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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 您身边发生过感人
至深的工友故事吗？ 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
如果有， 那就用笔写下来， 给我们投稿吧。

投稿要求如下：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

为由头， 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
事。 可以是今天的故事， 也可以
是昨天的故事 （每篇1至4张照片
均可， 800字左右， 请注明您的
真实身份）。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
间发生的事情， 表达工人阶级的
互助情感 （每篇800字左右， 要
照片）。

工会岁月———以照片为由
头 ， 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
（以一个故事为主， 800字左右，
有1至3张相关图片）。

青春岁月———讲出您青年时
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 每篇
500字左右 ， 署名可尊重您的要
求 。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
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 （每
篇300字一张图）。

■工友情怀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身身边边的的军军嫂嫂

本专栏持续征稿
欢迎您踊跃投稿

投稿邮箱：ldwbgh@126.com

年年岁岁花相似， 岁岁高考
却不同， 对于参加过高考的人来
说， 都有自己的经历和感悟， 回
忆我和儿子两代人的高考， 见证
了高考的变化和时代的发展。

我是1983年7月份参加高考，
高考之前还有一次预选， 这次预
选决定能否进入高考的门槛。 4
月底进行了高考预选， 我有了参
加高考的资格。 接下来的两个多
月， 便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
虽然老师没有像现在这样要求学
生早起晚睡， 可是， 每个参加高
考的学生却自我加压， 争分夺秒
成为考前的常态， 那时， 手头基
本没有复习资料， 主要在老师的
指导下， 依据课本进行复习。

那年考试的地点设在进修学
校， 学校没有统一组织， 自行前
往，我骑着自行车，带着母亲专门
给我烙的糖火烧、 铺盖、 考试用
具，去了考试地点。宿舍里没有电
扇， 没有蚊香、 灭害灵之类的东
西，为了防止蚊虫叮咬，干脆用小
被子把整个身子裹起来， 却常常
被热醒。期间，很少有家长到考点
看望，当时，在县人大工作的哥哥
在考试的第一天给我送来了肉火
烧，并嘱咐我好好考试，让很多同
学羡慕得不得了。7月份的天气最
炎热，加之紧张，手心出汗都拿不

住笔，只好用纸包着笔管写字。在
所有考试的科目中最糟糕的是英
语，上高中才开始学，高中两年恶
补了初高中的全部课程， 起初还
没有英语教师， 学校领导只好与
初中学校协商， 找了一个初中英
语老师两头跑着给我们上课，我
们的英语水平可想而知。 高考成
绩公布，我的英语只考了32分，无
缘进入大学， 那年的录取比率是
23.4%。

2010年 ， 我的儿子参加高
考， 这成了家人和社会关注的焦
点。 儿子考试前， 我因为甲状腺
结节动了手术， 为了不影响儿子
的高考， 没有让儿子知道。 儿子
高考的时间变更为6月份， 更加
人性化， 天气相对凉爽些。 考场
门口有特警保护安全， 有警察协
调进出 ,有协警指路 ,还有高考爱
心车队随时为考生服务， 考场前
面的路在考试期间也封闭了。 学
校精心组织 ， 确保考生的吃住
行， 营养舒适安全。 儿子的班主
任每场考试都提前30分钟在校门
口给他们发准考证。 考完之后，
再把准考证收上来， 每一场考试
前都有该科的辅导老师陪伴学
生， 给每个考生实实在在的心理
安慰。 学校还让每个考生穿上了
红色的T恤， 寓意红红火火， 金

榜题名。
那时， 家长陪考成为高考的

一道风景线， 儿子高考， 妻子陪
伴在他的身边 ， 送去营养和鼓
励。 儿子这一代， 在全社会的关
爱中走进考场 。 考完后 ,在家长
们的期盼中走出考场 ,校门外自
然形成了一个通道。 妻子说， 孩
子们从这里走向人生更高的舞
台。 那年儿子被南京大学录取，
录取比率是65.8%。

当下， 高考仍是全社会关注
的焦点， 是每一个有考生的家庭
撇不开的话题， 但是， 高考的方
式、 内容， 录取人数都在发生着
悄然的变化， 是伴随着改革开放
一路走来， 改革开放的40年， 也
是恢复高考的40年， 期间的变化
有目共睹。

□冯天军两代人的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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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宝珠 文/ 图

其实， 我挺佩服张婷的， 做
事风风火火干练果敢。 她一头长
发自然朝后梳着， 发梢染了点黄
色， 穿着牛仔裤脚踩球鞋， 洒脱
地忙这忙那。 记得2013年， 学校
招聘政教主任， 她毛遂自荐。 没
成想就这么一路干了下来， 而且
干得非常好。 要知道， 政教主任
的工作非常琐碎， 从接受上级教
育部门的检查， 到校园的卫生情
况 、 班级的量化考核 、 纪律情
况、 家访情况， 乃至班级学生间
的矛盾纠纷、 开会、 升旗以及集
会， 一桩桩一件件， 她都处理得
妥妥当当， 熨帖自然。

作为一线教师， 工作都非常
繁重。 备课、 上课、 批阅作业，
应付各种名目繁多的检查， 样样
都不可马虎。 张婷代语文， 她深
谙普通教师的不易。 政教处收交
的各种资料， 她都会在微信群、
QQ群反复强调完成的时间。 学
校例会通报的时候， 她宣布已交
的教师名单。 有人追问原因， 她
露出熟悉并且 “狡黠” 的微笑：
这样既是对按时完成教师的一种
表扬， 也是对没交教师的一种督
促。 大家这样忙， 忘记交的教师
看到会后立刻就补交上来， 听的
人不由伸出大拇指。

有的人当上领导后， 总喜欢
拉帮结派， 极尽高人一等之态。
张婷不然， 与她搭档的人关系甚
笃， 而且常常为教师出头说话。
教师这个群体不争名不争利， 偏
偏爱争一口气。 遇见不合理的事
情， 私下里交流谈论， 大家从不
避开她， 因为知道她不给人穿小
鞋， 也不会上下嘴唇一动就混淆

视听。 学校评选最美教师， 她能
够得选就说明了这一点。

单位距离县城大约二十多里
地， 她开车去学校， 沿路捎上一
车同事。 固定的大约有四人， 如
果她有公事要去教育局开会， 她
会提前安排你坐别人的车。 我们
学校地处乡村， 交通不便， 下晚
自习以后就没有公交了。 教师忙
了一天， 谁不想晚上回家辅导孩
子 ， 大家对她的细致充满了感
激。 塞给她钱加油， 不要。

说了这么多， 还没有介绍她
是一位军人的妻子呢！ 她的爱人
在外地当兵，难得回家一趟。她里
里外外都是一把手， 赡养公婆孝
顺懂事，呵护下一代细腻温柔。她
儿子叫佳瑞， 张婷拖地佳瑞抹桌
子， 张婷做饭佳瑞择葱……当我

在微信圈看到这一幕幕温暖的场
景，不由得眼睛湿润。有这样一位
好妈妈， 教育出来的自然是乖宝
宝；有这样一位好军嫂，我们的战
士自然能安心保家卫国。

许是与军人相处的原因， 她
身上有些许坚毅、 豪迈的气质。
单位订制工作服， 她做裤子不做
裙子， 穿一次高跟鞋让大家笑几
天。 有时候， 她故意跟我们开玩
笑， 逗大家开心。 一天， 她见我
戴了只发卡， 笑道： “申老师今
天很淑女啊！” 我答： “张主任，
您戴着试试。” 她头摇如拨浪鼓：
“人家怕要笑我老妖婆哦。”

这就是我们可爱的张婷， 人
小点子多， 人小担重任， 人小心
胸宽。 如果让她穿一身军装， 绝
对像一名真正的军人！

看完萧红的长篇 《呼兰
河传》，我的脑中渐渐展开一
幅过往城镇的黑白画卷，一
个个人物穿梭着， 一幅幅场
景显现着， 我们仿佛又回到
那段旧时光。

小说没有故事主轴， 完
全是拼接式的， 或者截取式
的。 全书共分七章， 一二章
是对呼兰河城风情的全景扫
描， 按照空间顺序逐一向你
介绍十字街、 东二道街、 西
二道街等的布局特色， 然后
分别讲述当地诸种有影响的
娱乐活动， 如跳大神、 放河
灯 、 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
等， 火热的生活气息扑面而
来 。 但随着萧红的细致笔
触 ， 你宛如身临其境 ， 逛
街 、 看灯 、 观戏 ， 不一而
足 ； 三 四 章 则 是 主 人 公
“我” 的童年回忆。 童年的
无忧以及贪玩好奇跃然纸
上。 那个后花园是那么令人
留恋， 简直都不想出来。 后
花园是大自然的缩影， 虫鸣
鸟叫 、 蝶飞蜂舞 ， 花木草
树， 无一不具， 让 “我” 感
无限生趣； 五六七章则是集
中到具体人物的刻画， 几个
鲜明人物逐渐推到我们面
前， 小团圆媳妇、 有二伯以
及冯歪嘴子等。 他们虽都是
小人物， 像后花园里的花木
虫鸟 ， 但他们的悲喜剧 却
反映出呼兰河 城 的 内 里 ，
折射出当时中国广大城镇的
现状。

城镇是嘈杂欢腾的， 充
满了生活的热闹， 但也充满
了小人物的酸辛悲苦。 小团
圆媳妇只有十二岁， 还是个
孩子 ， 正是花开蝶飞的年
纪。 虽然做了媳妇， 但改变
不了小孩的本性， 纯真、 无
邪、 活泼， 和 “我” 很玩得
来。 但其婆婆却不允许她小
孩天性的散发， 认为这是一
种病症， 并且用极端愚昧的
方法 “疗治”， 毒打、 跳大
神、 泡热水澡等， 终将一朵
红艳艳 、 娇嫩的花摧残致
死。 有二伯则是另一个悲剧

人物 。 他只是 “我 ” 家长
工， 做着卖苦力的活。 他本
应对同是小人物的小团圆媳
妇报以同情， 但他在埋葬了
小团圆媳妇尸首后直夸东家
“酒菜真不错”， “鸡蛋汤打
得也热乎”， 一副麻木可恨
的嘴脸， 让人痛心。 其实故
事中的有二伯是孤苦的， 他
和周围人格格不入， 唯喜和
雀子说话， 和大黄狗谈天。
不知他对同样孤苦无依的小
团圆媳妇何以如此。

但书中也有让人眼睛一
亮的角色 ， 那就是冯歪嘴
子。 冯歪嘴子虽出身卑微 ，
住在磨房里一夜一夜地打着
寂寞的梆子， 但他的内心是
不寂寞的 ， 燃着生活的热
情。 尽管周围的人都不待见
他， 但他无视他们的眼色 ，
他按照自己的内心想法和情
性生活。 他不顾周围风言风
语 ， 勇敢地和王大姑娘结
婚生子， 并且在王大姑娘不
幸去世后， 毅然挺直身子 ，
精心抚养起尚在喂乳期的孩
子， 让孩子整日眉开眼笑 。
“我” 的祖父也是书中亮眼
角色， 慈祥、 和蔼， 德高望
重， 话语不多， 可藏着大智
慧， 和人不争， 和人不辩 ，
让自己总是扮演聆听者的角
色。 村人很敬重他。 虽然他
对小团圆媳妇的婆婆所采取
的方法很不赞同， 也只有他
表达异议， 发出声音， 但无
奈小城的旧势力太强大， 他
根本无力扭转， 唯一表达对
抗的方式就是他自己不去整
治小团圆媳妇的现场， 也不
让 “我” 去。

《呼兰河传》 视角很小，
只是在呼兰河城， 没有溢出
呼兰河地域， 但它的思索和
描摹却是广大的， 超越了呼
兰河城， 因为故事的场景虽
发生在呼兰河城， 可人物和
情节却可在中国那时许多城
镇找出，找到根据，找到许多
原型，为许多城镇留下影集。

《呼兰河传 》 可说是那
个时代的缩影！

小城的旧影集

□崔志强

———读 《呼兰河传》 有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