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博览与熟读是指读书的
方式，一个指广度，一个指深
度，延伸开来也是做学问的
两种方式。

我们一般用“博览群书”
形容一个人知识渊博，涉猎
广泛，读书多是获取知识的
有效手段，也是做学问的必
经之路。自媒体时代，大量信
息涌入头脑，人们连过滤的
时间和精力都没有，获取的
都是知识碎片。“博览”并不是
漫无目的地乱翻，必须要有
重点，有的放矢。香港大学曾
推荐过一生应该读的50本书，
其中包括人物传记、历史随
笔、童话、小说等，如果认真读
完上述书籍，“腹有诗书气自
华”，用知识武装起来的人会
成为一个自信的人、内心强
大的人。

熟读则是指对某些书籍
花时间反复阅读，做到书读
百遍，其义自见。从前芝加哥
大学有“伟大的典籍”的课程，
就是要求学生精读若干经
典。对专业的书籍我们要熟
读，熟才能生巧，掌握了才能
运用。若我们有志治中国学
问，必定选几部经典，反复阅
读，虽不必记诵，至少要熟。

“百遍纵或未能，三复必不可
少”，这是对做到熟读基本的
要求，至少我们必须在自己
想进行专门研究的领域内，
需要做这样的努力。

博览群书如同在书籍海
洋中遨游，五彩斑斓的景象
让我们领略世界的美好和壮
阔，随手采撷盛放的花朵或
一蓬青草，都留下芬芳，给我
们选择的广阔空间；读熟的
书则是在深海中照亮前行道
路的灯光，如同珍珠，在广阔
的海洋中发出熠熠光辉，吸
引我们不断前行，不断靠近，
直到捧在手中，赏鉴珍惜，因
为熟读掌握的知识为我们建
立了作学问的基地，有了基
地，我们才能进一步扩展。

博览

与熟读
□王以宁

【含英咀华】

第四种生活□雪樱

【冷暖人生】

人的一生，必然要经历三种生活。小
时候与父母一起，长大后成家立业，等步
入晚年，老夫老妻相伴。然而，如果夫妻有
一方病逝，另一方如何安度晚年，这也是
个问题，我称之为“第四种生活。”

邻居魏老伯，老伴突然去世，脑干出
血，紧急送医院没有抢救过来。平日里，洗
衣做饭、打理生活，都是老伴包揽，既能干，
又节俭，他是甩手掌柜。老伴抽身离去，打
碎了他的生活，两个女儿都是高学历、工
作忙，半月回不来一次。刚开始还跑得勤、
送送饭，终究不能长久。他凑合着过，逢人
打哈哈，低头捡废品，长长的影子，摇曳着
老伴的脸庞，屋门外堆放的方便面袋、火
腿肠皮等垃圾，映照出他生活的凄凉。

“再找个老伴多好。”别人的闲话，被他
踩在地上，碎成一片发光的玻璃，刺得眼
疼。后来，他迷上保健品讲座，有讲座必去，
与说着外地方言的推销员打成一片。经常
碰见他出来接人，二十冒头的小姑娘，打
扮得土里土气，嘴巴像抹了蜜，“叔叔，你有
事就给我打电话！”他不住地点头，瘦长的
身影变得斑驳起来。很快，他的身边多了
个中年女人，一看就是农村人，干瘦、朴素，
带着几分腼腆。生活一下子明媚起来，置
办家具、床上用品，两人出出入入，回头率
很高，他显然不适应。有人做饭了，他脸上
的两块颧骨不再凸着，变得红润好看，能
够听到他哼着小曲，有了伴，家才是家，生
活才有了温度。

可是，没过多久，好日子就被打碎。小
女儿回来，看到这一切，打电话叫来姐姐、
姐夫，上演驱逐大战。“她分明是看上我爸
的房产和家产，没有登记也愿意，这里面
肯定有事！”第一次听见女人哭泣，“我不
是，我不是，我是和你爸爸真心……”小女
儿的铁齿铜牙和大女儿的周密策划，一拍
即合。姐夫听从指挥，找来大车，把女人和
铺盖送回老家。没有退路，没有商量，他沉
默，整个楼也都沉默，一片死寂。

这个小插曲，最终以“我都是为了你
好”而画上句号，他没有发言权，就像被囚
禁的犯人，无处倾诉。乒乒乓乓，咣咣当当，
两个女儿轮流回来做饭，以前都是母亲掌
勺，她们负责吃，现在只能硬着头皮做。没
过一个月，两人先后退场，又剩下他自己，
和空旷而孤独的房子，连个回响也没有，
他自言自语。

有一段时间，魏老伯的手机变得忙起
来，年过七旬的他不停地接电话、打电话，
好像联系业务，后来才明白，所谓“业务”，
是通过婚介找老伴。新来的老伴，本地人，
爱打扮，妆容艳，看上去要比他年轻十多
岁，而且是自来熟，逢人便打招呼，很不介
意，反倒让邻居顿觉尴尬。她变着花样给
他做饭，一日三餐，从不重样。她尊重他的
生活习惯，知道他抠门、小气，都是花自己
的钱，她态度明确，“我自己刚买了一套大

房子，他的财产我一点不要。我和他就是
做个伴！”她竹筒倒豆子般的倾诉，叫人半
信半疑，好在，他的女儿这次没有反对。有
人比较好奇，“你们怎么认识的？”“他以前
是我的老师，我是他的学生，我们在公交
车上遇见。”倘若如是所说，这岂不是老年
版的师生恋？没人多问，毕竟，两人走到一
起就是缘，他的第四种生活，没有落单，这
就是幸福吧。

当人老了，胳膊腿还能动，没有失智、
失能，生活便会存在多种选项和可能。患
病，瘫痪，需要他人照顾，第四种生活就会
蒙上一层荒谬，没有体面可言。

有个房客叫张一肖，他的邻居钟师
傅，四十多岁，脸色很难看，白得像馒头，
不，像花卷，因为他皱纹很多，又宽又深，纵
横交错，把一张脸切成无数块裂而不散的
碎片。接触后他了解到，钟师傅脸色怪异，
因为家中有个接近弥留之际的病人，每隔
个把钟头就会用非人的声音喊上一阵。他
给钟师傅送去一些纸尿裤，朋友代销，这
样就有了情感联结。一天下班回来，他看
到单元门外摆着花圈，敬挽前面都写着

“钟”，不用猜，是老人病故了，但病人发出
的声音还在，他又诧异又惊恐，钟师傅和
盘托出，告诉他真相：三年前，母亲脑梗住
院，同病室一老头，也是脑梗，双方家属经
常让他俩比赛，锻炼语言能力。出院时老
头非要跟他的母亲住一起。他的儿子与他
商量，他出护理费，钟师傅十多年前从工
厂买断，弟弟出钱，他负责照顾。就这样，同
时照顾俩病人。没想到给了三次钱后，老
头儿子玩起了失踪，他不能把老头扔了不
管，母亲走了，现在只剩他了。张一肖非常
同情，又订购了一些尿不湿，他执意不要
钱，“我只是希望将来我能不用尿不湿。”

母亲病逝的消息，钟师傅一直向弟弟
隐瞒，如果弟弟知道，他会停止支付赡养
费，还会把这房子卖掉。弟弟曾买来一瓶
安眠药，让母亲服下，他没同意。正当他想

着怎么对付弟弟时，张一肖的母亲在麻将
桌上突发脑梗，半边身子瘫痪。他与钟师
傅商量，把母亲接过来，有偿请他照顾，洗
头洗澡的事情他自己来。钟师傅没有拒
绝，但提出几个要求：费用问题，不负责喂
药，她死了不能说我照顾不好，再就是提
供至少两个亲戚的联系方式，以避免重蹈
那个老头的覆辙，而且要收押金。张一肖
直说自己不是那种人，钟师傅回答：“消失
的那个家伙，托付给我的时候还给我下过
跪呢，有什么用？人是最没意思的东西，我
自己也是，我自认为是个孝子，结果呢？我
母亲长褥疮的时候，不瞒你说我骂过她，
还不止一次，我问她为什么还不死，为什
么不一口咬断自己的舌头去见我父亲，她
后来真的咬伤了自己的舌头。人真的就是
这么个没意思的东西。”

临近春节，弟弟来看母亲，张一肖
母亲被当做替代品，钟师傅蒙混过关，
并拿到两个月的赡养费。晚上，张一肖
给母亲洗澡、换新衣，他提出也给老头
洗澡。钟师傅有些犹豫，说每天都用酒
精给老头擦背，老人浑身的油腻露出破
绽，就在这时，从老人上衣口袋里意外
发现一张银行卡，“他大概猜到你不会
给他洗澡，所以故意把银行卡藏在这
里。”猜密码，去查账，钟师傅的脸色大
变，不再寡白，而是白里透红，两颊处甚
至有点纷纷的感觉。

这个故事出自姚鄂梅的小说《母亲大
人》。书中有一句话，“人一老，就是垃圾”，深
深刺痛着我的心，也发人深省。老，这个字
叫人生厌，却又不得不直面，老人的生活
就是社会的多棱镜，也是人性的试金石。
不管怎样，老龄化社会已经提前到来，第
四种生活，已经摆在我们的面前，很多老
人正在挣扎中艰难选择，然后转身，投下孤
独的影子，没有一点声音。我们该怎样接
纳，关系着心底那个大写的“孝”，更关乎着
我们未来的路或余生怎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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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1977年12月6日，恢复高考考试的日
子，我与大哥一起走进了设在汉川县二中的
考场。

我们文科生两天考了语文、数学、政治、
史地共四门，每门课满分100分。

那次高考是各省单独命题，语文卷的作
文题为《学雷锋的故事》。我从初中就喜欢文
学，喜欢写作，见到这样的作文题真是喜出
望外，一气呵成写了满满三页纸。
还记得有道数学题，分值好像是5分，与

我复习时练过的一道例题类似，非常轻松地
答完。政治、史地都有我平时接触到的内容。
高考结束后，心想如果真凭分数，考上大学
没问题。

开开心心回到家，不料父亲给我泼了一
盆冷水。说我考不上的，现在上大学都靠走
关系开后门。你看你哥去年找了公社的党委
副书记，推荐上大学的表也填了，最后还是
被别人挤掉。父亲让我死了这条心，回到湖
区放牛去。

我是1976年7月从汉川县第十五中学高
中毕业回乡务农的。考前的几个月，我一直
在西江湖放牛，因我体弱多病，生产队说照
顾我让我放牛。湖区离家较远，我与一位大
爷轮流烧火做饭，晚上就住在堤上的草棚
里。记得1977年10月下旬，哥哥捎话给我说国
家要恢复高考制度了，再不用推荐上大学

了。我欣喜若狂，半信半疑地赶回家去公社
报名。大哥是当地的邮递员，他拿出一份《人
民日报》给我看，报纸有篇文章的标题写着

《搞好大学招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这使我
了解到国家取消了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政
策，恢复中断了12年的高考，不论年龄、婚否、
出身，都有参加高考的资格。虽然白纸黑字
写明了政策，但我还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复
习备考，我清理了语文数学政治历史地理高
中课本，还尽可能找了些参考资料又重回到
湖区，边放牛边复习，夜晚我点着煤油灯，常
常复习到深夜。
还清楚地记得，在填高考表时非常为

难。我家是下中农出身，成分没有问题。但表
格中有一栏是“你在何时何地受过何处分”，
我在高二时受到过严重警告处分。当时，学
校追查《少女之心》手抄本等所谓的黄色小
说，我看的《说唐演义》也被认定为黄色书籍
抄走，我据理力争，说这本书写的是历史，不
是黄色小说。在那个极左的年代，根本不容
我争辩，班主任老师也说我看了黄色书还不
认错。当时学校抓典型，让我作检讨。我觉得
冤枉，坚持不写。有个好心的语文老师劝我
认错并代我写了份诚恳的检讨。在学校召开
批我的大会上，我违心地作了检讨，并接受
了警告处分。

对这个处分，我内心里一直抵触，不承

认看历史小说有错，所以在高考以及之后的
履历表上我从来不写这段历史。

好在我高一时加入了共青团，回乡后在
生产队当上了团支部委员，父辈们又没有历
史问题，所以高考的政审顺利通过了。

当一个远房舅爹从公社把我的大学录
取通知书送到我家时，家里通知我从湖区回
来，全家人都高兴坏了，父母流下了开心的
泪水。那一年我刚满19岁。春节期间，父母为
我提前办了二十岁生日宴。亲戚和生产队的
社员们都到我家祝贺。

1978年3月13日凌晨4点，父亲找了一辆解
放牌卡车带上行李亲自把我送到武汉市汉
阳汽车站，交给大学迎新的老师，从此我走
上了新的人生之路……

若干年后我了解到，恢复高考是邓小平
拍板作出的英明决策。

当年走进考场的全国考生共有570多万，
录取27.3万人，录取率不到5%，我有幸成为其
中的幸运儿。

这是史上最特殊的招生考试，是我国高
考史上唯一一场冬季考试，从决定恢复高考
到考试也只有两三个月时间。这场高考，改
变了我们这代人的命运，我们七七级这个特
殊的群体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舞台上发挥了
积极作用，也推动了国家的建设与发展，这
一特殊群体必将永载史册！

四十年前的高考
【悠悠往事】
□严春芳

咏雪
□王卫中

苍茫天接地，
斑驳絮沾衣。
池水笼寒烟，
松竹横玉枝。
压树惊栖鸟，
敷草凝脂碧。
戏逐人来早，
犹期雪化迟。

【窗下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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