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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流转，岁月如歌，一年一度的高考结
束后，随即而来的便是中考。

2022年女儿中考，1992年是我中考，时
隔整整30年。

我的初中是在乡下中学上的，进入初三
阶段，必须拿出全部精力应对中考。当时的
初中专包分配、包学费，只要考上了，等待你
的便是铁饭碗和干部身份，就能彻底改变一
个农村孩子的命运。老师天天“黑”着脸，要
我们好好学习，顽强拼搏。要是哪位同学调
皮捣蛋贪玩，不认真做作业，老师就会严厉训
斥：“念不下书，考不上学，都对不起你妈给你
蒸的那些白馍。”

那时农村没电，我们上晚自习靠煤油灯，
同学们每人课桌上放一盏，同桌之间经常会
因为与油灯的距离问题闹别扭。一堂晚自习
下来，两个鼻孔都会被油烟熏得黑黑的。模
拟试题都是老师一笔一画用铁笔刻在蜡纸
上，再放在油印机上用手推着油墨辊子印出
来的。一份试卷写下来，手掌全被染成黑色，
散发着油墨味。现如今，校园绿树成荫，教室
灯光明亮。蜡纸刻写、手工油印早已被电脑
打字、复印机代替，早已今非昔比。可我打心
里还是怀念曾经为求学而奋斗的美好时光。
那时，对于我们这些要参加中考的学生来说，

每天都是做题、背书、复习，生活很单调乏
味。但像《潇洒走一回》《我是不是该安静地
走开》等流行歌曲也会在我们学生当中悄悄
传唱。每天下午放学到上晚自习这段时间比
较长，我们自由活动的余地较大。同学们有
的到田间地头背书，有的到时髦老师的宿舍
门口侧耳旁听录音机里传出的歌声，有的到
球场打球。我喜欢打篮球，有一次竟然因为
扔篮球用力过猛，方向偏了，篮球砸在班主任
老师准备做饭的锅上，锅从灶台上掉下来摔
烂了，我却佯装没事回到了教室。时隔多年
以后，偶遇班主任，心里非常高兴，随后他邀
请我到他办公室，聊起我中考那年的如烟往
事。他还满脸微笑地对他同事说：“这个就是
当年用篮球砸烂我的锅的那位学生。”我心怀
敬意地向老师辞行，一路疑惑，老师怎么知道
是我干的呢？走着走着，我想起了《论语·八
佾》中的那句“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
咎”，也瞬间读懂了老师。

“岁月不知人间多少的忧伤，何不潇洒走
一回。”我们全班11名毕业生集体向老师唱了
《潇洒走一回》，作为毕业典礼的谢幕曲，也算
是向初中生活作了最后告别。留言册上写着
同学们彼此的祝福——“考出水平，考好成
绩，金榜题名，后会有期”等等。有的同学欢

呼，有的同学落泪，我在沉闷中和多数同学一
样，有不舍、有惆怅、有希望。看着距离中考
的时间越来越近，我的心里也越发不踏实，不
知道中考带给我的是什么？

考点在县城的西郊中学，距离我们的
住所 40多里远。临行前，父亲给我 45元，
钱用纸包裹着，装在一个塑料袋里。他对
我说：“到城里后，你就住在旅社里，想吃什
么就买什么。”去县城参加中考那天，我乘坐
的是一辆小四轮拖拉机，司机是邻村的，经常
帮忙捎人捎东西，人品特别好。父亲给司机
反复叮嘱：“娃很少去城里，有些地方不熟悉，
你一定要把娃安顿好。”司机点头允诺。

去县城有两截路，一截是从村里到川道上
山下洼的土路。在这条路上行走，拖拉机过
后，人的头脸全被厚厚的尘土覆盖，像泥人。
路面上坑坑洼洼，人在拖拉机的车厢里，上下
颠簸得坐不住，只好踮起脚尖，半蹲着，双手死
死抓住车厢边沿，生怕甩了出去。土路走完便
进入川道，川道是柏油路，一路平坦。

在司机的指引下，我在县城的北关旅社
住下。旅社的床铺是由木板支撑起来的大通
铺，住一晚5元，房顶中间悬挂着一个15瓦的
灯泡，灯光发红。旅店墙壁看上去发黑，床单
被褥闻到一股发霉的味道，这在当时也算是

“奢侈”。
同住的还有几个来自其他乡镇的考生。

我们几个简单聊了几句便分头睡去。由于换
了地方，我迟迟睡不着觉，在半睡半醒中挨到
天麻麻亮。一个考生的父亲给我们打来洗脸
水，帮我们找了吃早点的地方。第一天早餐，
我吃了油饼，喝了米汤。

三天中考时间结束了，因我的成绩与最低
录取分数线相差太远而与梦想中的初中专无
缘。父亲说：“不要丧气，补习一年再考。”母亲
也说：“宁可挣死牛，不要叫退了坡。”我说：“补
习要是再考不上咋办呢？”沉寂的暑假很快过
去了，又到了开学报名的时候，我背着母亲刚
缝的新被褥和姐姐上高中时用过的木箱子，坐
上开往县城的大卡车，开启了高中生涯。

一个月之前，女儿因一次模拟考试失利
而流泪。我对她说：“人生进退是常事，关键
是要能够熬住，熬就是不轻易放弃，不能泄
气，只要坚持，就能达到目标。”有一天，我在
她书桌上发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莫泊桑的
一句话：“生活不可能像你想象的那么好，也
不可能像你想象的那么糟。我觉得人的脆弱
和坚强都超乎自己的想象。有时，我可能脆
弱得一句话就泪流满面，有时，也发现自己咬
着牙走了很长的路。”

秋风阵阵，秋叶飘飘。趁着天晴踩着
落叶上路。去田间秋播的农人并不落寞惆
怅，他们背着种子赶着牲灵，把昂昂扬扬的
山歌唱得满川满山嘹亮。既然错过了因久
旱不雨的春播，错过了因淫雨连绵的夏耘，
到秋收的季节却歉收甚或绝收，农人们自
然要在上冻之前抓紧时间撒上几把种子以
秋补夏，把丰收的希望重新捡拾。

春播固然重要，秋播也不可或缺。在
某种情况下，秋播反而比春播更重要，甚或
是一年中主要的农事。

人生何尝不是这样。
人生天地之间，不如意事常八九。青

壮年阶段朝气蓬勃，正是建功立业播种理
想的最佳时期，但是少年不知愁滋味，谁没
有三昏六迷？谁不曾蹉跎岁月？年少抛人
容易去，一不小心转瞬之间，已是四十五
十，人生的秋天到了。秋风一吹凉意袭心，
灵醒了觉悟了。别人已是钵满盆满，自己
却两手空空。别无选择，赶紧迎着秋风踩
着落叶上路——秋播。

“东隅已逝，桑榆非晚。”亡羊补牢，古
今所重。老有所为大器晚成者比比皆是。

“右军书法晚乃善，庾信文章老更成。”苏洵
二十七岁始有志于学，齐白石衰年尽变旧
法。陆游云：“年过七十眼尚明，天公成就

老书生。”姜尚放下钓竿离开渭滨去辅佐周
文王时已八十多岁，孔子发苍苍而齿摇摇
仍一再说自己“不知老之将至”。他们的功
业成就都彪炳史册，哪一个不是泰山北斗。

谁的一生都有秋叶飘零的时候，这是大
自然送给你的厚礼。星移斗转寒来暑往，

“渥然丹者为槁木，黟然黑者为星星”，发苍
齿摇之老态还没有等你同意就向你问好
了。老马识途，姜还是老的辣，“但得夕阳无
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人生的秋天虽然少
了年轻人的许多优点，却多了年轻人无法得
到的许多长处，比如经验丰富成熟老道，比
如知行知止少走弯路，特别是深悔青春虚度
壮志未酬，更加珍惜时间更加奋发努力。甚
至因来日无多后退无路只好绝处求生剑走
偏锋，而比年轻人更富有冒险闯关开拓进取
精神。走南闯北阅历丰富的他们，更明白挑
战与机遇并存的道理。“主父西游困不归，家
人折断门前柳。马周昔作新丰客，天荒地老
无人识。”汉武帝时的主父偃，唐太宗时的马
周，二人皆蹉跎半生一事无成，激愤之余放
手一搏——直犯龙颜请恩泽。在当时，这可
是风险很大成功率很小的一着险棋。然而，
他们成功了。前者被拜为谒者，迁为中大
夫，一年中四次升官。后者直门下省，拜监
察御史，后官至中书令。

秋气栗烈砭人肌骨，草拂之而色变木
遭之而叶脱。人生之秋，不单指年纪老大
来日无多之时，更指命乖运蹇遭劫遇难之
际，或奇耻大辱蒙冤受屈，或家庭变故流离
失所，或商海失算百万打了水漂……人生
七灾八难谁也逃不脱躲不过。摊上是常
态，人人都有份。当此人生之秋，怯者懦者
一蹶不振，勇者强者则逆着朔风踩着落叶
大步前进。人不是从胜利走向胜利，而是
从失败走向胜利，不是从起点走向成功，而
是从拐点走向成功。拐点就是遭劫遇难之
后的改错，人类的历史就是改错的历史。
那些劫、那些难，那些犯过的错误、受过的
冤屈、遇到的挫折，此时都成了养分福分，
成了重要的资源，独有的优势。曾国藩曾
帮助湖南巡抚办团练，练成湘军 1.7万，初
战连败于岳州、靖港，曾为此愤不欲生投水
自尽被其左右救起。后率军进攻九江、湖
口，又被太平军重创。但此人善于吸取教
训总结经验，特别是后期累错累改累败累
战，终于在53岁时即1864年7月攻破天京，
成了大清帝国的中兴名臣。现代作家王蒙
23岁时被错划为右派，29岁举家迁往新疆，
在伊利生活劳动了16年。45岁后发表了大
量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文学评论，好评
如潮获奖无数，成为当时文坛上创作最丰、

最具活力的作家，还一度担任中国作家协
会副主席、文化部部长等职。这些成就自
然归功于本人的过人才华，但与那一段坎
坷经历也不无关系。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里说：“昔
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
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
《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
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
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
不遭宫刑之耻，他也能把《史记》写成，但绝
不会达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样
的高度。司马迁无疑是一位伴着落叶在飒
飒西风里把犁秋耕的英雄，他在这段话里
所说的各位先贤古圣则是踩着落叶上路，
逆势耕耘的英雄群体。他们敲黄钟撞大
吕，合唱着一曲悲壮的秋播之歌，悲得催人
泪奔，壮得激人血沸。

人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马拉松长
跑，不是六十米决赛，成败要看最后的冲
刺。鲁迅先生曾批评中国少有为赛跑中最
后一名鼓掌的看客。踩着落叶上路也是先
生提倡的韧的战斗精神的体现。春播和秋
播在农人眼里没有高下之分，沐着春风上
路自然堂堂正正体体面面，踩着落叶上路
也应昂昂扬扬风风光光。

YangJiaLing 邮箱：yjlwyfk@126.com

（一）

荞麦堆后，藏猫猫的伙伴
如今已经失联多年
在某个清明来临的前夕
他的血管猝然崩裂
鲜血染红了他脚下的一片黄土地
清明当天，荞麦堆不见了
他也不见了
他的妻子扯住棺材盖子
泪水淹没了她的心田
女儿躺在地上打滚儿
她的眼泪已经流干
无论多么不舍
这个清明他提前回归了
最终属于自己的香柏屋

（二）

风依然轻荡在幽静的村庄
桃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
周围的大山缄默不语
奶奶去楼方坪打了油糕后
再也未能回来
爷爷在寻找旱烟袋的路上
迷失了回家的路
前庄裁缝大爷
丢下一生最爱的剪刀
以及他的妻儿老小
被安居于一片桃花盛开的地方

（三）

我那魂牵梦绕的故乡
百花盛开，鸟语花香
那里寄存了我童年的记忆
那里收藏了我留恋的血脉
那里种下了我思念的种子
那里收获了我儿时的梦想
啊！我那魂牵梦绕的故乡
一个并不出名的陕北村庄
将是我今生以及来世
魂牵梦绕的地方

踩着秋叶上路
缑稳贤

中考的记忆
杨旭

天地歌诗

与兄长相识，实属偶然。此生得遇他这样的
人中龙凤，是生活给予我后半生最好的馈赠。谨
以此文，感念兄长的知遇、相助及教导之恩。

初识兄长于 2019年 2月 8日，我携犬子拜望
兄长。初次相见，我们便似老友相遇，他的平易近
人，让我们父子没有任何拘束。我们交谈甚欢，聊
到他贫穷的童年，印象最深的是他儿时最大的梦
想——天天吃上白馍馍。兄长语言质朴动人，我
的儿子被他的话深深打动，时不时擦拭流下的眼
泪。此时，当得知我们尚未吃饭时，他一头扎进厨
房，为我们炒了豆腐，拌了杏仁，还特别给孩子炒
了扬州炒饭。儿子至今谈及冯伯伯的烹饪水平，
依然赞不绝口！

再遇兄长是个特殊的日子——2021年10月1
日。适逢祖国72岁华诞。时隔两年之久，我携一
对儿女再次见到兄长。见之前，他与大嫂刚从汉
中一路风尘仆仆赶回来。电话相邀之后，我的内
心忐忑不安。因为已是晚上十点，而且他在电话
中告诉我，第二天他还得赶回洛南老家，去探望母
亲与岳母。因此，我内心惴惴不安，既不想错失聆
听他教育的机会，又怕打扰他休息，毕竟兄长已到
花甲之年。然叩门之后，大嫂欣然开门，此时已听
到兄长爽朗而洋溢的笑声。亲切的乡音，打消了
我心中所有的不安与担忧。兄长一边夸着我的一
对儿女，一边喊大嫂拿水果、零食。后来我才知
道，零食是兄长与我通电话后让嫂子出去买的。
一片真挚的感情，让我备受感动。

待坐下后，我道明来意，希望兄长能抽出一点
儿时间，帮我教育一下我的儿子，因为他步入高
中，状态欠佳，兄长从几则教育故事娓娓道来，说
到情深处，他讲起了一口纯正的英语口语，令我这
个初中一线英语教师羞愧。这时，只见儿子频频
点头，颔首低眉。从儿子的眼睛里，我又看到了久
违的光芒。是的，这意味着一切如我所料，亦如我
所愿。兄长凭借着他那驾轻就熟的语言本领和形
象生动的教育故事，说得儿子心潮澎湃，受益匪
浅。

与他在一起，总感觉时间匆匆如流水。儿子
请求他给自己下午买的一本书中写一点儿赠言，
他毫不拒绝。略加沉思就欣然提笔，写道：“只要
你立志努力，你一定能成为最好的自己。”看着
他的话语，我内心充满无尽的感激与惭愧。想
我一介书生，穷困半生，却有幸结识兄长，实为
老天垂怜。临别之际，兄嫂又坚持送我们到小
区大门外。我数次让他们回去，他们坚持要看
我叫好车后再回去。我看了一下表，此时已是
晚上十一点一刻。当我们父子三人上车与他们
夫妻告别之际，我再难控制自己的情绪，不由得
热泪盈眶。

是啊，两次相遇，次次令我受教终生。兄长
为人境界之高远，处事之通达，令人油然而生敬
佩之情。且他为人之清澈、干练，实让我反思自
己的言行举止与做人做事。我们之间，或是乡
党，或是朋友，或是兄弟，抑或其他。但无论何种
关系，我都感念他的栽培之恩、教育及相助之情。

“云路抒情志，鹏翼映霞宽。”我是如此幸运，
能与兄长相识相知。正如伏尔泰所言：“人世间的
一切荣华富贵，都不足一个好朋友、好兄弟或好姐
妹。”有这样一位兄长抬爱，实乃我三生修来的福
分。愿我的云鹏兄长一切顺遂，用一片情怀，继续
书写更加骄人的教育华章！

我即将告别军营
一次次在梦中惊醒
那永远不会遗忘的人

生旅程
犹如灵魂从身体中剥

离割分

摘卸军衔的那一刻
我突然间倍感失落
摘卸帽徽的那一刻
我心绞如刀割
摘卸臂章的那一刻
我泪崩如瓢泼
摘卸领花的那一刻
我泪如堤坝一样冲脱

军旅的云烟
在我脑海里一遍遍回放
那股生命燃烧的篝火
曾向祖国诉说

退伍的瞬间
胸前的红花
映红了离别的行囊
映红了绿色的戎装
映红了战友的脊梁

告别军营
告别了一段绿色的青春
告别了一场绿色的心梦

我在那国旗军旗下
悄然矗立
向鲜红的旗帜
庄严肃穆地再敬一礼

战场上的奋力拼杀
战壕里的摸爬滚打
曾经的中国军人
我从不胆怯惧怕
军旅的风华
是我终生的牵挂

我那魂牵梦绕的故乡
志静

忆云鹏兄长
洛南故人

告别军营
秦汉

真情间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