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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 id="母校">母校</h2>
<p>　　夏天的热浪一阵紧似一阵，仙山市上空的灰霾却没有半点减弱。往常的夏季，暖气团带来的
雨会帮忙刷洗天空。可今年的夏季，尽管暖气团已到来多时，仙山市也下了许多雨，可灰霾却始终不
。其实也难怪，经济压力下，环保部门全都失了声，阵雨把天洗下多少尘，工厂们就接着涂上去多少
——仙山的天，一时半会是蓝不了了。<br>
　　5 月 29 日，5 月 30 日……高考的日子是一天天临近了。我打心眼儿里盼望高考到来——我懒得
象自己成为高三学生后会有多辛苦，只想着即将到来的三天假期。此外，高三毕业后，我们这些在顶
的学生，不必每天为了与高三争一口饭而一路冲下楼，这也更让我对今年的高考充满了期待。<br>
　　课堂上，老师的聒噪依旧难以被我接收。世上明明有那么多种讲课的办法，这位老师却可以义无
顾地选择最无聊也效率最低的那一种。我把草稿纸揉成一团，身子往椅背上一靠：还是想想高考假时
哪儿吧。<br>
　　在家呆着？不行。母上向来有假期综合征，发作时，浑身发红，汗毛直竖，非得看我在书桌前写
作业才肯消停。我不在家时还好，一在家，定叫母上症状发作，搅得我俩都不安宁。为了让我开心，
为了让我妈舒心，这三天假期，我是决计不可在家中度过的。<br>
　　在校留宿？开玩笑。高考时可是全校警戒，哪能在校内呆着？<br>
　　上篮球场？然而，又有谁可以叫出来呢？现在大家越来越闷，叫个人出来还真不是多容易的事儿
<br>
　　泡图书馆？或许是个办法。然而馆中“静”字高悬，几百个人在同一间屋子里，却和没人一样。
于读书确是好的，但也只可以读书，让人想到仙山一中的教室——同学就在半米之内，却又不能讲话
教室中坐着几十号学生，却又空空荡荡，实在太压抑人。泡图书馆与平日在学校别无二致，我不想把
期弄得与工作日一样。<br>
　　唉，难道这假期就只能喂给图书馆吃了？<br>
　　我的后背猛地疼了起来。后排的同学在戳我。<br>
　　“喂，黎想，高考假啥时候回中法呀？大家都等着你组织呢！”<br>
　　中法？中法学校！这倒是个好去处。这里保存着我与同学上初中时的三年青春。想当年，我们从
边买来小鱼仔，在教室里用酒精灯烤着吃，鱼香四溢，把隔壁班的小馋猫们都勾了过来。又记得初三
，我们买来个烧瓶，往里头加上浓盐酸和锌粒，又不知谁给塞了个胶塞，眼看瓶里氢气越来越多，再
去该爆炸了，便有同学一把夺过烧瓶，从五楼的窗口丢了出去。那烧瓶在空中爆炸，声音响彻全校，
让我们长出一口气，又让我们挨了次全校通报。不过，这之后，走在路上，都能遇见同学们钦佩的目
，有的还向我们竖大拇指……<br>
　　“喂，黎想！赶快挑个时间，晚了还不一定进得去！”<br>
　　“啊？哦……那……八点？会不会太早……”<br>
　　“没事儿！八点就八点。大家都扎堆，晚了就进不去了！”<br>
　　“好！那我们分头通知……”<br>
　　<br>
　　“让我舒心？好小子，操起你妈我的心来了。行！你要回中法就回，看望老师，挺好。对，你当
操心我的话，把你弟也带上，他在家整天上蹿下跳的，比你还能整事儿……”<br>
　　“好好好，带上就带上。我走啦！我要是会回来吃晚饭的话，会先给你打电话的。没打的话就不
留我一份。回头见！”我走出家门，坐上公交，向中法学校赶去。<br>
　　弟弟没坐几次公交车，在车厢里跑来跑去，把一整车人都逗乐了。我却没闲工夫管他，去中法的
已叫我几乎认不出来：路上多了几个桥，有给车走的，也有给人走的；两旁的榕树不知何时全给砍了
换成了清一色的棕榈；四下里多了几个施工围墙，有的还让整条路转向，这是在修地铁；沿街开的店
加萧条了，原本就门可罗雀的小店早已倒闭，紧闭的钢闸门上往往用红纸写了“旺铺招租”贴着，可
纸也个个褪了色，显然被日晒雨淋很久了。<br>
　　由是我便又想到了中法：听闻以严苛而闻名的龚平做了初一的级长，不知他们级的学生能否像我
一样自由玩耍？学校在我们毕业前种了许多李树，现在是否全部开花？又据说中法也开始给学生加作
了，这是真是假？每个宿舍里又是否如校长在我们毕业前说的那样，都装上了花洒？<br>
　　最让我牵挂的还是中法的电台。以前我在电台工作时，大我一届的学长喜欢把播音频道关上，然
用广东话的“操你妈”来给麦克风试音。要我说这“操你妈”也太不专业了，什么爆破音、鼻音之类
一概没有，哪里能拿来做试音参照？不过，就算我多次抱怨这一点，学长还是每天照操不误：关上播
开关，一边对着麦克风“操你妈”一边把调音盘乱拧一气。久而久之，这句“操你妈”倒也成了我的
头禅，后来用了好大工夫才戒掉。<br>
　　讲回我在电台的时候。有天，学长又开始试音了，他关了播送开关，走到麦克风前。这是，一股
烈的恶作剧的欲望在我心中涌起，我蹑手蹑脚地走到播送开关前，偷偷打开了它，同时极力忍住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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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冲动。<br>
　　结果是，在恶作剧被发现前，学长的三句“操你妈”从全校几百个喇叭里溜了出来。而且，由于
长在乱拧调音盘，这三句“操你妈”还是变了调的，三句的音各不相同。事后，学长还以为是自己关
关太轻，让开关弹了起来。直到退休，他都要先仔仔细细地检查开关，然后才敢继续“操你妈”。<b
>
　　不过，毕业前，学校让我们整理、清点电台里的设备，说是要装修。也不知道现在搞好了没有，
会回到了中法，一定要先去看看。<br>
　　公交车到站了。我抱起弟弟，从后门里走了出去。<br>
　　“黎二傻，你可算来了，就差几个了！”<br>
　　“罗大傻，说啥呢！”<br>
　　被我唤作“大傻”的人是我初一时的社长，本名罗水其。大家在仙山一中时都互相叫本名，而回
中法后便又叫起了对方的外号：在中法，还是互称外号更应景些。本来污秽的词，在被连着叫了三年
，早已失掉了它们侮辱性的本义，而成为了某个人特定的代号，称呼者和被称呼者都对这些本义不以
然，不过，有时候，被称呼者确实需要装作生气的样子。<br>
　　“罗大傻，还有谁没到呢？”<br>
　　“女生里面不知道，男生里剩蟑螂、黑人。哦，还有个露姐。”<br>
　　我一时竟想不起最后一个人来：“露姐……哦！露姐！”<br>
　　如同按下播放键一般，过去的许多图像一齐从脑中蹦了出来，而“露姐”的形象也一下子充实丰
了。<br>
　　露姐原名杨白露，是个一米八的大汉，正宗纯爷们，与女性气质沾不上一点边儿。初一开学时，
家都以为这名字属于一个女孩子，结果老师点名、他亮相的时候，几乎弄跌了全班人的眼镜。<br>
　　当时，他在同学们惊异的目光中上台，很不好意思地做了自我介绍。我们这才知道，原来他的生
是农历的白露节气，他父亲就这样随随便便给他取了名字，结果几乎让他一辈子在别人的惊异目光中
活。<br>
　　很快就下了课，不知谁高声叫道：“露姐！”然后大家便也一起叫道：“露姐！”此后，同学们
就这么叫他。而这“露姐”便成了我们班的第一个外号。露姐起初倒还不大情愿，但日子一天天地过
他慢慢地也只好听之任之了。<br>
　　露姐与几乎所有同学都很聊得来，其一是因为开学第一天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其二是因为他
几乎人见人爱的“聊天材料”——老师们的八卦，还有学校的轶事。露姐的父亲大名杨汉，是仙山一
的老师。中法学校以前与仙山一中位于同一校区，教师之间的关系至今仍很紧密，这就让露姐不仅知
仙山一中的八卦，而且可以说中法学校的闲话，只不过中法学校的事儿往往隔了七八年，比起只隔了
三年的仙山一中八卦而言不够新鲜。我恰巧与露姐在同一间宿舍，所以每天晚上都可以听他对中法的
师品头论足。其中我记得最牢的，莫过于班主任陈健伟与隔壁班班任欧绮君的感情史：<br>
　　“那时中法刚刚分出来，欧绮君刚进中法，陈健伟刚满三十岁。大家看陈健伟还没有家室，便想
给他俩撮合一下。你猜怎么着？就连校长郑超祥都参与进来，想着帮陈健伟早日成家——他人又帅，
格又很体贴。让他三十岁还打光棍，这简直是中法全体单身女教师的耻辱……”<br>
　　“喂，你怎么能说这是女教师的耻辱？万一是人家陈健伟不想结婚呢？”彼时的我刚接触平等思
，对这类有歧视妇女嫌疑的说法还很敏感。<br>
　　“呃……其实我也不大明白为啥一个单身男教师会让全校单身女教师担上责任。不过我爸原话是
么说的，我就照原样接着说了，懒得边说边改。接着讲陈健伟。那时，几乎全校老师和行政都一起来
忙：给他俩安排到同一年级啦，让他俩做相邻班的班任啦，把他俩在办公室的座位也调到一起啦……
之，大家都盼着能让陈健伟脱单。后来你们猜猜他们怎么着了？”<br>
　　“怎么着了？”<br>
　　“陈健伟真头脑发昏，喜欢上欧绮君啦！其实学校里比她好看的单身老师多了去了……”<br>
　　“为啥说人家头脑发昏嘛，喜欢谁不是他的自由吗？”我又忍不住了。<br>
　　“还是我爸原话，我也还是不大明白。总之，大家撮合他俩的努力算是成功了一半。陈健伟又是
她旅游、喝咖啡，又是带她看电影，可她的态度总是不温不火……”<br>
　　“啊？”<br>
　　“后来，陈健伟下定决心要表白啦！他捧了一大束玫瑰来学校，搞得自己不停打喷嚏。就在他准
把玫瑰捧给欧绮君的时候……”<br>
　　“别吊胃口了，说呀！”<br>
　　“好好好……那时，陈健伟看到欧绮君手上什么东西在闪……”<br>
　　“结婚戒指？”<br>
　　“半对。是订婚戒指。”<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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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br>
　　“那大家怎么还当她单身？”<br>
　　“她睡觉前喜欢摘了戒指，记性又不好，结果整天忘了戴……不行憋不住了……噗哈哈哈哈哈……
<br>
　　“那陈健伟现在还是单身？”<br>
　　“至少两年前还是，现在我就不知道了。哦对，你们知道欧绮君现在怎么看这事儿吗？”<br>
　　“她是不是六班班主任？听六班同学讲，她现在还整天拿陈健伟开玩笑，原来就是这么回事！”
br>
　　“对！就是这事儿！别看陈健伟现在发际线高得快变成地中海，他当年头发可茂盛了。就这事儿
后，他的发际线就止不住地上升，直到现在。唉……好像也就两三年吧，总之才一届学生，他就成这
了。我爸要知道陈健伟变成现在这样儿，肯定又得叹好多气。”<br>
　　我对这茬儿记忆犹新，倒不是因为这涉及自己的班主任。而是因为在这之前，我与露姐曾一起哭
一场。<br>
　　事情是这样的：那天晚上中法学校开了个文艺晚会，其他节目我一概不记得，反正里面有人唱了
《父亲》。歌曰：“时光时光慢些吧，不要再让你变老了……”听着听着，就有泪水在我眼眶里打转
本来，作为离异重组家庭的孩子，我是不被允许对生父表达认同的，我也觉得不该认一个抛下我们而
搞外遇的男人作父亲。可这首歌却让我想起了他。而且，在我试图转移歌的对象到继父身上时，生父
形象反而愈加鲜明，挥之不去。<br>
　　在台上的学生唱出：“你心爱的孩子啊，长大啦……”之后，我明白自己的努力已经失败了，就
性让眼泪流了出来。这是我第一次为生父流泪，而且流得矛盾纠结，流得不明不白。感觉眼泪流得太
了，我掏纸去擦，却听见来自耳旁的抽泣声。我扭头一看，竟是露姐。<br>
　　“露姐，咋啦？”我这么说着，没顾上还挂在脸颊的泪滴。<br>
　　“想爸爸了。咦？你呢？”<br>
　　“我也是……嗯……不知道是不是吧。”接着，我简单讲了下我家的状况。<br>
　　“唉……你还好啦。我可是爸爸啥事都没有，却又不能见面的人。”<br>
　　“啊？”我擤了擤鼻涕。<br>
　　“两年前，他和我说他要去新疆支教，说等他回来他就升官了。我哭了，之后还抱着他的腿不让
走。<br>
　　“他说，杨白露你怎么这么没出息？我去外面兜一圈，回来就能做副校长，你会不会为大局考虑
你有想过我做了副校之后我们家会有多好吗？<br>
　　“我没理他，只是哭。后来他不耐烦了，一手抓起我的两只脚，让我头朝下，另一只手把我狠狠
了一顿。那是他第一次打我。<br>
　　“后来，我学着电视里那样，哭着对他说，你滚！不要回来了！我再也不要见到你了！他就大步
星走出门去。几分钟之后我就后悔了，坐在地上嚎，再然后整整一周没和别人说话。我一直觉得，要
是我被打之后说了那些话，他也不会丢下我跑去新疆。”<br>
　　“之后你没和他打过电话吗？”我已经忘了哭。<br>
　　“我怕。我怕我在这边又哭起来，我怕他在那边又骂我，我还怕他的手从话筒里伸出来，再一次
我拎个底朝天……现在整整两年了，我和他没通过电话，一次都没有。”<br>
　　他顿了顿，又说：“可我也想他。我想和他聊天，我想从电话线里钻过去，钻进他怀里，接着听
讲中法和仙一的绯闻轶事……”讲到这，他又哽咽了。<br>
　　我试图安慰他，可不一会儿，这就变成了我俩的比惨大赛：<br>
　　“我爸在我三年级时就跟别人跑了！”<br>
　　“我五年级，不是更刻骨铭心？”<br>
　　“我妈不让我与我爸打电话！”<br>
　　“得了吧，我自己不让自己打！”<br>
　　“当然是我更惨！”<br>
　　“什么啊，我比你惨多了！”<br>
　　……<br>
　　比到后来，大家都忘了“比赛”的初衷，以至于有时还会笑起来。这也是为什么几小时前还痛哭
涕的露姐，能若无其事地把陈健伟的故事讲得那么生动。<br>
　　我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在这晚以后，露姐与我的距离近了许多。或许是同病相怜，我俩越走越近
不一会儿便成了彼此最好的朋友。他对我讲的东西也比对别人讲的更加多些。<br>
　　“你知道李尚强吗？”<br>
　　“嗯？”<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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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超祥的上一任。他干事没郑超祥那么中庸，总喜欢走极端。这也让大家的看法走了极端。一
人觉得他很有个人魅力，因而很崇拜他；也有的人认为他太偏执，完全不顾实际情况，所以不喜欢他
哦，对，他还有个很搞笑的外号，学生们给的。真的有才。”<br>
　　“比你的露姐更搞笑？”<br>
　　“哎，别讲这个。李尚强的外号叫李上床。”<br>
　　“啥？”<br>
　　“李上床，就是上床。”<br>
　　“哇哈哈……这也太有才了吧，这谐音绝了！”<br>
　　“谐音？‘强’和‘床’还是有点距离的吧。”<br>
　　“广东话里面的谐音。你用广东话读一遍就知道了。”<br>
　　“我不会广东话。”<br>
　　“喏，这样，雷——上——kiong，和上床的读音几乎一样。”<br>
　　“啊——哦，原来如此。哦对，校长室旁边的厕所你去过吗？”<br>
　　“嗯？”<br>
　　“在行政楼，里面用大理石做的装修，比学校任何一个地方都高档，里面还有可以随便用的纸巾
这就是李上床在之前修的。哎，你不是缺纸巾了吗？可以上那儿去拿点，这周的量没问题。”<br>
　　“那现在去？”<br>
　　“——这不行，白天行政楼人多，我们得晚上去。两节晚修之间的时候，郑超祥会准时在那里面
厕所，大的。我们趁这时候就可以流进其他的隔间抽纸巾，不用紧张，郑超祥人挺好，撞上了也不要
，况且他一般也不会出来。对了，郑超祥喜欢去里面的那个隔间……”<br>
　　啊，露姐简直是个搜索引擎，知道仙山一中与中法学校的浩如繁星的绯闻轶事，可以让我随时调
、获取。慢慢地，我知道得越来越多，竟也成了个“中法通”，我感觉自己真正成为中法人了。<br>
　　“你知道校歌‘南山屹屹，北江绵绵’里的‘北江’是哪条江吗？”一天，露姐问我。<br>
　　“是珍江的那条支流？与南江、东江汇合成珍江的那一条？”<br>
　　“不是。是仙山一中旁边的一条臭水沟。中法和仙山一中之前在一起，校歌一样，分出来之后也
改。哎，我小时候还见到了上面有浮尸漂下来呢。”<br>
　　“那浮尸……怎样？”<br>
　　“那是我很小，不怎么记得了。不过那人毫无疑问地肿着，眼珠子好像还凸出来了呢。”<br>
　　我便第一次对仙山一中有了想象：那是栋在丛林中的神庙似的建筑，旁边流着条带着泥的小河。
课了，学生们可以闯进丛林中探险，有时还可以看见河里漂下一具白白胀胀的浮尸……<br>
　　让成年人毛骨悚然的浮尸竟可以让我们作出如此想象，由此可见：一、小孩子对死亡——亦或是
人——的态度，是与成人截然不同的。二、初一的学生毕竟是初一的学生，想象可以如此天马行空。
br>
　　此后，虽早已知道仙山一中并非坐落在丛林里，但我依旧惦记着北江里的浮尸。结果现在快高三
，却还没见着一具浮尸，顶多看见水上一层层工厂排出来的污油，这让我很是失望。<br>
　　在中法的日子过的就是这么快，转眼间我就升上了初三。与其它学校不同的是，中法的学生越临
中考反而玩得越开心。不过，露姐却飞快地变了，初三开学，他突然不和大家说话了。与此同时，他
神情也突然变得极为严肃，甚至有的初一学生会被他吓得绕路走。露姐的头上多了十几根白发，舒展
眉毛被硬拉扯向眉心，瞳孔变成了不反射任何光线的绝对黑体，嘴角也好似被锤子砸弯了的铁那样向
弯曲、“砰”地撞到下巴。<br>
　　我走近杨白露，想问一下原因、说一点关切的话，他却没回应，将头一扭就自顾自走开了。<br>
　　两周后，杨白露头上厚而蓬松的头发不见了。他剃了个光头。<br>
　　我又去问他，这次他终于说话了：“我爸回来了。他要我剃的。”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声音像没
试好的人工语音。<br>
　　我又问：“你怎么能答应他？”<br>
　　他又不说话了，只是掀起了衣服的一角。在露出来的皮肤上，我看到一条条淤青，像蛇一样缠绕
他的腰际。<br>
　　然后他突然向自己垫在桌上的手臂撞去，叫，嚎。声大如雷。全班同学的目光一齐向我投来，作
露姐最好的朋友，我大概该有些反应。<br>
　　可我无所适从。因为我一直爱哭，我生父与母亲从小就没怎么安慰过我，说是要培养我坚强的性
，结果除了让我不懂得安慰别人以外，没有任何别的效果。<br>
　　尽管如此，我本还是可以讲几句话的。<br>
　　但我依然没有。我呆站在原地，什么都想做，什么也不会做，什么也不敢做，我这个露姐的至亲
之人都如此，别的同学也不大敢凑上来说什么话了，尽管他们安慰人的能力比我强许多。然而，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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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着我，要我做什么，可我的目光却无法投向别处。<br>
　　最后，我还是选择了逃跑。我不堪众人的目光，从门缝里溜了出去，飞也似的跑了。这份懦弱，
就成了我永远无法开脱的负担，此后一段时间，每到想起露姐，这份愧疚便会窜出来，强行终结我回
的进程。开始时是如此，再后来甚至连回忆本身都不再有，像是脑中被割去了某块似的。<br>
　　然而今日既已想起了露姐，我就不得不再继续想下去：<br>
　　在那之后，露姐再没说过一句话。露姐中考发挥并不好，擦着线上了仙山一中。然而杨汉从新疆
来以后已是副校长，自然把他安排进了重点班。他在 19 班，我在 17 班，仅隔着一个班却极少见面
因为他几乎不出教室。<br>
　　仙山一中的生活，尤其是仙山一中普通班的生活，远较中法的更机械枯燥。在为进入重点班而奋
的一天天里，我高一的一年很快过去了，却如同从未到来一般，什么也没留下。<br>
　　哦，还是留下了。留了个尾巴。<br>
　　高一下学期末，杨白露总算又会说话了。他和我说，他要选文科。<br>
　　我心里却有火气：有你爸帮着进重点，选文选理不都是前途光明一片坦途大道朝天？<br>
　　我于是阴阳怪气起来：“你准备去文重？理重不好么？”<br>
　　“文科是我的兴趣……哎黎想，你文科不是不错么？不选文吗？”<br>
　　“不选。累死累活搞奥赛一年，掉了 18 斤肉，就为了分进理重，哪像你文重理重随便挑？”<br

　　“重点班很好吗？我不……”<br>
　　“你没来过普通班就别说了好么！在垃圾老师和书呆子现充同学里拼搏，受了整整一年的气，憋
满满一肚子的屈，还不是为了赶上你爸一双大手一挥一个大名一签的工夫？”<br>
　　“可我不想呆在重点，压力大。我选文也是为了不去重点，我爸的手伸不到文科班。何况文科也
我的爱好。”<br>
　　“嗨呀嗨呀，还成围城了是不是？你想出来，可我想进去呢！你想进重点班，什么都不用做，我
？我要牺牲多少的爱好？要失去多少的可能性？你喜欢文科是吧？还记得我上学期期中文科总分排第
不？现在呢？你当我不喜欢文科？不是为了奥赛进重点丢了文科，我选个屁的理科！而你却说这样站
说话不腰疼的话，发表这样何不食肉糜的高谈阔论！你要不要脸？要不要？”<br>
　　我们不欢而散。聊天时我不喜于看别人的脸，因此分别时才发现杨白露的体态竟又有了些神采，
才想起他来找我说话时面上是有几分喜色的，然后才想到去向他道歉。可我还是迟迟迈不出步伐。等
下定决心，杨白露已经不见了。<br>
　　到了高二，学校突然取消了奥赛生入重点的资格，我也就只好被分去普通班，而他仍旧被安排进
重点班，却是理科的。这次我们隔得远了，分班表上写着我在 4 班，他在 16 班，我在七楼顶楼像个
放逐者“天高皇帝远”，他在四楼挨着教师办公室，像军机大臣一样受老师的瞩目与监视。我们自此
没见面，这于我而言挺好：连见面时的回忆与愧疚都省却了。<br>
　　<br>
　　而现在眼前的罗大傻提到了露姐，我也得跟着聊下去：“露姐后来怎样了？”这种聊法大概巧妙
既能让聊天继续，又不显得自己没东西讲。<br>
　　“怎样？谁晓得？许是死了……开玩笑的，呸。我还以为你知道得比我们多呢。他不是你朋友么
”<br>
　　“哎哟，他初三之后都没怎么说过话，我咋知道他之后怎样？”<br>
　　“好咯。我只知道他爸回来之后不知咋的完全变了个人。对他也严格得很，就像平时在学校里管
们那样。他本来选了文，因为他爸的手伸不到文科那边。但最后还是被他爸硬改了理……他已经没有
自由，无论在学校里还是家里都受他爸的管辖。哦，上周他爸还被狗咬了，自家的狗。嘿，狗都看不
他爸。”<br>
　　大家听了也就笑笑又叹口气，几十号人一齐陷入了沉默。<br>
　　“大家来得这么早？我们班的人都齐了吗？”<br>
　　这声音像是陈健伟的声音，但又好像更低沉些，音色也不够明快，有些嘶哑阴暗。循声望去，确
有个成年人站在那里，他也的确如陈健伟的身高，穿着陈健伟同款的衣服，踏着陈健伟式的篮球鞋。
他的顶彻底秃掉了，背也没有陈健伟那么轻松。待他走近些我才发现，自己竟和他差不多高了。<br>
　　我愣在了原地。大家却叫起来：“陈老师好！”我也就跟着这么问好。直到他在门禁处刷教师卡
我们放行时，屏幕上“陈健伟”三个大字仍然让我有些吃惊：<br>
　　这真的是我三年的班主任？这还是那个能在历史课上从纳米比亚独立讲到纳米技术的陈健伟？<b
>
　　我跟着大家进了中法，同学们一路上和陈健伟谈笑风生。我向来不大合群，虽在初中稍微有所改
，但在高中我又与集体疏离了。除了不时看一下到处乱跑的弟弟以外，我剩下的事情也就是看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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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现在成了李花的海洋，花瓣飘得到处都是。星海池也比以前更澄澈了，倒映着我们的脸。池里面的
鲤更多了，也还是照例会跟着人走。<br>
　　中法越来越漂亮了。——目睹此景，这是谁也能发出的感叹。我也就是这么想的。<br>
　　然而这时那个像是陈健伟的嘶哑阴暗的声音又响起来了：<br>
　　“唉，又是加作业，又是抓纪律。现在的中法可不是你们那时候的样子啦！”<br>
　　我纳闷自己怎么没听见上文。也许之前陈健伟的声音还是当年的声音，我可以充耳不闻，讲到这
才突然换了现在的声音吧。<br>
　　我不看风景了。陈健伟现在一直用着那个阴暗的声音，我好不容易才听出个大概：龚平喜欢事无
细地过问，班主任的权力正在被级长集中，学生们的作业也越来越多。总之，我之前的担忧基本都成
真。大环境如此，中法想遗世独立大概也是不可能的。惆怅着，我这么想。<br>
　　陈健伟的手机响起来了。他“嗯嗯”了好几声，然后说：“杨白露来了。谁和我去接一下？”<b
>
　　然而大概是因为他爸的缘故，我们仙山一中的学生大抵都不愿去接他，最后只有几个仙山三中的
生跟着去，我们留在原地等待。等着等着，一中的学生们也就又聊起了杨汉。<br>
　　“杨汉简直是自恋狂和偏执癖，从来不会听别人的意见。这于我们带手机而言是好的，可对露姐
其他方面而言可谓坏到极致。”这是慢条斯理的“蟑螂”说的。<br>
　　“杨汉我操你妈！你们记不记得校运会上他给我们级钦定的口号？‘绿色和谐’？谁绿啊？你杨
头顶绿？妈的。”这是暴躁的“黑人”说的。<br>
　　“要说杨汉最操蛋的莫过于考试时间安排了。上次考试他特意让我们比高一晚开考，还不让提前
卷，结果高一比我们早十分钟考完，吃完了我们的午饭。杨汉大概脑子有坑。”又有谁这么说。<br>
　　骂完杨汉，大家四下看看，我们这一群人基本都是仙山一中的学生，于是大家便又聊起仙山一中
：<br>
　　“之前学校禁快递，你们不会真以为是家长举报吧？”<br>
　　“我反正是不信。各方说法还互相矛盾，学校连‘境外势力’都搬出来了。要我说，能在仙山一
碰到境外势力，我们倒也可以为仙山一中感到自豪了。”<br>
　　“据说是省教育厅的人下来巡，看到大家围在快递车旁边取快递，就和覃艮木说了句：‘像菜市
一样。’覃艮木马上拍板禁了快递，怪不得他这种人能当校长。”<br>
　　“也就是当年做他前任闰晴初的校长秘书的时候溜须拍马的工夫。都是湖南人，搞关系自然有一
。现在仙山一中是湖南人的天下了。看，校长覃艮木，副校长毛光军，杨汉——都是湖南人。”<br>
　　“别在校外说这事，太伤学校形象了。”<br>
　　我一惊——杨白露已经到了。<br>
　　“你们啥时候到了？”我问。<br>
　　“刚到三秒。”有一个同学答。<br>
　　“大家都一家人，闲聊一下不是很正常吗？”我刚开口想岔开话头时，有人反问。<br>
　　杨白露有板有眼地接着说：“在校外，我们可代表着学校的形象。我们可不只是我们自己，我们
是仙山一中的学生。”<br>
　　然而我们首先是我们自己。我这么想着。但在这欢聚场合，我还是把话咽了回去。这时我弟却欢
一声，从人堆里拉出一个小孩，和他一起玩了起来。<br>
　　“小心点，别摔着！”我喊。<br>
　　“小心点，别摔了。”杨白露说。看来这是他弟。<br>
　　“哎露姐，呃，杨白露，最近学校饭堂好像减量供应了，搞得我们经常没饭吃，你能不能帮忙让
爸反映下？”有人说。看来，已经没人打算只把他当作自己的同学了。“杨汉儿子”这冠冕显然比“
们的同学”的名牌更耀眼。<br>
　　“这……学校也有苦衷。得用学校的眼光看问题嘛。”<br>
　　这下没人理杨白露了，他参与聊天，让人很不舒服，然而大家聊天时杨白露又总是掺进来“替学
考虑”。于是我们分散成小集体，三三两两一组地聊天，这下杨白露终于被孤立了。我却悚然发现，
自己竟也和杨白露一样，成了形单影只的人。高一为重点班拼死奋斗的一年并非如我所想的那样什么
没留下，而是削去了中法用三年为我裹上的开朗外皮，暴露出孤僻的内里。<br>
　　我于是想和陈健伟多聊几句，可有杨白露在旁边，总觉得说什么都不自在。因为聊天者化整为零
气氛比杨白露来以前冷清了不少。<br>
　　“扑通”一声，我看见两个小孩都摔在地上，大概是被什么东西绊了脚。他俩已经过了哭哭啼啼
年纪，很快就站了起来，连身上的灰也不拍，就又追着玩了起来。我与露姐，我与杨白露隔绝到这地
了，但我们的后辈暂时还是一气。<br>
　　再这么待下去也无益，只是徒增愤怒与抑郁。我便简单地与陈健伟道了别，拉上弟弟要走。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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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白露的弟弟没什么不舍，我拉他走，他也就跟我走。这年纪的孩子，朋友是很多的，弟弟不会抓着
个不放。<br>
　　去哪儿呢？我无意义地在校园里漫游。中法的小卖部早已如它校小卖部一样，被一纸公文封闭。
过被铁栅栏切割得支离破碎的门口看，室内空无一物，只有生锈的货架能记述这了过去的样子。偌大
学校里已经没有了一处能让我找回过去的自己的可有所寄托的地方。<br>
　　……<br>
　　电台？<br>
　　或许除了电台。是的。早该去电台了。经过装修，现在的电台应已焕然一新了，不过即便如此，
地重游的我总该能发掘出什么过去托付给我的东西。对了，我毕业前把自己的水壶忘在了这里，电台
同学会帮忙保管吗？<br>
　　然而，行至电台，眼前的景象却与想象大相径庭。电台的门大开着，因为门锁已锈坏了，里面的
切也还都是老样子，连我的水壶也原样摆在台上，里面的水恐怕也是两年前的高度。我想开灯细看，
当我打开开关的那一刹那——<br>
　　“啪！”跳闸了。也难怪。电台保持大门敞开，风吹雨淋了两年，里面的一切早已不堪使用了。
br>
　　我拿起我的水壶。水壶在桌面上蹭下一层灰，我凑近看，却不由得咳嗽起来。借着手机闪光灯的
光，我才发现桌面上的不是灰，而是霉菌的菌丝。靠墙的桌角甚至长出了蘑菇，灰色的伞帽长到了硬
大小。电台里的万物，铁的生锈，木的发霉。若不是电台位于背阳面，想必还会长草。<br>
　　确实，里面的一切都能让我有所寄托，却也只能给我寄托。它们已经失掉了它们本来的职能，因
不再有人会在这里工作，不再有人会以此为寄托。<br>
　　一股寒气从里面袭来。毕竟是背阳面，电台往日也常不开空调。可如今的这股寒气里却还带着真
的孢子，让人有些起鸡皮疙瘩。<br>
　　总复习已经开始了。我们正好复习到了柳宗元的《小石潭记》。初中的时候，我总无法记住它，
在总算能熟背了。身体体验了“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也就不需要大脑费神。既然“其境过清，不
久居”，我便也只好“记之而去”。只是电台里没有石壁，我也没有毛笔，干不了柳宗元那样的活，
好打开手机胡乱拍照。<br>
　　我带着弟弟出了校门，坐上公交车。这次回中法，总还是不尽兴。其他同学大约也会这么想。回
校本是一次机会，能让大家都做回初中生，暂时逃避于眼前的现实。然而今天大家都没法做回初中生
是因为中法泯然于众了么？是杨白露扫了兴么？<br>
　　我又想起杨白露的弟弟来。每个人都曾有童真，这童真使他们得以跨越阶级的隔阂，无视家族的
景，忽略见识的长短，仅凭着体格与纯粹的智慧而分出高低。是童真消失后才由门第见识取代，还是
第规训本身让童真消失呢？这个问题令我头疼。我只知道，不同门第的孩子们最后总会形同陌路，富
家孩子会定穷人家孩子的罪，穷人家的孩子会罢富人家孩子的工。有时，穷孩子要革富孩子的命，富
子得砍穷孩子的头。<br>
　　再想到他们的朋友，我忽然担心起来了。他们能不珍惜地结交与抛弃朋友，是因为他们能随时再
一个来替代。随着年龄增长，结交朋友越来越难，我们便只能抱着几个朋友不放，生怕遭到抛弃，好
现在这时的体力工人与程序工人们因为难找工作而再不敢离开公司。<br>
　　塞车了。公交在路上半天没动。<br>
　　我越来越焦虑了，一年后的高考突然迫近在我的面前，我害怕我的未来会变成年纪更大的人们那
，和别人争得你死我活却两败俱伤。这大概也就像眼前的路，其实善城区本是有很多路的，走的人多
而无人去修，也便堵得无路可走。<br>
　　</p>
<h2 id="后记">后记</h2>
<p>　　本文作于 2019 年 5 月 30 日。途中，我于 6 月 6 日大病。下午带病回初中，回家因头孢副
用上吐下泻。最终，本文手稿完成于 6 月 15 日。本文电子稿于 2019 年 6 月 17 日开始输入，至 20
0 年 6 月 15 日完稿（正好一年，嘿嘿）。本文除后记共计 11299 字。<br>
　　现实中我并未见到“杨白露”的伤疤，他也没和我哭。并没有人撮合“欧绮君”和“陈健伟”，
“欧绮君”确实早已订婚，“陈健伟”也确仍单身。“中法学校”确实有一个位于校长室旁的豪华厕
，我们也曾在那儿偷纸巾，但“郑超祥”并不会准时如厕。6 月 6 日我回母校时，无人同行。</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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