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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的脚步愈来愈近，紧张的氛围也愈来
愈浓，望着奋战题海、辛苦备考的莘莘学子，我
想起了当年儿子高考时为他敲边鼓之事。

2008年高考，不惑之年的我，作为啦啦队队
员，击鼓声、呐喊声非同寻常，因为在万人瞩目、
决定命运的高考舞台上，我的儿子也在上面“舞
枪弄棒”。

最终，儿子以超出一本线四十多分的成绩
大获成功。看着他欢呼雀跃的样子，我，一个体
态臃肿的中年妇女也高兴得手舞足蹈。有首歌
里唱：“军功章啊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我
不敢说儿子的成功有我的一半，但我的功劳也
是不可抹杀的。

2008年高考前，我总有一种预感：5·12汶川
地震举世震惊，举国同悲，抗震救灾如火如荼，
英雄人物层出不穷，如此大事，高考怎能不考？
于是，我特别关注有关抗震救灾的报道，通过电
视、报纸、手机多渠道搜集相关信息，打算给处
于学校封闭式管理下的儿子补上这一课。一
天，我发现《平顶山日报》对这一事件报道得非
常全面，几乎是对抗震救灾英雄人物及典型事
迹的总结。于是，我如获至宝，珍藏起来，希望
儿子高考前回家后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取最有

效的信息。
6月 4日，儿子终于回来了。我迫不及待地

把报纸拿给他看，并一再强调，这是2008年的热
点，高考肯定会考。就在儿子接报纸的一刹那，
丈夫插话了：“别听你妈的！地震时间是5月12
日，那时卷子早就出好了。2008 年的热点应该
是奥运会，什么人文奥运、绿色奥运等等，你应
该多准备一些这方面的素材。”儿子认为老爸的
话有道理，于是便把我从报纸堆里淘来的宝贝
冷落一旁。我怒不可遏，据理力争，但丈夫仍然
坚持己见。更可气的是，儿子始终站在老爸的
一边。无奈之下，我只好另想办法。

儿子不是吃饭时爱看报纸吗？我把它放在饭
桌上，看他看不看！吃饭时，我不时偷偷地观察
儿子，结果发现，他把那些报纸移开了——没看！

不行，还得想办法。儿子上卫生间爱看报
纸，我把它放在那里，他一天去几次，不信他不
看！

6月6日晚上，我问儿子：“卫生间里放的报
道抗震救灾的报纸你看没看？”儿子不耐烦地回
答：“没顾着看！”

我吃了一惊，看来我的计划要落空了。不
行，时间紧迫，你不看我也要让你了解那些人和

事。于是我提议和儿子一起外出散步，他欣然
答应。散步时，我有意把抗震救灾的英雄人物
和典型事迹讲给他听。我惊喜地发现儿子并非

“两耳不闻窗外事”，他其实早已成竹在胸，还边
听边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我终于可以放心了！

到了高考那天，早餐时我给儿子准备了一
碗热乎乎的小米粥、一个熟透了的苹果、一些核
桃仁、一点巧克力，没让他吃太饱。据说，人体
血液就那么多，假如考前吃得太饱，考试时大部
分血液势必流往胃部帮助消化，大脑就会缺血，
一缺血人就会迷糊，一迷糊高考不就完了吗？
我们平时“饭后瘫”就是很好的证明。为了儿子
的大好前程，还是让他忍点饥、挨点饿吧。

儿子一再要求不让我陪他去考点，我表面
答应，但每次都是远远地尾随其后。待开考铃
声响起后，才不放心地离开。

接下来是为儿子准备午饭。肉不好消化，
高考期间不宜食用，西红柿鸡蛋面较为合适。
于是我事先做好准备工作，算好时间，待儿子快
到家时下面条，儿子一进家门，面条刚好出锅。
这样，既吃着爽口，又不耽误宝贵的午休时间。
面条不能盛得过多，吃六七成饱即可。另外，还
要让儿子喝汤时吃一些核桃仁用来补脑。

吃喝完毕是午休。我定了两个闹钟为儿子
把握时间，还不时蹑手蹑脚透过窗户偷看他的
睡眠质量。看到儿子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不久竟坐起来听起了随身听。不行，得让大脑
得到休息！于是，我敲开儿子的房门，讲了一些
把头放低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和大脑休息的道
理，建议儿子趴在床上闭上眼睛默念“放松、放
松……”，然后我开始给他按摩，先是太阳穴，再
是头部、背部、腰部，反复进行。结果儿子感觉
舒服多了，虽未睡着，但也达到了让大脑休息的
目的。当时，有几只蚊子不识时务地在旁边嗡
嗡不停，我挽起袖子、卷起裤腿，心想：“要吸就
吸我的血吧，关键时候别对我儿子下口啊！”

此后的一天半时间，我继续跟踪儿子到考
点，继续准备寡淡的饭菜，继续为儿子按摩，直
到高考最后一场结束。高考后的那天晚上，让
儿子大鱼大肉吃了个够，以弥补高考期间粗茶
淡饭的“虐待”，缓解考试的压力。

如今，儿子早已从重点大学毕业并且拥有
一份不错的工作，我也颇为自豪地在此跟大家
分享高考时一位母亲为儿子敲边鼓之事。望子
成龙，望女成凤，天下父母，其心一也。如果有
人能从中受到启发，我将欣慰之至。

春夏渐替，花团锦簇；风起云淡，纸鸢翔飞，
缤纷时节总是排满期待的渴念，如约而至的浙
大之行馈赠于我一段难忘而美好的时光。

浙江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声誉卓著的高
等学府，坐落于中国历史文化名城、风景旅游胜
地杭州。端坐在浙大课堂，聆听专家学者为纪
检监察干部“量身定做”的课程，从《国家监察法
解读》到《纪检干部如何履行好监督责任》，从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到《干部心理压力调试与
阳光心态》……老师们学贯中西的引经据典、谈
古论今的真知灼见、引人入胜的风趣幽默，每每
下课铃声响起，大家还都沉浸其中，意犹未尽。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
系博士生导师计翔翔教授，他以古稀之年的姿
态站立3个小时，大气笃定地为我们讲授了《国
学智慧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令全体学员肃
然起敬、钦佩不已。最难忘的是赶上五四青年
节，我们全体学员来到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
瞻仰革命圣地，重温党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领
悟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红船精神”。1921年
7 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嘉兴
南湖的一艘画舫上完成了最后的议程，宣告了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此，嘉兴成为中国共产
党的诞生地，由此形成的“红船精神”成为中国
革命精神之源。

循着课堂上老师的引导启发，我利用课下
时分，先后见缝插针地参观了胡雪岩故居、万松
书院。书院是古代研习文化、传授知识和藏书
阅览的地方，建于1498年的万松书院位于杭州
万松岭上，距离西湖景区约２公里，是明清时期
杭州城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书院，除了展示梁
祝爱情故事和书院沿革历史，还集中展示中国
古代科举制度、书院发展历史……所到之处，触
摸历史、礼拜先贤、仰慕神交，可谓学思践悟、方
为真知，这些有形无形的课堂，让我大开眼界，
受益匪浅。

在浙大餐厅，每到用餐时间，来自全国各地
的数百名学员排队刷卡，依次落座，井然有序。
面对品种繁多的菜肴、糕点、水果，我想起了几
十年前自己求学时物资匮乏的境况，对今天的
幸福生活格外珍惜。在逸夫体育馆，因细雨连
绵，一场大学生趣味运动会改到馆内举办，看着
莘莘学子青春洋溢的笑脸、兴高采烈地呐喊、奔
走跳跃的敏捷、欢声笑语地自拍，特别是当现场
音乐声响起，那熟悉的、经典的旋律让我仿佛感
到自己也成为孩子中的一员，禁不住被青春的
美好感动得热泪盈眶，忘记了身在他乡……

一次浙大行，终身母校情。5 天的培训短
暂而充实，回望课堂，几多留恋；漫步校园，再绽
笑靥。致敬浙大，风华隽秀！

小女儿的到来，对全家来说没有丝毫惊
喜。本来在她之前，我已经有了女儿盈盈，一
个性格内向、有些腼腆的小女孩。老公劝我
说：“别要了吧，一个孩子就够了。”但我坚持想
凑个“好事成双”。

怀孕3个月时，婆婆把我带到一家小诊所，
说：“照照吧，是女孩，咱就不要了。”照出来的
结果让婆婆大失所望，我虽也有些失落，但想
到要失去她，眼泪不知不觉扑簌而下。

晚上，我问两岁半的盈盈：“你还想要个弟
弟或者妹妹吗？”她小声地回答：“想！”我问：

“为什么啊？”她稚声稚气地说：“可以跟我一起
跑步。”一个人太孤单，孩子多想要一个伴儿
啊！我问：“那你想要弟弟还是妹妹呢？”这次
女儿答得斩钉截铁：“妹妹！”

盈盈的话让我彻底释然，我决定留下肚子
里的女儿。

当我向全家人宣布这个决定时，大家惊诧
的眼神预示着我将面对孤掌难鸣的压力。但
即使是孤军奋战，我也要把她生下来！

怀孕期间，我一直坚持工作，小宝贝似乎
明白妈妈的辛苦，在我肚子里懂事又乖巧，没
给我添过一丝麻烦。那一年公司年终抽奖，我
竟抽到了 5000 元的特等奖，同事都说我好运
气，我摸着肚子，觉得应该是有好福气。

那一晚，我终于见到了小女儿。她和盈盈
长得一点都不像，白白的皮肤，黄黄的头发，一
出世就哇哇大叫，整栋楼数她哭得最厉害。医
生说：“你这女儿，长大了估计是个很厉害的角
儿。”我已眼泛泪花，心想这个孩子会跟姐姐性
格互补，长大了也能照顾内向的姐姐。

老公给她取小名：“就叫心儿吧？她是你
心上的人儿！”

母亲见了心儿，感叹她跟我小时候长得一
模一样，说这稀稀拉拉的头发就是遗传了我的
基因。看着这个可爱的小人儿，我越发心生爱怜。

心儿两岁那年，学会了和姐姐跑步。从厨
房跑到客厅，再从客厅跑到厨房，如此往复，两
人兴奋不已。虽然每次都跑得气喘吁吁，而且
总是落在姐姐后面，但她不甘示弱，继续喊着

“预备，开始。”
心儿有天生的照顾欲。一岁时，奶奶洗衣

服，她就搬个小板凳塞在奶奶屁股下，让奶奶
感动不已；两岁时，就会给爷爷拿拖鞋，找烟；
三岁时，会用小粉拳给我捶背。有一次周末，
我伏在桌子上打盹儿，在看电视的心儿关了电
视，找来一件她的大衣盖在我的身上，并蹑手
蹑脚地关了门，老公疑惑地推门进来，看见这
场景顿时感动得热泪盈眶。

一转眼，心儿就快幼儿园毕业了。当我带
着她参加六一文艺汇演彩排时，班主任告诉
我：“六一节，学校准备为孩子们做件纪念衫，
你有什么话想说，我们可以替你印在上面。”

我想了想说：“那就在衣服后背上写‘宝
贝，谢谢你这么乖’。”

大约是因为有孟子“君子远庖厨”的训诫在
前，后世的大老爷们儿就很少下厨房了。其实
这不免有些矫枉过正——厨房里还是有很多不
同于别处的乐趣的。

认真回忆一下，我下厨房的经历从童年时
就开始了。那时农村做饭的燃料一般都是柴
火，需要有一个人专门负责烧火，而这个任务，
毫无悬念就落到了我这样一个干不了重活的孩
子身上。彼时一天三遍看着老祖母忙忙碌碌烧
菜做饭，也算是近距离观摩了下厨的整个过
程。真正到操作层面，应该是在上大学以后。
各个食堂特色都不相同，但饭菜味道之差却是
出奇地一致。忍无可忍之下，我们几个老乡就
凑钱简单置办了一些厨具，时不时偷偷摸摸做
点家乡菜，也算是给麻木的味蕾增加一点活性。

结婚之后，因为工作的地方离家比较远，往
往只是在休息日才能回去。想着妻子又带孩子
又上班，辛辛苦苦一周了，咋说也得让她放松一
下，所以总是很自觉地承担起周末做饭的任
务。家常便饭没有多复杂，也搞不出什么花样，
但看着妻儿津津有味、风扫残云的吃相，心中很

有成就感。这样一来二去，要好的朋友都知道
我会做饭，居然常常在周末跑到家里点题品
尝。两盘冷拼、四两白烧……确实比不上饭店
里的丰盛，却有一股外面给不了的家庭气息。
只此一点，再多的劳累也都值了！

也许因为我是学文科出身，于这锅碗瓢盆
交响曲中还联想到了许多题外的东西。曾经看
过一个切土豆丝的厨艺比赛，在菜刀和砧板撞
击的梆梆声中，一只土豆转瞬之间就变成了一
盘细丝。我当然没有这样的本领，但一刀一刀
慢慢切下来，也能切得很细、很均匀。只是这样
的情况不多，往往是切得粗细不一，跟小棍儿似
的。反思一下，其区别就在于是心平气和、认认
真真，还是心浮气躁、潦潦草草。还有炖鸡蛋羹
的例子，控制好水的比例、把握好火候和时间、
专心致志盯在锅前，就能炖得又嫩又软。反之，
哪怕只是错过几秒钟，就有可能变成了鸡蛋糕。
所以我常说，厨房还真是个修心养性的好地方。

厨房的另外一个吸引人之处，就是它能给
人许多自由发挥的空间。同样是一块豆腐，就
有煎豆腐、烧豆腐、家常豆腐、麻婆豆腐等许多

口味；同样是一把面条，能做出卤面、炒面、酸
汤面、炝锅面等不同种类。记得有一次，我在一
家小饭馆的菜单上无意中看到了“炒随便”的菜
名，细问之下得知，就是随机抓几样蔬菜炒在
一起。回到家后我也试验了一次，不想竟得到
了孩子们的交口称赞。不过，再有创意的尝试
也得有硬扎的实践基础作保证。比如，我和弟
弟同时用同样的食材和程序做焖面，我做的总
不如人家的好吃，这也是“干生气没地方说理”
的郁闷事儿！

花有各样颜色，人有各种喜好，哪怕是常年
生活在一起的一家子，也各有各的口味，而厨师
的任务就是把这些不同的需求尽量调剂好。父
母年纪大了，牙口和肠胃不好，下面时多煮几分
钟，软软乎乎端上桌，这就是他们极低的一点要
求。而这几分钟，谁能说没有满满的孝老之心
在其中？儿女正长身体，吃起东西总是没个够，
盛饭时多挑几块肉在他们碗中，也是自觉不自
觉的事情。而这几块肉，谁又能说没有浓浓的
舐犊之情在里面？厨房中这些看似不值一提的
小事，构成了家和万事兴的基本元素，又怎能不

让人“趋之若鹜”呢？
其实，厨房里还包涵了很多文化和诗意。

近世的，我们说一说丁宝桢。你可能不知道这
位做到四川总督的清朝大官，但你一定熟悉“宫
保鸡丁”这道菜。当流转的岁月磨去了斯时的
文治武功，只有舌尖上的味道还久久留在人们
的记忆里。久远的，我们说一说苏轼。我相信
吃过“东坡肉”的人一定比读过东坡诗的人多。
他的诗《食猪肉》，既是经典的文学作品，也是传
世的烹饪教材。这位乐天派于写诗和做饭都是
亲力亲为，还实现了二者极为完美的融合，这也
为后世如我辈者树立了仿效的榜样。

也有人说厨房是思想的敌人，估计是认为
人吃饱饭以后就懒得动脑子了，其实这样的观
点是站不住脚的。老子在《道德经》中有“治大
国如烹小鲜”之语，这话鲜活得到现在似乎还能
闻到芳香，岂不见它就赫然出现在了美国前总
统里根提交给国会的《国情咨文》中了吗？

最后，奉劝朋友们还是要多到厨房里呆一
呆，因为烟火味越浓的地方，生活的底色也越酽；
品尝过越多的酸甜苦辣，生命的历程就越丰满。

高考敲边鼓
●陈向敏

近日，团中央网络影视中心和“青年之声”
婚恋服务委员会联合发布了《当代青年群体婚
恋观调查报告》。报告称如一直未找到理想结
婚对象，70%的青年选择继续等待，直到找到理
想的人才结婚。其中，选择继续等待的女性青
年比男性青年更多。

在我们身边，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人，明明
各方面条件都不错，却依然单身。面对这样的
单身青年，一些人习惯用“剩男剩女”将其标签
化，甚至用“高不成低不就”对其污名化，从而让
这些正常的青年遭受了形形色色的偏见、歧视
与社会排斥。

“愿意等待不愿将就”不但意味着青年人可
以接受晚婚，还意味着他们不愿意降低自己的
择偶标准。在一个焦虑盛行的时代，面对五花
八门的“催婚”，面对各种各样的“秀恩爱”，不愿
意在现实面前妥协，坚持自己对另一半的要求，

“愿意等待不愿将就”需要更多的包容与尊重。
著名社会学家佟新认为，有些青年之所以

“剩”，不是因为他们不够优秀，而是因为他们的
情感需求过于美好，无法商品化。那些“愿意等
待不愿将就”的年轻人，如果降低自己的择偶标
准，或许可以迅速地进入婚姻。可是，如果婚姻缺
乏品质，真不如继续等待，等找到理想的人再结婚。

在一个“应试要趁早”“出名要趁早”“相亲
要趁早”的时代里，“愿意等待不愿将就”见证了
一些人与众不同的意义追求——等待理想的人
的过程，也是自我提升、自我完善的过程，只有
变成更加强大、更加优秀的自己，单身青年才有
机会遇见更好的另一半。毕竟，伴侣的选择不
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你看得上人家，也得人
家能看得上你。

不论是“门当户对”的阶层内婚姻，还是
“宁在宝马车上哭，不在自行车上笑”的情感商
品化，抑或“女倒追”的逆向情感表达，多元的价
值观念决定了婚恋观的多样化。在一个浮躁、
喧嚣的时代里，许多人“等不及”，但那些“愿意
等待不愿将就”的年轻人，既给了自己一个安顿
期许的选择空间，也给自己留下了一个成长空
间，我们不应该太过苛责。

随着年岁增长，人们会慢慢发现：关乎婚姻
幸福与持久的，不是所谓的眼缘和条件，而是生
活方式的契合与精神世界的贴近。与轻率糊涂
的“闪婚闪离”相比，“愿意等待不愿将就”更加
成熟与理性。每个人对婚姻有不同的理解，每
个人对婚姻有不同的需
要，婚恋观念难免会千差
万别，因此，不
妨 多 一 些 淡 定
和包容。

浙大求学记
●冯惠珍

对“愿意等待”
多一些包容

谢谢你这么乖
●刘亚华

●杨朝清

下厨的乐趣
●刘万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