科。

离开了弱势科目之后，后续

的学业就很顺利。我凭借班主

任送我的一套北京海淀区教师

进修学校编写的学习辅导书，系

统梳理了各门学科的知识点。

以此为依据，结合教师的课堂讲

解，该记的记，该背的背，查漏补

缺，逐一解决疑难。

学校背倚一座小山，与校园

有小径相通。我经常独自在安静

的山腰，在树下，以石为凳，有计

划地背诵记忆各科要点。当然，

那个时候的记忆力也特别给力，

很多内容几次反复就烂熟于心。

各科教师经常油印大量的

讲义和习题，要求我们完成。我

很少按部就班地做题，而是把其

中不会的、有疑难的解决掉，节

约了大量的时间。比如学自然

地理，所有的知识都可以贯通于

一张地图之上；学历史，则都在

一条时间脉络之中。大家都说

我读书用功，其实不然，我只是

用巧而已。

用好在校的时间，按学校正

常的作息安排学习，已经绰绰有

余了，节假日依然参加生产劳

动、做家务、玩耍和拥抱大自然。

五
那个时候，娱乐活动很少。

像我这样中规中矩的学生，也难

免有调皮捣蛋的时候。电影《人

生》那会儿风靡一时，有次正好

在丰惠镇电影院上映。不少学

生希望利用晚自修的时间偷偷

溜出去一观。大家起哄，有人

说，如果我敢去，他们也敢去。

那晚，我和一拨同学，未经

教师批准，偷偷出去看了电影。

结果，我为此被班主任要求作书

面检讨。这是我学生时代唯一

一次书面检讨。

我们了解外面的世界，除了

书，就是广播和影视了。村子里

家家户户装有线广播，每日早、

中、晚3次以《东方红》旋律定时

响起，以《大海航行靠舵手》结

束，这也发挥了报时的功能。

有时，母亲和几个好友聚在

一起，探讨些针线活，有人会带

收音机来，听听越剧唱段和广播

剧等，我也耳濡目染。

去县城的电影院看电影就

比较少了，除了这场《人生》，印

象中还去看过一次《少林寺》，此

外都是从这个村到那个村，赶场

子看露天电影。

电视也是奢侈品，从黑白的

到彩色的，村里只有少许经济条

件好些的家庭买得起。谁家买了

一台彩色电视机，那真是一个村

的大新闻。开小店的邻居家里刚

好有电视机，我也常常去看，邻居

家挤满了人。电视连续剧《射雕

英雄传》就是这样看的，那时正是

暑假，白天紧张劳作，却心心念念

地想着晚上的“射雕”。

六
1986年7月7日，我的高考

开始了。考场就在丰惠中学教

学楼，从寝室去考场，用不了几

分钟。考前半小时，我和一位同

学还在寝室里下军棋。

之前，有教师跟我讲，像你

这样，一般的本科随便考考。那

时的我，觉得能考上一所师范专

科学校都心满意足了，所以真的

很放松。

上午考完语文，校长问我考

得怎么样，还问了作文是怎么写

的。高考作文的题目是《树木、

森林、气候》，我的文章应该是这

样开头的——雷锋同志说：“一

朵花打扮不出春天，只有百花齐

放才能春色满园。”校长听了，很

高兴，给了我嘉许。我平素有些

局促的数学，也考得异常顺利。

第一天我就知道，我的高考

已经不在话下了。

高考结束，我带着行李回到

村里。遇见我的人，都关切地问

我考得怎么样，我都报以微笑，

心中则是充满自信的。

双夏又开始了。7月27日

的下午，头顶着烈日，脚趟发烫

的田水，我和父母一起正在插种

杂交水稻。抬眼看到远处的渠

道上有一位穿着白色上衣的人，

推着自行车，正在向我招手喊

话。从身影和声音里断定，这是

我的一位同学。我想，这一定与

我的高考有关，我的心一下紧张

起来，立马抬腿向同学奔去。因

为激动，还不时地从狭窄的田塍

滑落到水田里。

刚到跟前，同学推了我一

把：“你怎么可以考这么高呢？”

他递给我一张白色的小纸片，上

面打印着我的名字、准考证号、

各科的成绩和总分。640分的满

分我考了550分。当年的文科

重点线大概是520的样子，听老

师说我在全省的文科考生中可

以排到前几十位，其中语文单科

分数在上虞是最高的。这些我

也没有去求证过。

一家人都高兴极了。等我

送走了同学，平复了心情，母亲

指指一大片待种的水田，我赶紧

回到了自己的岗位上。我知道，

不用多久，我将会远行，将要作

别脚下的这片土地。

七
8月中下旬,我收到了武汉

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一个牛皮

纸信封里，装着薄薄一页通知

书，还有两张印着珞珈山地址的

行李签。在此之前，这封录取通

知书已经在丰惠中学的传达室

存放了10来天，同学看到后马

上送到我家里。

那时候，高考填报志愿缺乏

资料和引导。我们是预估分数

之后就填报志愿的，我的估分比

较保守，实际分数起码比估分要

多20分。当时也动过第一志愿

报考北京大学的念头，但觉得有

些冒险就打消了，虽然我的实际

分数应该足够填报的。

就为了地理书上所言“九省

通衢”这四个字，我就填报了武

汉大学。至于选专业更是盲目，

当时只觉得扛摄像机的电视记

者，甚至农贸市场的管理员都很

风光，所以填报的专业不是新闻

就是工商管理，还有法律，印象

中填报的第二志愿是华东政法

学院。

就这样，我被武汉大学新闻

系录取，这是我至今引以为骄傲

的大学和专业。选择这条路，还

是选择那条路，一切都是那样的

偶然，但这似乎也是冥冥之中的

一种安排，一种依据内心召唤的

安排。对我而言，考大学首先只

是为了改变自己的生活境遇，也

想为父母支撑不易的家尽一份

心力，出于一种非常朴素的愿

望，但朦朦胧胧之中，也有诗和

远方的憧憬。

我的户籍农转非了，我来到

了武汉这个陌生的大城市。办户

口迁移手续之前，还需要把一年

的口粮，好像是600多斤稻谷卖

给粮站。600多斤粮食，装满了几

个大麻袋，堆上了一辆手推车。

父亲在前拉着，我在后推着，到丰

惠镇粮站足足走了20里地。

邻村的一位初中同学，同年

从春晖中学考上了武汉大学生

物系。第一次出远门，可以结伴

而行，我们都特别高兴。就这

样，我俩带了棉被等鼓鼓囊囊的

行李，乘坐绿皮火车，从上虞站

出发，经杭州、株洲等几次中转，

前往武汉。

我，一个从未离开过家乡的

农村学生，开启了一段两天一夜

车程的全新旅程，也开启了人生

的逐梦之旅。

（作者系浙江教育报刊总社
副社长、副总编）

青春作伴 □温州市瓯海区实验小学 章秀平

路的尽头，是一栋别墅，三开间，四层高，院子里是自由生

长的杂草。我们从后门进入，经过厨房和餐厅，直到走廊，看屋

里的装饰，和普通人家没什么两样。

这是一家读经的学堂。

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房间，是普通会议室的摆设，朝西墙

上挂着一幅孔子画像，两行对联：“与经典为伴，和圣贤同行”。

据说，教师每天早上带领学生在这里行叩拜之礼。

三楼是教室，一张教师桌，六张学生桌，每张桌上摆一个小

架子，上有一本十六开大小的经书。没有黑板，没有多媒体设

备，貌似鲁迅笔下的三味书屋。

教室里只有三个学生。两个男孩，十一二岁的样子；一

个女孩，略高一些，大约十五六岁。因为是周日，其他学生回

家了。

这三个学生坐在圆凳子上，挺直了背，嘴里念念有词。见

我们进来，只是抬了抬眼皮，眼光便继续落到眼前的经书上，

时不时翻一下书页。让我联想到村里老太太捏着珠串念佛的

样子。

教师是一位中年男人，一身紫红唐装，粗黑，微胖，站起身

来，向我们鞠躬行礼。

我绕到女生身边，只见桌角有一叠书本，《论语》《大学》《中

庸》《孟子》《老子》《庄子》……繁体，带拼音，无注释，无插画。

“这些都是你要读的书吗？”我问。

女孩微转身，看看我，点点头。

教师介绍，这里的学生不用学习拼音，也不用专门识字。

他们认为熟读成诵，这些字自然都认识了。不像正规的小学，

字要一个一个地认。

“全部都要背下来吗？”

“是的，不是一段一段地背，是整本书一口气背下来。”教师

的语气中满是自豪。

“背完一本要多久啊？”

“每个人的进度不一样。一本书会背了，就用视频录像，通

过考核，接着背下一本。

居然还有这样的学习方式。

“除了背诵，还有其他的学习方式吗？”这是一个与我原先

经验完全不一样的地方，我既担心表达是不是准确，还担心会

不会冒犯某种未知的禁忌。

“是的，是学生自己背诵。”教师一脸严肃。

“你们还有其他课程吗？比如说理科类的……”我很疑

惑。在这个每天都有新窗户被开启的世界里，只给学生一间封

闭的老屋子？

“是的，其他都不需要。”教师很自信，“只有在年少的时候，

肚子里存下的几本经书，打下底子，其他都没有问题。小学初

中的那些理科知识是很容易的，用一两年补一补就可以了。”

我俯下身子，问女孩：“来这里几年了？”

女孩停下吟诵，沉吟了一会儿，轻轻地说：“四年了吧。”

“你原先在哪里读书？”

女孩抬头看看天花板，好像在寻找遥远的记忆。“原先是在

南浦，后来在白鹿读了一年。五年级读完就到这里。”

“是你自己要来的吗？”

“不是，我爸妈送我来的。”女孩双手一摊，“我也没得选。”

“每天除了诵读，还有其他课吗？比如说音体美什么的。”

女孩摇摇头。

做出这样的选择是一件大事啊，我心里想，努力搜索着最

合适的词语：“妈妈送你来，没有跟你说理由吗？”

女孩抿着嘴想了一会儿：“我妈妈说在这里可以培养我的

自学能力。只要有了自学能力，将来学什么都很方便了。”

“你的小学同学现在应该念初三，准备中考了吧？”我推算

着学生的年级，链接外面的那个世界。

女孩点点头。

“跟他们有联系吗？”

“周末……有几个同学还联系的。”

我不知道这两个世界的孩子会交流些什么，这里几乎是在

古代一样，几个伙伴、几本古书、三两教师，目之所及是四面白

墙，以及白墙外无垠的田野。五年、十年之后，这些孩子蓬勃的

年华还能与外面的世界顺畅链接吗？

“你喜欢这里吗？”

“还……好吧。”女孩迟疑着。

“我的意思是，与以前的学校生活相比。”

“那……学校里要好玩一些，有很多同学。”

“打算往哪里升学呢？”

“不知道。”

“你将来想要做什么想过吗？”

我希望听到学生的梦想，哪怕像天方夜谭一般不着边际。

“不知道。”她的眼角微微向下。

“学习也要为将来做准备啊。”我继续引导着。

女孩抿着嘴，青瓷一般光洁的脸上泛起一丝羞怯的笑

意，微微地，喑哑地：“我父母都是经商的，我想我将来也会经

商吧。”

我随手翻看她面前的经书，“这些书里的意思你懂吗？”

她很确定地摇摇头。

“会背了之后呢？”

女孩还是摇头，很坚决。

“全都不懂？”我提高了语调，难以抑制的惊讶，甚至是——

愤懑。

女孩一笑：“不懂。”

“几年前背过的书，你还记得吗？”

“一口气背不下来的，有时我们在聊天，听别人说起某一

段，我要是不知道会很紧张，就赶紧再复习。”

原来这里为数不多的几个学生，茶余饭后谈论最多的，还

是读经、背经，时不时炫耀一下同伴已然忘却的片段。每一个

被背书困扰的学生，都有共同的经验。我想起女儿小学二三年

级的时候，每晚我都会抽时间与女儿一起诵读《论语》，日积月

累，近一年时间后基本能背诵了。虽囫囵吞枣，仍笃信某些专

家大师们宣扬的“总有一天会反刍”之效。

然而，并没有。女儿现在上高中了，语文课要求学《论语》，

也没有比小时候轻松多少。

教室外，晾衣架上长长短短、花花绿绿的衣物，飘在夏日的

轻风里。

探访私塾

□瑞安市潘岱小学 黄文墨

那年我新接手了一个班级——

二（2）班。升旗仪式时，我像往常

一样站在最后，学生们正齐刷刷地

行队礼。突然，我发现在队伍的尽

头，有一个学生的姿势显得特别突

兀——左手高高地举着。

等到升完旗，我带着点小疑惑

和小生气，径直走了过去：“宇欣，

敬队礼是用右手的。”并让她敬一

个给我看。当她慢悠悠地举起右

手时，我才发现她的右手食指、中

指和无名指都只有一半。

我当场就愣住了，心想自己刚

才还好没有太大声。为了保护她，

我没有再问下去。

家访时，我本想慢慢地问个究

竟，没想到她妈妈直接说起了这事

儿。原来，宇欣四岁时，因为好奇，

将一个土豆塞进切草机……悲剧

就发生了。后来，她自学了用一种

奇特的握笔法写字，还能熟练地拿

刀切菜呢。

第二天，我私下问了几个乖巧

的女生，又知道了一些事情。一年

级时，班上几个男生经常嘲笑宇

欣，甚至把她弄哭。

于是，在班会课上，我给学生讲

了很多残疾人自立自强的故事，失

去四肢的美国人胡哲令学生深有感

触。我让学生们体验用宇欣的握笔

法写字，要求是十分钟，很多学生连

一分钟都坚持不了。我推荐学生课

后阅读《瑞奇的烦恼》《花格子大象

艾玛》等绘本，这些故事讲的都是尊

重身体缺陷、悦纳自己、善待他人。

我顺势表扬宇欣的字写得比

大部分同学都好看，此后，学生逐

渐表现出对宇欣的崇拜，而且这种

崇拜与日俱增。

宇欣也变得越来越自信，在我

的鼓励下，她积极参加晨会、啦啦

操、汉服秀等各种活动，并且不介

意展露她的半截手指。

五年级时，她再次受伤。一位

插班生由于不知情，当面嘲笑宇

欣。宇欣居然对他说：“这样多好

啊，我还可以少剪几个指甲，节省

点洗手液呢。”反而令那个插班生

成了她的“小迷弟”。

苏格拉底曾说过：“一个人能

否有成就，只看他是否具有自尊心

和自信心两个条件。”我也相信，呵

护每一朵花，最重要的是保护它的

自尊，自尊才能给予它自信、自强。

她竟用左手行队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