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迷路与认路
□赵柒斤

每天上下班的路上，都与接送
孩子的老人或年轻父母抢“道”、抢

“座”(公交车座位 )，就觉得没“羁
押”的上学路是多么幸福！而我从小
学到大学，开学的第一课竟然都是
问路与认路。

依稀记得，除了在家门口的学
堂里读小学不需要认路外，11岁那
年，去8公里外的镇上读初中时开学
的第一课就是认路。当时，我和同村
的几个孩子报了名，尾随班主任去
看镶嵌在五六百栋老房子中间的新
教室(其实是一户农家的角屋)后，
她就让我们先回家，三天后来上课。
班主任哪里知道，她领着我们轻而
易举就走过的纵横交错、弯弯曲曲
的古巷，一下子就像一座迷宫横亘
在我们面前。

那天快近正午时，阳光从侧面
缓缓移过，轻抚刚刚苏醒过来的古
巷。一条条长得几乎一模一样的古
巷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几个人
亦步亦趋地在这种狭长的古巷间转
圈、寻找“出路”。碰壁后相互埋怨几
句又折回来“重新开始”。但是，所见
的房屋几乎都是“兽雕的屋脊、垂花
的门楼、雕花的窗棂、剥落的墙面、

厚实的木门及锈蚀的铁钉……”好
在有个嘴甜的大民，他问了五六个
村民，在这些好心人的指引下，我们
才走出古巷。

三年后，我独自去县城读高中，开
学第一课学的同样是认路。背着行囊
走下大客车那一刻，就沿途问路。好在
街上的人对学生都非常友善，沿街问
了十多人、走了2公里路，就顺利抵达学
校。报完名，又在校园里认路，教室、寝
室、食堂以及厕所等等一一搞清楚后，
才放下心来。

当然，最有趣的还是去省城读
大学时开学第一天的“迷路”。那天，
我背着行囊径直走到“欢迎新同学”
的大幅标语前，老师和“老同学”虽
然给予了热情接待，但从他们眼里，
我也读出了他们的疑惑：一个大孩
子(我读大学时因发育不良，身材格
外娇小)上大学竟然没有家长陪送？
报完名后，我的两眼就茫然一片了。
面前的校园就比自己呆了3年的县
城大很多，哪是课室哪是寝室？当天
下午，我决定先熟悉将要生活、学习
四年的地方。

我装着无所事事地在校园左逛
右逛，也是刻意让自己迷路的。一会

儿坐坐电梯，随意停下后，发现在电
梯转弯处有一道木门，将之推开，
便可通往另一个学系；一会儿又用
自己的双腿一步步沿着楼梯拾级而
上前往课室，发现里面坐着20多个
正在埋头苦读的学子。不用猜，他们
跟我一样，也是新生。不同的是，他
们比我懂事，丁点时间也舍不得浪
费。所以，他们见一个大孩子突然闯
进课室，以为是来玩的，有的抬眼扫
了一下就迅速低下了头，仿佛什么
都没有发生……足足花了两个星
期，我才把校园的路认了个大概。这
还得益于“大孩子”的心脏极具弹
性，认路行动虽然数次受到帅哥靓
女的轻蔑与嘲笑，但自我康复得
快。

我现在才真正感觉到，初一到
大一，最适合迷路、问路和认路。不
仅年轻的心脏最容易自我康复(迷
路和认路时受到嘲弄，不会往心里
去)，而且青春的眼睛也最爱容纳新
鲜事物。当然，这必须有独自上学这
个前提，否则想迷路都难。其实，人
的一生就是迷路问路和认路，有过
迷途经历的人也许就会快人一步地
找到“出路”。

一个红对号引起的误会
□贺宽叶

送走朝夕相处了四年的毕业生，
心里满是怅惘失落。还没有从这郁郁
寡欢里挣脱出来，又是新学期开学季，
校园里增添了许多陌生面孔。

我又接了初一年级的班主任，今
天是学生报到的第一天。家长领着孩
子自觉在讲台前排起了长队。逐一核
对信息，发校服，发入学须知手册，发
提前制好的校牌；住校生还得发住宿
牌、饭卡，每个孩子四五道手续。顺便
观察每一个孩子的相貌特征，尽快熟
悉孩子。尽管已经轻车熟路，还是有点
手忙脚乱。

一直忙到快十一点钟，报到信息
确认表上已经勾满了对号，学生和家
长都纷纷落座，只剩一个徐小雅的名
字前头还是空白。这时候我的红蓝圆
珠笔的蓝笔芯怎么也写不出字来了，
顺手一按调换键，换上了红笔芯。昨天
晚上提前做功课，把全班四十几个孩
子的名字都记得差不多了。最短时间
记住班里每个孩子的名字，最短时间
把名字和人一一对上号，这是做班主
任的基本功。我对徐小雅的名字印象
很深，估计应该是取自《诗经·小雅》。酷
爱读《诗经》的我，竟然爱屋及乌，有点
喜欢上这个未曾谋面的新弟子了。不
知道这个孩子性格怎样，脾气又如何。

在我刚要说准备开会的时候，一
对母女不慌不忙走了进来。妈妈身材
颀长，一身素色香奈儿职业套装，腕上
是新款欧米茄手表，脸上是沉着自信
的微笑。女儿额头宽阔，眼睛明亮，颊
上俩酒窝，也是一脸笑意。这应该就
是徐小雅母女了。徐小雅主动替妈
妈解释了迟到的原因：因为车子抛
锚，来晚了，让大家久等了，表示了
歉意。我在查看了她的报到材料后，
在她的名字前面打了个对号，是红
色的对号，因为蓝笔芯不出油了。一
大张白纸，满满都是黑字黑对号，孤
零零一个红对号，像暗夜里的火苗一
般灼人眼睛。小雅妈妈看了欲言又止，
在我说开始开会后领着小雅去了后排
的空座上坐了下来。

我首先对新同学表示了欢迎，简
单介绍了学校的基本情况，开始重点
详细谈初一学生的心理特点，以及小
学生向初中生角色转化应该注意的几
个问题，家长应该如何做好初中生的
家庭教育。目光扫过每一个孩子和家
长，让他们感受到我没有忽视他们中
的任何一个，回应我的都是信任和期
盼的眼神。唯独徐小雅妈妈，眉头紧
蹙，表情有点紧张焦虑，如坐针毡的样
子，跟刚才沉着、稳重、大方、自信的职

业女性形象判若两人。我也很纳闷。
散会了，大家纷纷聚拢过来问这

问那，我一一详细解释作答。徐小雅的
妈妈依然坐在原处，我刚要招呼她，她
已经主动来到了我身旁，小心翼翼地
说：“老师，他们都走了以后我想问您
个事，不耽误您下班吧，就耽误您一小
会儿时间。”我赶紧说：“没事，不耽误，
不耽误，我正要跟你聊聊呢”。

一会儿大家都走了，小雅妈妈细
心地叫小雅去门外等着，然后轻声
说：“老师，我看别人名字前面都是
蓝色对号，您独独给小雅打了个红
色的对号，是不是小雅的成绩在班
里最差啊，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另外
我们迟到真不是故意的，刚才开会您
讲的我一点儿也没听进去，一直在考
虑这事”。我解释清楚了以后她如释重
负，迈着轻快的步子走了，走廊里洒下
娘俩开心的笑声。

我也差点笑出声来，她们的笑声
感染了我，但想到一个寻常的红色对
号都能引起家长如此剧烈的心理波
动，心情蓦地又特别沉重起来。我们的
学校教育，什么时候成了孩子和家长

“生命里不可承受之重”，甚至一个小
小的红色对号都让孩子和家长成为惊
弓之鸟。是得好好反思一下了。

睡在我上铺
的老爸

□申学利

我一个姐姐两个妹妹，借老爸
的话说就我一个顶梁柱。作为家里
唯一的男孩，我从小受到爸妈的百
般宠爱。就拿上学来说吧，姐姐妹妹
上下学，爸妈从来没接送过她们，只
有我能够享受他们的高接远送。上
小学在村里，老爸步行送我，替我背
着书包，看我走进校门他才回身；接
我时第一个守在校门口，生怕我提
前下课，独自离开学校；初中在邻
村，老爸就骑着他的“大金鹿”接送
我，风雨无阻。

那年我考上了县里的高中，开
始住校了。心里想，老爸终于不再接
送我了。小学时且不说，整个初中阶
段就我一个人被家长接送，同学们
都私下里叫我大熊猫，让我很是抬
不起头来。高中也有跑校的，老爸也
曾提议过让我走读，他负责30里接
送。我一听赶紧制止了老爸的念想，

“你再接我，我就不上高中了！”老爸
只好作罢，就此终止了他的接送生
涯。

高中开学那天，老爸特意刮了
胡子，换了新衣，他的“老金鹿”也是
擦了又擦，像要完成一项伟大的使
命似的，具有隆重的仪式感。老爸把
我的行李绑在车后座的外侧，其余
的，吃的喝的盆子碗筷，老爸都把它
们挂在车把上，车子本来就够重的
了，他还非让我坐上不可。

一路晃晃悠悠颠颠簸簸，老爸
像一头老黄牛驮着我，也驮着他朝
思暮想的希望。看着老爸的背影，我
忽然感觉到我将要离这座山越来越
远了。

来到学校，已是中午。来报到的
同学人头攒动。老爸说咱先别吃饭
了，先报到吧。我本来想说“爸你回
去吧，我自己能行”的话，但看到老
爸心急火燎的样子，我又把到嘴的
话咽了回去。等一切入学手续办完
已是下午三点多了。

老爸陪我到学校食堂一起吃了
份学生餐之后，正打算离校回家时，
天空突然飘起了秋雨。我和老爸回
到宿舍避雨，一直到黄昏，雨不但没
停，反而越发大了起来。于是，我对
老爸说，爸，人不留人天留人，正好
有一个同学还没报到，空着一个床
位就在我的上铺，你就将就一晚吧，
明天雨停了再走。

可我忘了老爸睡觉爱打呼噜这
事，老爸由于太累，不久就睡着了。
可其他的同学却被吵得无法入睡，
有一个同学过来戳戳我的肩头，示
意我提醒提醒父亲。我不好意思连
说抱歉，我不忍心但不得不推醒老
爸，告诉他控制一下别打呼噜。

果然后半夜，老爸再没打呼噜，
同学们都睡安稳了。我感到非常奇
怪，老爸是怎么做到既睡好觉又不
打呼噜的呢？可第二天早晨，当我看
到老爸红肿的双眼时，我明白了，原
来老爸为了不影响孩子们的睡眠，
他竟一夜没再合眼！

开
学
记

那件廉价的T恤
□马海霞

那年我收到了南方一所大学的
录取通知书，快入学时，父母都没打
听到附近谁家的孩子还在那所学校
上学，因家里经济条件不好，学校又
太远，父母为省下车费决定让我自己
一个人去学校报到。

同学们约我去市里买新衣服，大
学新生入学总要打扮得体，好给老师
同学留下好的第一印象，我知道父母
为给我筹措学费和生活费已经把口
袋掏干净了，我对同学撒谎说，衣服
我已经买了。

邻居家做服装批发生意，夏天专
卖便宜的T恤，根据顾客需要，在上面
印染上各种颜色的图案和文字。暑假
里我在他家的店里帮忙，临上学时，
邻居家的婶子送我一件白色的T恤，
我让婶子给我在T恤的前后面各印上
了四个字：山东海霞，并在字的下面
印上了一行英文：Best wishes to you
(向你致以美好的祝愿)。

开学前三天，我一个人背着行李
坐上了开往南方的火车，我在火车的
咔哒声中行进了一天一夜，火车快要
驶入目的地时，我从行李箱里取出我
那件白色T恤到卫生间里换上了。

刚下火车，就见有举着牌子接站
的同学，还不等我把录取通知书递给
他们，有眼尖的同学先和我打起招呼：

“欢迎你，海霞同学，祝你好运。”看着接
站同学热情的笑容，我那份独自踏入
异乡的陌生感也一扫而空。等学校接
站大巴到达学校后，整整一车同学已
经都知道我姓甚名谁、哪里来的了。

我去辅导员那里办好入学手续
后，辅导员对我说：“海霞，一会儿把行
李放到宿舍，回来帮一下新同学。”和辅
导员忙了一下午，辅导员指了指我的T
恤说：“今天让你义务劳动了，没办法，
在这批新生里我只记得你的名字。”

后来，班里同学打趣我说，刚开
学时以为我和辅导员是亲戚，否则怎

么辅导员一入学就和我那么熟悉，他
们要早知道是我那件印字T恤的功
劳，才不会那么巴结我呢。

其实我在T恤上印字，只因那件
便宜的T恤光秃秃的太像老头衫了，
我只想在上面增添点色彩，没想到歪
打正着还给我带来了运气，入学第一
天就和接站的老生迅速打成一片，还
获得了辅导员的青睐，让我帮他打理
班级事务。

多年过后，同学们当年入学时穿
着什么服装大都被遗忘了，唯独我那
件T恤还被同学们谈论。看着现在的
孩子上大学前父母给添置的装备：手
机、笔记本电脑都要买贵的，衣服要
时髦的，在开学前还要去发廊做个漂
亮的发型……就是怕孩子在新学校
里丢面子。其实真正的面子不是靠这
些包装起来的，我那年一件廉价的T
恤就给我带来了人脉，还不是因为上
面多了几个字和一行祝福的话吗？

青未了·写作2017年9月20日 星期三

编辑：向平 美编：马晓迪 A17

【下期征文预告】

那时，中秋
命题人：赵付美（教师）
命题说明：日月不掩，春秋代

序，又是一年中秋来。生活在今天
的你，行走在各大购物场所，堆积
如山的月饼应接不暇。月饼花样
百出，而你，无需思量，便可轻松
买走一大包。回到家，望着一块块
包装精美的月饼，随手拿出一个，
嚼着嚼着，是否嚼出了悠远的味
道。那时，中秋，别有情味。提笔写
下那时中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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