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年前的 9 月，曾胜昊离

开了家乡，到外地上初中。

整个小学阶段，胜昊的成

绩在班里都算是拔尖的。但

到了初中，面临的竞争压力大

了许多，加上陌生的环境，胜

昊十分不适应，成绩下降了很

多，甚至还考过班里倒数。

妈妈兰岚说，因为心疼儿

子，她一度后悔送儿子去外地

上学。“刚去的时候，他一天会

给我们打两次电话。有时候，

电话接起来，他也不说话，就

是想听听我们的声音。”但好

在，胜昊在逆境中成长了起

来。不仅学习上奋起直追，性

格上也成熟了许多。

初二时，胜昊用攒下的压

岁钱悄悄买了一部手机，放在

寝室里。兰岚知道后，十分生

气。她跟班主任老师说了这

件事，与气急败坏的妈妈相

比，老师要“淡定”得多。老师

告诉兰岚，根据胜昊平时在学

校的表现，要相信他能够安排

好自己的学习和娱乐，没有必

要把手机当作洪水猛兽。

胜昊果然没有辜负老师

的信任。周末，他总是先把学

习任务安排好之后再玩手机，

兰岚意识到，儿子在不知不觉

间已然长大了。3年在外的初

中生活悄悄改变了孩子，这让

兰岚相信，自己可以适时放手

了。

胜昊最想拍的照片是跟

他玩得最好的 4个“兄弟”，他

们已经在学校的操场合影留

念。“如果要再拍，我想跟宇飞

在教学楼前再来一张。”

初三有一段时间，胜昊和

宇飞的成绩都波动较大。一

次周考，两人的成绩都不理

想，被老师“重点关照”了。低

落的两个人，产生了一种患难

战友般的感情。此前，胜昊和

宇飞在班上只是点头之交，有

了这次患难经历，加上两个人

因为调座位坐在了一起，渐渐

变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哥们。

除了在学习上互相帮助、互相

鼓励，生活上、情绪上的事，也

会第一时间跟彼此分享。

“因为跟父母离得比较

远，很多事情他们不清楚。朋

友们，特别是宇飞，我们互相

给予了很大的支持。”胜昊说。

凭借自己的努力，胜昊

和 宇 飞 的 成 绩 都 进 步 了 许

多。这次中考，他们都发挥

得不错。

和朋友一起
互相支持 共同成长

“我想跟宇飞在教学

楼前拍一张照片，因为离

家学习生活，朋友们，特别

是宇飞，我们互相给予了

很大的支持。”
今年夏天，小七得到了一份特

别的毕业礼物——一只名叫“胡豆”

的小狗。

胡豆，是小七的外婆看了她写

的一篇《我想养一只小狗》的作文之

后，从朋友那里抱回来的。小七在

作文中描述了自己眼中的狗狗是多

么可爱，有着毛茸茸的身体、湿漉漉

的鼻子，能够陪她一起玩，跟着她到

处跑，还会伸出粉色的、柔软的舌头

舔她的手掌心……文章以这样一句

话结尾：等我长大了，就算不结婚，

我也要养一只小狗，我们一起生活。

“全家人在读到这最后一句话

的时候，都笑‘喷’了。”说起这篇作

文，小七爸爸杨俊哭笑不得。

在胡豆到来之前，全家人都不

赞成养狗，原因很简单——嫌麻烦，

不想照顾。但偏偏小七特别喜欢小

狗，一直想养一只，反复央求爸爸妈

妈都没有成功。但这篇作文，终于

让小七如愿了。

“养狗确实麻烦，但是养都养

了，也还能接受。小七能够用写作

文的方式表达她的想法，我觉得挺

不错的。”在杨俊看来，这是小七沟

通能力的进步。

小七的性格比较安静，脾气却

“倔”得很。小时候，她想要什么，家

长又不同意的时候，就只有两种方

式，要么生闷气不理人；要么又哭又

闹地“耍赖”。

大概是在小七上一年级时，她

想要一个玩偶，但奶奶觉得，她前不

久才买了玩具，还没怎么玩，应该过

一段时间再买新的。小七的倔脾气

上来了，跟奶奶一路闹回家，最后，

还躺在地板上开始撒泼打滚。

看到这一幕，杨俊十分生气，让

小七自己呆在房间里反思了半个小

时。等小七的情绪平静下来后，杨

俊跟她进行了一次谈心。

杨俊觉得，新玩具可以买，但一

定要用合理的、家人可接受的方式

来表达自己的诉求。“不要说以后在

社会，就是在学校，跟同学相处的时

候也需要沟通的技巧。你需要表达

你的感受，说明理由，而不是靠耍赖

这种方式，那是在利用家人对你的

爱和耐心。”

在爸爸的引导下，小七也在尝

试一点点地改变。想吃狼牙土豆

了，虽然不太营养卫生，但小七作出

保证，以后两个星期都不吃，于是，

奶奶心软就买了；想要动画里的角

色模型了，小七就讲其中的情节，为

什么喜欢它。

在杨俊看来，小七是性格安静

的孩子，更需要学会如何去表达。

从爱生闷气、爱哭闹的小“无赖”，到

能够用文字细腻地表达内心的想

法，是小学六年小七最大的收获。

东来是家里的老二，在爸爸妈

妈和哥哥“三倍的爱”的滋养下，从

小到大都是无忧无虑地度过。

去年7月底，打定了主意不复

读的东来收到了一所理工学院的

录取通知书，他即将离开生活了

17年的家乡剑阁县，去往900多公

里之外的城市求学。对于这一可

预见的未来，全家人既兴奋又担

心。

开学前一周，爸爸妈妈和东

来一起出发前往学校，想着送儿

子上学也顺便旅游。儿子留下准

备开始大学生活，父母坐上了回

广元的动车。

刚到家，买回来的特产还没

从包里拿出来，妈妈李晓祝就收

到了东来的消息：要退学复读。

李晓祝和丈夫都有点懵，反

复确认之后才知道，儿子真没开

玩笑。他们急得不行，远在重庆

的哥哥知道了这件事，也很着急，

马上打电话跟东来沟通，差点连

夜“打飞的”去找他当面问个清

楚。

然而东来的态度是坚决的，行

动是迅速的，3 天不到，下决心复

读、办手续退学、联系高中老师参

加复读班、订票回家，一气呵成。

李晓祝还在给他分析利弊的时候，

东来告诉她，复读班都定了。

问及原因，东来说，到学校去

了才真正意识到了何为“人生的

十字路口”。他不想因为惧怕又

一次的高考，让接下来自己的人

生走上“将就”的路。“我是真的觉

得我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那几

天，李晓祝没有一个晚上是睡踏

实的。但当东来真正回来复读

了，却又忍不住为他骄傲。从小

到大，大多数事情都是父母在为

他安排，替他做决定，而在这个关

键的选择上，他竟然站出来，自己

选择了人生的道路。“那次过后，

我都要重新认识他了。”李晓祝

说。

今年高考，东来填报了成都

医学院，他想学医，毕业后留在成

都发展。

东来最想拍的照片，是在中

学的校门口，和 3 个从高一到“高

四”都很要好的同学一起。

高一到高三，4个男孩都在一

个班，一起学习、一起吃饭、一起

玩。去年高考结束，只有东来上了

大学。本以为自己会当上另外3人

的学长，可“有缘千里来相会”，他

们又一起复读了。有意思的是，东

来的决定仓促，还没来得及跟他们

说，就直接在班上见面了。几个人

大眼瞪小眼：怎么是你？

说起这事，东来也觉得好笑，

“就是太有缘了。”

为自己的人生做选择

“我想在学校门口，和 3

个要好的同学拍一张照片。

高中阶段我们一直在一起，太

有缘了。”

六教，是烟台大学的“备

考党”最为青睐的教学楼之

一：没课的教室多、桌子大。

为了能考上心仪大学的研究

生，从去年4月，达达和豆粉的

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里度过。

暑假之前，除了备考复习，两

人基本保持着隔天一次的频

率去健身房锻炼身体。6 月，

学期结束，暑假开始，考研进

入了一段难熬的时光。

达 达 和 豆 粉 都 是 四 川

人，每到放假，都是尽可能

早回家。为了备考，也为了

响应疫情防控，她们决定暑

假留校。

即便是滨海城市，烟台的

盛夏仍然折磨人。教学楼只

有电扇，达达一边听着窗外的

蝉鸣，一边努力让自己静下心

来复习。“学累了，我们就出去

溜达一会儿，聊聊天，吃吃东

西。再回来学习，就觉得‘我

又可以了’。”暑假期间，教学

楼晚上 9 点不到就关门了，她

们回到宿舍，在小桌子上继续

学习。

因为都长得很高，又都姓

凌，气质也特别像，达达和豆

粉常被误认为是两姐妹。但

其实她们一个学中文，一个学

法律，在学校里，她们唯一的

交叉点就是一个活动不甚频

繁的四川老乡会。她们的共

同好友都问过一个问题：你们

这么要好，是怎么认识的？

初识十分地巧。大一那

年的“五一”，达达想回家过，

她在学校的贴吧上发帖，想要

寻找一起拼车去机场的同学

分担车费，就这样认识了豆

粉。

车上，两人在“尴尬又不

失礼貌”的聊天中发现，她们

要搭乘的是同一个飞往成都

的航班，又进一步了解到两人

竟然是“家门儿”，所以当时就

觉得很亲切。“我们都喜欢仙

侠游戏，也都喜欢动漫，还都

被痘痘困扰，就觉得我们真的

好有缘。”

那年“五一”结束后回到

学校，机缘巧合地，两个人又

都去了同一家健身房。从此，

她们迅速地要好了起来。

“考研这一年过得确实很

辛苦，但是因为有她，我们彼

此支持鼓励，也有了很多美好

的回忆。我相信这一年的记

忆，在我整个人生中都会闪闪

发光。”达达说。

记录下共同奋
斗的美好回忆

“我想跟好朋友豆粉

在六教门口拍一张照片。

没有她，我的大学生活可

能会是另一个样子。”
今年夏天，小梨毕业了，高考分数

比去年多了将近 80分。至于为什么，

小梨说，她觉得是因为从她自己内心

到外部环境，都“松”了一些。

高三那一年，小梨形容自己家里

的氛围是“既不想搭理彼此又恨不得

狠狠攻击一番”的状态。“我爸妈对我

的成绩不满意，在他们看来，我除了学

习，做其他事情都是错的。”爸爸在家

的时候不怎么说话，一直“垮着个脸”，

妈妈仿佛见不得小梨休息，觉得除了

睡觉和吃饭，她所有的时间都应该用

来学习。

有一次，小梨好容易把作业和当

天安排的复习计划全部完成了，就想

去客厅看一会儿电视，放松放松再睡

觉。妈妈阴沉着脸问她，作业做完了，

为什么不再学习一会儿？小梨一再解

释，妈妈都认为她不该浪费时间看电

视。小梨生气地问妈妈：“难道我学习

就只是为了考试？”而妈妈却回答她

“就是”。

高考成绩出来了，离一本线还差

几分。小梨本不想复读，但几个志愿

全部落空了，只得再来一年。

一家三口对过去一年的状态好好

思考了一番，三个人一致决定，换个环

境，送小梨去舅舅家寄住，在当地复

读。

匆忙收拾好行李和心情，小梨开

始了又一年的备考。刚进学校不到一

周，就经历了一次考试，由于状态不

好，考得很差。考试的失利加上对全

新环境的不适应，让小梨的情绪跌到

了谷底。第一个周末，在前来看望她

的父母面前，小梨久违地卸下了所有

坚强，嚎啕大哭了一场。

柳暗花明又一村。随着对新环境

的逐渐适应，小梨的状态好了起来。

相比以前的学校，现在的学校生活算

是“松”的。一方面，学校对高三学生

的管理不会那么严苛；另一方面，脱离

了旧环境，交到了新朋友，小梨的心理

负担少了许多。

在家的状态也很“松”。舅舅舅妈

细心照顾小梨的生活，好吃好喝一样

不落，时间也由小梨自己全权安排。

每个周末，爸爸妈妈会来看小梨，但与

前一年的状态截然不同，这一年，他们

从未主动过问小梨的成绩。每次见

面，他们聊的都是家长里短，或者讨论

电影、书籍。

“这一年，每个周末我都过得很开

心。他们不管我的学习，我反而会想

去跟他们分享我学习上的进步，大家

的情绪状态都比较积极。”小梨说，又

一次高考结束后，爸爸才告诉她，爸爸

妈妈的约定：这一年，不跟小梨谈任何

有关考试、成绩、学习的事。

“我觉得每个学生心里都是有数

的，家长不用去给孩子施加压力。我

很感谢爸爸妈妈这一年为我做出的改

变。”小梨说。

“感谢爸爸妈妈为我
做出的改变”

“我想跟爸爸妈妈在校门口

拍一张照片。现在，我们学会了

相互理解和体谅。”

学会用文字表达
内心的想法

“我想和爸爸妈妈在我的

房间拍一张照片，因为那次被

爸爸批评之后，我慢慢改掉了

不好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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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毕业季毕业季
用一张照片用一张照片，，和过去说和过去说““再见再见””

又是一年毕

业 季 ，在 与 过 去

的学习生涯告别

之 际 ，孩 子 们 有

了怎样的成长和

收获？如果要拍

一 张 照 片 ，作 为

这段时光的一份

纪 念 ，他 们 又 会

选 择 在 哪 里 拍 ？

和谁一起拍？我

们采访了几位孩

子 和 家 长 ，听 一

听他们的故事。

■ 记者 梁童童

资
料
图
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