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类似这样书记校长“访企拓岗”场

景已成为四川高校的一种常态各高校

纷纷表示将积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来川视察时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

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千方

百计拓宽就业渠道实现高校毕业生更

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搭好学生“就业桥”

“我们医院有足够的编制供给，期待

符合条件的优秀毕业生加入！”日前，一

场特殊的推介会在川北医学院召开，该

校师生和全国各地校友齐聚网上，开展

“云推介”，百余名优秀校友为学弟学妹

找工作牵线搭桥。

这场别开生面的推介会，是川北医

学院促毕业生就业的创新之举。据悉，今

年川北医学院有4700余名应届毕业生，

需要就业的毕业生总量大。受疫情影响，

目前各类线下招聘活动尚未全面恢复。

“看到习近平总书记对高校毕业生

就业工作如此关心，我们倍感振奋，也深

感重任在肩。”川北医学院党委书记张勇

表示，学校将积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挖掘岗位资

源，提供优质精准就业信息，探索市场

化、联盟化、共享化的岗位资源开拓机

制。

“我想跨专业找销售岗位的工作，该

怎么向用人单位推荐自己？”“请问私募

股权投资行业的募、投、管、退四个环节

分别需要怎样的人才？”……一个个困扰

毕业生的就业问题，通过视频一对一交

流的方式，邀请屏幕另一端天南海北的

各行业资深人士来指点迷津。

今年来，西南财经大学创新形式，为

助力毕业生充分就业推出“ Mentors

Online”在线一对一深度辅导活动，盘活

了企业资源，打破了时空限制，丰富了就

业指导活动形式，对促进校企资源优势

互补，推动毕业生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

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成都银杏酒店管理学院为拓宽就业

渠道，打造了校园求职类节目《非我莫

属》。成都艺术职业大学也在开源拓岗上

下功夫，利用智慧就业平台和网络其他

招聘平台组建网络就业资源矩阵，联合

其他高校举办联盟招聘活动，搭建了学

生就业供需对接平台。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全

省高校将毕业生就业工作列为“一把手

工程”，抢抓就业工作关键期，以实施高

校书记校长访企拓岗促就业专项行动为

牵引，挖掘岗位资源，千方百计拓宽就业

渠道。

（上接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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枕书而眠
■ 祖菊芳

40岁以后，与日俱增的，似乎除了体重、皱

纹、血压等健康指标，其余都在每况愈下。

首先退化的是视力。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

始，阅读变得越来越吃力。验光之后才知道，我

曾经引以为傲的眼睛，如今既近视又老花，难怪

看近也模糊、眺远也模糊。与视力一同退化的，

还有本就薄弱的睡眠。睡眠不好的历史由来已

久，年轻的时候睡眠不好，是因为喜欢熬夜，熬

着熬着就清醒了；年纪大了以后睡眠不好，是因

为真的睡不着，醒着醒着就熬夜了。

曾经为了催眠，尝试过多种疗法，效果都有

限。后来也就不再尝试，索性破罐子破摔，睡不

着就不睡，就着床头灯读书或刷手机。久而久

之，眼睛不堪重负，不仅视物模糊，而且隐隐作

痛，这让我对视力产生了深深的担忧。

我决定拯救眼睛，痛下决心远离手机。为

此，我收藏了多个读书栏目，每晚临睡前，打开

一篇文章，关闭床头灯，调至适当音量，让柔和

的声音在耳畔喃喃低语，竟不知不觉进入了梦

乡。这意外收获让我惊喜，自此听书成了我每晚

睡前的必修课，它既解救了我的眼睛，也拯救了

我的睡眠。

年少的时候，也一度痴迷于听书。午饭时

间，我和弟弟捧一碗饭坐在收音机旁的沙发上，

且吃且听，一顿饭都吃出了烽火连天的况味。那

时候物资匮乏、世界封闭，一台收音机成了年少

的我们“看”世界的窗口。初中三年，我用每日午

饭的半小时时间，听完了《水浒传》《杨家将》《三

国演义》《隋唐演义》，它让我感受了评书艺术和

古典文学的独特魅力。

人生过半天过午，经历了波澜起伏的人生，

如今我听书已不再醉心于跌宕起伏的情节。睡

前听一听时事、财经、杂谈，甚至寡淡的鸡汤文，

在意的并非获取怎样的资讯、得到怎样的启示，

对于历尽千帆的人来说，人生其实大局已定，生

活的道理也了然于胸，听书不过是为助眠。

听书助眠，听什么其实并不重要，适宜的音

量至为关键。音量高了，如课堂听讲，言之凿凿，

铿锵在耳，让人心神激荡，不利于安眠；音量太

低，听起来费力，如听悄悄话，让人提神醒志，愈

听愈清醒；音量适中，方能让人处于游离状态，

时而沉浸，时而迷离，渐渐陷入意识混沌。

视力的退化使我与文字之间产生了深深的

隔阂，而这种隔阂产生的焦虑又让我陷入更深

的失眠。声音是文字的载体，它仿若一座桥梁，

架起文字与梦境的通道，慰我心安，度我入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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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里，我都觉得父亲是个特别没有仪式

感的人。他一点也不讲究过什么节日，连我们一

家人的生日都不在意。像父亲节之类的节日，他

更是不屑。一年到头，父亲只有春节那几天配合

母亲准备一下过节，其余的日子千篇一律，毫无

色彩。反正在我的认识中，父亲的人生乏味枯燥，

因为缺乏节日的点缀，日子成了机械的重复。

说起这些，父亲还振振有词：“节日有啥用！

那天跟别的日子不一样吗？还不是早晨太阳从

东边出来，难道还能从西边出来？”我反驳他：

“节日就是为了让平凡的日子翻动几个小浪花，

这样生活才能多姿多彩呢！”父亲依旧固执己

见：“上天才不管啥节不节的，太阳早晨出来，月

亮和星星晚上出来，一点都差不了。”父亲的意

思是说，节日不过是人强加给自己的一种额外

负担，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永远无法改变，天地

之间万物各行其道，日子本就是重复的，所以本

质上没有节日一说，所有的节日都是人依照自

己的意志赋予的。

那些年里，父亲终年不停劳作。因为没有节

日概念，他的每一天都平平无奇。无论春夏秋冬，

他每天都是天不亮就起床，收拾农具、下地干活、

荷锄而归。第二天，又是如此重复。我甚至思考过

这种生活到底有何意义。不过是像大地上很多生

灵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麻木而单调地活在

这个世界上。我不喜欢这样的生活状态，觉得太

缺乏生趣了。我还想，人类之所以创造出这么多

的节日，就是为了抵御生活的漫长和无聊，为了

对抗那种周而复始的消耗和折磨。

可是，没有节日概念的父亲，从来没有抱怨

过日子单调。他每天都有滋有味地生活着，吃

饭、干活、睡觉，简单而充实。父亲不过节，也没

有休息日。一年到头，也很难见他停下忙碌的脚

步。雨雪天才是父亲的休息日。雨雪天无法下地

干活，他不得不停下来。可即使在家的时候，父

亲也不闲着，他总要找点事做。他早年学过几天

木工，会做简单的小凳子。无法出去的时候，他

就在屋子里做木工活。屋子外面的雨淅淅沥沥，

屋子里面父亲做木工活叮叮当当。时光流逝，有

些岁月中声响已经根植在我的记忆中了。小凳

子做多了，父亲会带到集市上去卖。他做的小凳

子特别结实，多年都不坏。

父亲不过节，日子就这样平平淡淡地过。最

近一些年，父亲老了，干不动重活了。可他依旧

不闲着，在院子里种菜，还养鸡养鸭。种的蔬菜

吃不完就给亲戚们分，再吃不完就带到集市上

卖。养鸡、养鸭收获的鸡蛋、鸭蛋，父亲会腌制起

来，他腌制的鸡蛋、鸭蛋用筷子一扎油就冒出来

了。这些鸡蛋、鸭蛋，父亲会源源不断地给我送

来。

父亲依旧不过节，任何节日对他来说都形同

虚设。偶尔有一次，我忽然明白了父亲的生活态

度。那是一连几天的阴雨天，父亲窝在家里什么

事都无法做。那天傍晚，他对着窗外的雨忽然感

叹道：“这几天过得太没意思了！”原来，父亲一直

在通过劳作追求每一天的价值感和充实感。

父亲不过节，可是把每一天都过得充实而

隆重。在父亲看来，过好每一天比过节更重要。

日子细水长流地过就行了，无需刻意营造仪式

感。过好现在的每一天，未来就一定是美好的。

我们度夏的方式，有很多种，每个人都

有一种属于自己的夏天。每人一种夏天，夏

天便丰富多彩起来，便有了千万种风情与记

忆。你的夏天属于哪一种呢？

彼时，乡村的夏天，家家忙着抢收抢种。

还小的时候，我每年暑假就要帮着家里的大

人，去田里忙各种农事。夏天农忙时，爷爷常

说的一句话是“好手不如贴手”，意思是在农

村里农活做得再好的庄稼把式，也不如有个

帮手。我们虽然还是孩子，也能帮着家里做

不少的事情。记忆里的夏天，一家人都在忙

碌着，辛劳而又乏累，到了晚上，倒头就能酣

睡。不过，辛苦的日子也有简单的幸福，看着

晒场上黄灿灿的稻谷，稻田里刚栽下的秧苗

返青了，长势一天比一天好，每个人都觉得

自己的付出是值得的，尽管劳累，依然快乐。

夏天，和朋友去郊区的一处葡萄种植园

玩，管理葡萄园的人在园子的一角，堆出一

块稍高点的地基，搭了一间简易棚屋。棚屋

用木柱搭起框架，板材拼成四壁，棚顶上遮

着一层塑料雨布，雨布之上又盖了一层厚厚

的稻草。屋内一张罩有蚊帐的床，一个木桌，

几把椅子，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具。整个夏天，

葡萄园的主人就住在屋子里。

夏天是葡萄园最忙碌的时候，寸步不能

离人。汪曾祺在《葡萄月令》里写道：“五月，

浇水、喷药、打梢、掐须……六月，浇水、喷

药、打条、掐须……七月，葡萄‘膨大’了……

掐须、打条、喷药，大大地浇一次水。”忙碌了

一个夏天，该见成果了，“八月，葡萄‘著色

’”，就到葡萄的采摘期了。夏天的葡萄园里

有很多貌似重复的工作，需要付出更多的耐

心。单说打梢和打条，五月打梢，是要用经验

去判断的，要知道哪些枝梢对葡萄结果不

利，要尽早打掉，避免浪费营养。进入六七

月，打条要简单一些，只需去除一些徒长的、

和果枝争夺营养的枝条就可以了。夏天的葡

萄需水量大，浇水也是件很麻烦的事。在葡

萄园的夏天里，看着葡萄一天天的变化，于

忙碌中又觉得分外充实。

每年西瓜上市的季节，妻子都要跟我再

说一遍她少年时的夏天，那是有趣而又浪漫

的夏天。妻子的家住在长江边，江堤外的沙

土地上，最宜种瓜，尤其是西瓜。村里每家每

户江边的滩地都种上了西瓜。夏天，家家瓜

地的地头都搭了一座瓜棚，瓜棚用几根长木

头搭成，像一座悬空的小塔，塔上盖着茅草，

可以遮阳蔽雨。看瓜时，爬上瓜棚，坐着或躺

着，就能清楚地看见自己家的瓜地，看见长

江中鸣着汽笛、吃力逆行的轮船，看见江对

面公路上行驶的车辆，江风习习，好不惬意。

瓜棚在地头，一户挨着一户，闲得无聊时，也

可以隔着不远的路，向另一个瓜棚里的同伴

喊话，问答之间，略解寂寞。或者干脆跑到邻

居家的瓜棚里，和同伴一起玩游戏聊天，反

正自家的瓜地就在不远处，一眼就能望得

见。瓜棚里的夏天，藏着妻子无忧无虑的少

年时光。

如今，我的夏天过得很是潦草。闲时，去

林荫道上散散步，或是于黄昏时，到湖心的

长堤、江边的绿道上漫步，看湖光倒映着的

山色，看江边落日与晚霞的绚丽辉煌。夏天

天气热了，书读得就不勤，有时只是很散漫

地翻翻，没有计划，也读不出什么趣味来。偶

尔写一点简短的文字，总感觉不太如意，唯

有一些蔬菜瓜果，可解口腹之欲。更热的日

子里，便有些茫然了，不知道自己要做些什

么，就这样一个夏天很快也就过去了。夏天，

对于很多人来说，因其漫长，也常是一段允

许被虚度的时光。

每个人，在他们不同的人生阶段，所体

验到的夏天并不相同。今年，你准备过怎样

的一种夏天呢？

像小麦那样，生

长密集的庄稼少有。

麦田，也许是一

幅画，也许是一方手

帕，也许是一处圣殿。

无论我行走多远，都

受到麦田的吸引。我

赤手空拳地归来，既

没有马，也没有车，身

体里载满沉默。

阡陌纵横，但没有一条路会直直地插

入麦田。我们习惯围绕着麦田走来走去，有

时候满怀心事，有时候只不过是一团闲云、

一只野鹤。回忆交织，小麦的碧绿或金黄抚

慰着我漂泊许久的心。

麦苗们茂盛顽强，吞吃着太阳，咀嚼着

落雨后的泥土。风在那里制造漩涡和波浪，

逼真的虚拟。

如果不拔草、不施肥——不收割，我们

就不会轻易地涉足麦田，更不会深入麦田。

松开欲望，似乎只剩下对庄稼的尊重。我从

他乡带回一些伤口，而每一粒小麦都完好

如初。它们还能喂饱我的乡愁吗？我不应再

有奢求。

从冬到夏，小麦长不成一棵棵树，除了

广阔，我无法赞美其高大。

相看得越久，爱得越深，也越有流泪的

冲动。在麦田边，我卸去最后的高度。愿意

变成一只扁平的蜥蜴，徜徉在麦秆长成的

森林里。小时候做过那么多奇异多彩的梦，

却没有一个跟小麦有关。在麦田里筑巢的

鹌鹑，比我更懂得每一株小麦。

百灵鸟的歌声便是它的灵魂，它高高

地飞向高空，听得到看不到，它用歌声浇灌

属于它的一方麦田，似乎它只献出赞美，而

不需要祝福。

麦田，它总是敞开怀抱、敞开耳朵，我

能够扑进去大哭一场吗？又不知从何说起。

不说话就唱歌，我还不如一只一边飞翔、一

边歌唱的小鸟。我却懂得自己为什么要归

来，有人寻觅甘泉，而我只想再亲眼看一看

碧绿的麦田。

熟透的麦田则宛若一支金色的交响

乐。

我已经不是播种小麦和在麦田里劳作

的人，这份荣誉归于父母，归于乡亲们。我

会像过去一样兴奋，却再也不会因紧张的

收割而劳累。然而我的心更容易感到疲累

厌倦，又是怎么回事？不像他们，能够跟窗

户一起醒来，新鲜的血液里有阳光、鸟鸣、

露珠和小麦拔节的声音。

丰收前的麦田里看不到一株杂草，找

不到熟识的荠菜、小蓟花、拉拉藤和看麦

娘。是时间提纯了每一株小麦吗？在金子里

找不到过去的流沙。纯粹的麦田令人失神，

风将悲悯和谢幕的气息吹入我的身体，我

却没有勇气抚摸一根锋芒丛生的麦穗。

稻草人给麦田增添了喜剧色彩。乌鸦

飞过麦田，落下一些禁忌的音符。一块成熟

的麦田并不能让一户贫穷的人富有，却在

烈日下锻造出他们劳动的尊严。

碧绿的麦田更多的是深情，金黄的麦

田更多的则是庄重。

收获小麦的时候，最好是手握银白的

镰刀一把一把、一捆一捆地割，把那么多艰

苦的日子都抱在怀里，心里涌起一阵甜蜜

再涌起一阵忧伤。能够距离小麦最近，就在

此刻，麦芒会刺伤你的胳膊，疼痛和迷醉一

起袭击你。

遗忘了小麦开过的花，完整的故事从

来不会在麦田边发生，更多的小鸟一掠而

过。

有的雨水击打在我的身上、有的雨水

击打在小麦的身上、有的雪花覆盖在我的

路上、有的雪花则将麦田的世界淹没。麦田

既然能够让我活着，就能够忍受那些跟我

一样的命运。

天越蓝云越白，从碧绿到金黄。

“他爸”，是我手机上为爱人设置的代称。虽然平

时从未这样称呼过，但郑重其事想到他在家的地位

和作用时，“他爸”无疑是一个贴切的冠名。

2001 年秋天，我得知自己怀孕，孩子出生于次

年的小暑时节。孩子刚生下没两天，爱人就接到通

知，要去省城参加为期半个月的培训。我的月子是在

公婆和小姑子的照顾下度过的，虽然无微不至，但心

里总是空着一块地方，使我时常一个人偷偷地莫名

伤感和哭泣。

爱人是慢慢进入父亲这个角色的。有了儿子之

后，生活开始变得完全不同，奶水和尿片几乎占据了

全部内容，无止息的洗刷和儿子不分昼夜不眠不休

的闹腾把一家人整得心力交瘁。我和爱人时常因为

冬天夜里谁起来换尿不湿、谁哄劝哭闹的次数多少

而争吵，虽然之前都觉得自己义不容辞，愿意多做牺

牲，但人在深更半夜从温暖被窝里和睡眼惺忪里爬

起着实不易，更别提“夜哭郎”屡次三番想折腾你那

种崩溃了。

儿子小的时候比较黏人，尤其对妈妈，只要我在

家，几乎与我形影不离。他爸比我心细，且爱操心，总

是在旁提醒我一些安全事项，好像是在履行看护两

个小人儿的职责。百密难防一疏，儿子经常会因为调

皮捅出娄子。最严重的一次，是一个晚上，他玩刀片

把自己右手食指削掉一块肉，当时血流如注，怎么都

止不住，儿子吓得直哭。他爸让他不要出声，否则血

流得更快，然后背起儿子就往医院跑。等到儿子的手

包扎好回来，他爸浑身的衣服都汗湿了。

儿子性格随我多，性格木讷又慢热，上学的时候

总显得开窍比班上同学晚，无奈只得靠报兴趣班助

力。从小到大，儿子不论在幼年、学期还是在寒暑假

期里，陆续学的书画、电子琴、竹笛、跆拳道、游泳等

没有停过，他爸十几年如一日披星戴月、风雨无阻地

接送；到高中时，晚自习需要送饭，他爸除了上学放

学两趟接送，又多了中午的一趟送空饭盒和傍晚的

一趟取饭送饭，一天除去上下班的路途劳累，光为了

接送孩子上下五层楼最少也要8趟。每天只要楼梯

口传来急速的“咚咚”声，就知道他爸又完成了一趟

辛苦的运输。开门迎接的是他爸每一次神情饱满的

叙述，亲眼目睹他爸用日渐疲乏的脚步铺成了儿子

的每一次成长和进步。儿子取得的一点点成绩是他

爸直面风霜冰雪的动力，儿子的每一次欢喜成全了

他无怨无悔的付出。

儿子上大二，这两年是我印象中爱人最轻松的

时光，他终于可以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留给自己。

因为疫情，今年他主动在单位担起责任，去外地援

建，在微信群里，他爸说：“我们三人三地，都要把自

己搞好，包括安全、身体、学习和工作，这也是我们自

己对家的责任。”

一直以来，我总是嫌他循规蹈矩，谨小慎微，20

多年走过，我终于看清，他爸是这个家的精神源泉，

也是顶梁柱，在他爸常年如一的踏实与规矩里，才构

成了我们小家的温馨，和我们每个成员人生的大自

在。儿子今年20周岁了，忽然好想对那个人道一声：

“他爸，辛苦！”

不过节的父亲
■ 马亚伟

各种夏天
■ 章铜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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