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的一天开始了，女儿
说：我离2014高考又近了一
天。我说：是呀，高考真的近
在眼前了。去年这个时候，感
觉高考离我们很远很远。如
今，当 2014高考逐日逼近
时，我都来不及回头细想，这
一年是怎么过来的。
脑子里关于这一年的记

忆，除了女儿紧张高压的学
习和考试，以及我单调忙碌
的工作和陪读，别无其他。都
说高三特别能锻炼人的毅力
和心态，此话一点不假。超强
度的学习、没完没了的考试、
起伏波动的成绩和情绪，不
仅磨砺着孩子的心态和毅
力，也磨砺着家长的心态和
耐心。本学期刚开始进行每
周两次的文综强化考试时，
女儿接连几次考试成绩都不
理想，每次考完都会躲在家
里哭一场。现在，女儿的文综
成绩终于稳定，但她依旧烦
恼沉重。她心里很清楚，以她
三次模拟考试的市排名，很
难考进她梦想中的那所全国
数一数二的重点大学。
“梦想很丰满，现实很骨

感。”在高考面前，18岁的孩
子第一次深切体会到这句话
的无奈。女儿书桌上的那面
墙贴满了小纸条，有略显沉

重的：“高考是一道玻璃门!

我在这头! 我心目中的大学

在那头" ”也有昂扬奋进的：
#梦想永远不会让一颗充满

希望的心失望" ”
然而现在，我更愿意对

女儿讲我身边那些高考时梦
想之翼被折伤的孩子在大学
里重新树立人生坐标的故
事：男孩A，他的高考梦想是
考进北京体育大学，五年前
却只考上一所普通大学。他
进了大学并未消沉，而是为
他的梦想继续努力，去年终
于考上北体研究生；女孩B，
去年高考发挥失常，只考进
某二本学校。大学宽松的学
习环境里，她身上原本被高
中紧张学习而压抑的艺术细
胞又重新复活，她重新拾捡
起戏曲爱好，参加了学校的
戏曲社团，并在市大学生戏
曲大赛中一鸣惊人，斩获头
奖。
是的，我亲爱的女儿，我

现在只想对你说：“生命中最
伟大的光辉不在于永不坠
落，而是坠落后总能再度升
起。”高考不是梦想的结束，
而是开端。高考也不是人生
唯一的出路，而是人生驿站。
怀揣梦想，脚踏实地，勤奋努
力，便永远不会对自己失望。

女儿圆圆今年中考，按本
地习俗，考前要吃糕和粽，博个
“高中$去声%”的好彩头。我和
老公都不信这些，根本没把这
事往心里去。
孰料，考前一个月接到母

亲电话，电话里，不会裹粽子的
母亲叮嘱我，让孩子奶奶裹粽
子，开锅粽一定要先给孩子吃。
我嘴上唯唯诺诺，心里却

在暗笑，这也太迷信了吧？中考
成绩好孬还不全在女儿！
未曾想，我还没跟孩子奶

奶开口，这糕和粽就接二连三
地来了。
周末晚上，小姑子和小姑

爷大包小包拎来一堆东西，说
是圆圆要中考了，送给圆圆的。
我一看就晕了，糕、粽、包脆、苹
果、香蕉，还有个大蹄髈！糕、粽
是小姑子的婆婆裹的，喻意我
懂，可怎么还有包脆呢，我问小
姑子。小姑子笑，让我再念一遍
它的名。我把名念了一遍后明
白了，包脆和糕粽连起来可不
就是“包高中”的意思嘛。这都
好说，那蹄髈又是啥说道，我瞅
着偌大一个蹄髈啼笑皆非。小
姑子又笑，“蹄髈题榜，祝圆圆
金榜题名呢。”我算是服了，苹
果和香蕉。“那苹果啥意思？”小
姑子想了想说平安的意思。“香
蕉呢？”小姑子苦思冥想很久，
终于摇了摇头，说记不起来了，
但很肯定地说是大吉大利的好
彩头。
几天后，妹妹来了。同样，也

带了大包小包给圆圆，打开一

看，除了香蕉换成了汤圆，其他
竟和小姑子的一样，只是样式都
精致小巧了许多，一问才知是咨
询了同事后到超市按单采办的。
才收下妹妹送的礼，又接

到母亲的电话，说家里请人裹
了粽，正在锅里煨着，明天要和
父亲来我家，送糕、粽给圆圆
吃。母亲终是不放心啊，我忙告
诉母亲，不要送了，圆圆的姑姑
和小姨先后送了，家里的糕粽
多得都吃不完了。但无论我怎
么拒绝，母亲仍然坚持，只好随
她了。第二天晚上，母亲和父亲
特地从乡下赶来，所带之物又
是一堆，用袋子分得清清爽爽，
状元糕和开锅粽特地用红袋装
了。
现在，打开我家的冰箱，满

目皆糕、粽。看着那一堆堆糕、
粽，我有些发愁，但更多的是感
动。一糕一粽总关情，这分明是
至友亲朋沉甸甸的心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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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系考试季

去年9月，当女儿进入高三
时，作为家长，保姆、厨师、心理辅
导员乃至出气筒的角色，我都有
心理准备。我洗衣，做饭，帮她收
拾房间，为她的学习出钱出力，毫
无怨言。但女儿状况不断，她表现
出极度的不适应，身体每个部位
都闹情绪，此起彼伏。
先是腹痛，一痛就要请假。去

医院查常规，没什么毛病。胃病？
钡餐做出来，胃溃疡。吃药治疗，
肚子却更痛了。只好查妇科……
期间，她还腿痛，描述很可怕：“下
楼梯，突然腿不能动，好像骨头抽
空了，瞬间不属于我。”我不敢怠
慢，去骨科。里里外外拍片，没问
题。
这下可以安心学习了。
一模分数出来，我如跌冰窖，

英语64，平时对英语不念、不背、
不听、不说，能考好吗？还好，她开
始背单词了。
可没多久，她像吹气球一下

胖起来，脸肿，双下巴。一坐在饭
桌上就恶心，这也不吃，那也不
吃，真是急死我。
幸亏，二模成绩上升了 30

分。她放松，开始公然贪睡。休息
时，睡着。坐着，也睡着。别说“头
悬梁锥刺股”，就连洗把冷水脸再
来都不愿意。我买了学习软件，她
没时间听。上家教，我说补英语，
她偏要学地理。一对一，两小时
340元，一次就交3000多元。
花钱我咬牙，只要你健康。可

昨天，眼角红了。今天，脸又痒了。
她隔三差五向我汇报。不去医院
吧，她不舒服。去吧，刚治好A，B
来了，才消灭了B，C又出现了。
弄得我整日焦虑，一听她说不舒
服，我觉得自己快要崩溃了。
三模时她更离谱，突然头痛，

连考试题都没心思看，匆忙答了
交卷。估分却高，说是凭第一感觉
答题，准确率高。什么歪理呀，我
的心沉甸甸。
女儿这次却真的发挥最好，

直接超出模拟一本线20分。我傻
眼了，难道我能祈盼高考时她再
来一次头痛？女儿却不像我七上
八下，她满足得意，每天像只骄傲
的小公鸡，学习松懈下来。耐心
劝，她左耳朵进，右耳朵出。稍加
唠叨，她立刻蹦起来：“人家父母
都是看孩子眼色行事，你们却影
响我心情！”
说不得，碰不得，我感觉心脏

病要发作了。赶紧高考吧，她不生
病，我不焦虑，统统都解放。

高考临近，学生们都在
做着最后的冲刺，每天自习
教室里座无虚席，甚至晚上
也灯火不息。作为班主任，我
知道孩子们的紧张与压力，
便想着如何能够让他们适当
地放松一下。
那天下午，我走进教室，

向大家宣布，下午将会有一
个活动。顿时，教室内炸开了
锅，有的说我的模拟试卷还
没做完呢，有的说正在复习
英语单词，有的干脆说现在
什么活动都不能参加，高考
冲刺最要紧。
我挥挥手，议论纷纷的

同学们都停下了。我告诉大
家，今天下午全班停止复习，
跟我到操场去踢一场足球
赛。话音刚落，男生们立马来
劲了，异口同声地说太好了，
甚至连女同学也表示赞成。
要说足球，可是我们班

的优良传统。高一时，一大帮
生龙活虎的运动健将们经常
一起踢球，甚至在学校的比赛
中还战胜过体育班的同学呢。
后来，学习压力增加，孩子们
踢球的机会就少多了。这回难
得我大发慈悲，他们非常高
兴，毕竟这将是他们高中阶段
的最后一场球赛。

我们来到操场上，男生都
是运动员，女生做啦啦队。我
规定，男生分成蓝红两队，除
了主力各自11人外，剩下的
做替补，每个人都必须有上场
的机会。而我，则作为主裁判。
一声哨响，比赛开始。大

家踢得很兴奋：蓝队门将是
班长，别看他个子矮，可是扑
起球来一点儿不含糊；红队
的后卫小勇，人高马大的身
材，是他们队后防的一道铁
闸；班里成绩最好的大亮，是
蓝队的中锋，组织进攻一流，
他的传球常常能置对方于死
地；最受女生欢迎的是红队
前锋阳阳，他是我们班的贝
克汉姆，英俊帅气，技术一
流，每一次射门都博得啦啦
队队员们的大声喝彩。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比分最终定格在3比3。终场
哨响，同学们都涌向球场，相
拥而泣。所有的压力烟消云
散，所有的焦虑顷刻成灰，有
的只是感动的泪水，幸福的
欢笑。
一场球赛，拉近了师生的

距离。亲爱的孩子们，高考，不
以成败论英雄，让我们记住这
场球赛，记住，青春曾在这里
闪亮。

黄金梅

蓝草莹莹

马从春

窅 娘

女儿即将参加高考。
这几天，社会上下，到处充

斥着有关高考的话题，电视上，
主持人苦口婆心地建议父母不
该跟考生说哪些话；朋友发来
微信，转的是某专家给考生家
长讲座的十个问题；那天，同事
郑重其事地问我，你家的高考
餐策划好了吗？真是树欲静而
风不止，扰得我们也不能装淡
定了：高考三天，我们该做些什
么呢？
早在女儿读高一时，我专

门和她讨论过关于高考的话
题，问她高考三天想吃什么？
女儿说老样子呗，平时吃什
么，到时还是吃什么。她的理
由是，咱家伙食一贯不错，无
须提高标准。女儿自封吃货，
我们当然相信吃货的见地，但
我们更相信，搞特殊化的高考
餐，会增加她的考试压力。说
到在考场外候考，她反问，是
让我想着考题，还是惦记你们
呢？我问要不要送考？她把头
摇得像拨浪鼓，说不需要，还
是自己骑自行车。我有一位同

事，当年他儿子坚决不让他送
考，他只好开着车子偷偷尾
随。他说，不看到他安全地进
了校园，我怎么放心得下？同
事的苦心，我深以为然。
高中三年，弹指一挥间，上

个周末，我们与女儿共进午餐，
自高三以来，每周就这么一次。
事隔三载，我旧话重提，再次征
求她的意见，女儿不改初衷。想
想现在的她，压力山大，我们怎
么还能制造新的紧张呢？至于
送考，她没当年坚决，她说到那
天再说吧。我早打算好了，假如
她执意自己去考场，那我就明
里顺着她，暗里学我同事一路
跟着，时刻准备着为她排险。总
之，尽心的同时，不能让她发觉
异常。
我跟女儿约好了，那三天

出门，不管送不送，我一定用三
个“一”给她壮行：一个粽子，一
个拥抱，一声“祝你好运”的祝
福。
高考日，就是平常日，全家

一致决定，该怎么过，还是怎么
过，一切照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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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建华

分享当下生活中的好事、
喜事、逸事、憾事、糗事……呈
现社会生态，反映新鲜生活。
E-mail：
2481483305@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