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喜迎第二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

“我与粮食的故事”继续等您来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
记者 郑松波

本报讯 为迎接我国
粮食领域最为重要的展
会——第二届中国粮食
交易大会。从5月30日
起，河南省粮食和物资储
备局委托大河报社备下
丰厚奖品，开展《我与粮
食的故事》文艺作品征集
评选活动。

此次征集的文艺作
品共分两个类别，分别为
文章类和摄影类。具体
要求详见大河报5月30
日AI·05版刊登的《“喜
迎第二届中国粮食交易
大会——我与粮食的故
事 ”文 艺 作 品 征 集 启
事》。目前征集活动仍在
进行中，参赛作品请发送
邮 箱 ：zglsjydh@163.
com。发送时请在邮件
标题注明：姓名、“我与粮
食的故事”。投稿者需要
在邮件里注明真实姓名、
通讯地址、邮箱、手机号
码、身份证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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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致力于以全媒体
矩阵为用户提供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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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评论 关键词 高考钉子户

□本报评论员 赵志疆

距离2019年全国高考仅剩
几天时间，在千万名考生中间，
有一位来自成都的考生，因为参
加了22次全国高考而被封为“高
考最牛钉子户”，再过几天，他也
将迎来人生第23次高考。这个人
名叫梁实。在成都市沙湾路附近
的一个茶楼里，每天早上9点茶
楼一开门，52岁的梁实便会准时
出现在这里，抱着一大堆复习资
料开始一天的高考复习，一直持
续到晚上10点才回家。

茶楼环境安静舒适，除了日
常复习功课，梁实还可以在这里
谈事谈生意，这也是他选择茶楼
的一个原因。梁实不但是“高考
最牛钉子户”，而且是一个成功
的商人，经营着一家建材公司，
年利润曾经超过百万元。备战高
考阶段，梁实专心复习，建材生
意则交付于他人打理。梁实表
示，“如果考不上，哪怕是到了80
岁，走不动了我还要考下去！”
这份霸气，既出自对高考的执
着，更是源于经济实力的底气。

面对媒体，梁实表示：围绕
自己的大学梦，我就尽最大的努
力去实现它，让人生不留遗憾。

有一年高考前，梁实举着一块牌
子接受了采访，上面写了一句
话：“没有读到大学，人生就是残
废的。”看到这样的宣言，你是不
是感到很吃惊？有统计数据显
示，从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累
计毕业的大学生有11518.2万
人，粗略计算，如果拥有本科文
凭，你的学历就已经超过了95%
的中国人。按照“高考最牛钉子
户”的宣言，“没有读到大学”的
他们，人生怎么突然就“残废”
了？

文凭歧视屡见不鲜，但是，
这种歧视来自同样没有文凭的
人，这不得不让人感到荒诞和滑
稽。梁实简单粗暴的高考宣言，
实际上建立在对多数人羞辱伤
害的基础之上。以自我否定来践
行歧视，以羞辱别人来替自己

“圆梦”。“高考最牛钉子户”留下
的到底是励志佳话，还是暴戾语
录？

显而易见，梁实不只是一个
考生，更是一个商人。相比起不
谙世事的学生来说，商海浮沉多
年的他，有足够的商业头脑去经
营高考这门“生意”。不出意外的
话，梁实今年多半还会落榜，“高
考最牛钉子户”的记录仍将延

续。从运营投入的角度衡量，年
复一年做这样的“无用功”，无疑
是一桩赔本买卖。但是，如果从
注意力经济的角度综合衡量，也
未必不能“失之东隅，收之桑
榆”。

因为年复一年参加高考，
“高考最牛钉子户”已然成为一
个知名的身份标签，流量为王的
当下，这本身就是一笔资源财
富。持续的舆论关注度，对于学
生来说，或许并没有太多实际意
义。对于商人来说，意义则大不
一样。为了“圆梦”高调前行的商
人梁实，难道真的不知道其中的
奥秘？

退一步说，即使梁实真的只
为“圆梦”，也大可不必去挤高考
这个千军万马的独木桥。当下，
各类成人教育、老年大学比比皆
是，如果有心于学，完全可以从
中挑选自己感兴趣的专业和学
科，何必年复一年将大把时间浪
费在中学基础学科上？更重要的
是，大学录取率不变的前提下，
如果梁实真的“圆梦”成功，那就
必然意味着一个年轻学子魂断
梦碎。

同样是参加高考，“高考最
牛钉子户”为的是锦上添花的梦

想，年轻学子则是为寻找一个放
飞理想的舞台。为了衣食无忧者
的梦想，就毁掉为未来生计奔波
的舞台，这是不是很残忍？当然，
你可以说共同高考是鼓励竞争，
但学以致用才是高考作为人才
选拔机制的终极取向。学无所
用，又何必去挤高考这个竞争惨
烈的独木桥？换一个轻松的方式
难道不好吗？既可以将有限的时
间精力用在更多感兴趣的学业
上，也可以避免浪费不必要的社
会资源。

“高考最牛钉子户”的执着
值得尊敬，但他近乎偏执的做法
令人不敢恭维，至于“没有读到
大学，人生就是残废的”这样的
宣言，更是让人无力吐槽。这到
底是为了挑战自我，还是为了挑
起关注？这注定是一个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的问题。但有一点却是
可以肯定的，在学历歧视屡见不
鲜的现实背景中，有人至今仍身
体力行着歧视而不自知。更有甚
者，基于歧视的自我否定，甚至
被认为是一种励志佳话。

这种价值取向和社会氛围，
才是真正值得警惕的。

“高考最牛钉子户”：
以学历歧视来证明自己？

自活动开始之后，
本报接到来自全国各地
的投稿多达 50 余篇。
下面节选一些优秀稿
件，以飨读者。

土地 父亲 粮食
□作者 葛白水

……
过了几年，伴着麦香，我长

大了，懂事了，也能和父母一样
手握着镰刀割麦子了。父亲那
种欣慰我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
了：家里又多了一个劳力！每到
麦收时，我总是和父亲一起下
地、一起收工。那时当我站在地
头望着那一大片金色的麦浪时，
心里总是嘀咕：天哪，什么时间
才能割完啊？可父亲和乡亲们
的脸上总是洋溢着丰收的喜
悦。到了晚上，吃了妈妈擀的西
红柿面条，就又和父母和妹妹一
起来到地里，借着朦胧的月光，
把麦子一捆一捆地堆到架子车
上，再一趟又一趟地拉回碾光的
场里。到现在，那种燥热和着汗
水和麦芒的味儿还能够真切地
浮现于我的鼻翼间。

……
我在土地里洒过汗水，是土

地微薄的收成养育了我。没人
能够知道我对这土地爱得有多
深，更没人能够理解我一生都离
不开这土地。因为我是大地的
女儿，我的根扎在这里。我爱这
深情的土地，就像我爱自己的父
亲一样深沉。

母亲为我做贼
□作者 李荣欣

……
母亲出生在佃户家庭，

解放前家里穷，该读书识字
的年龄，她是每天拎着荆条
箩头给牛马割杂草、给人畜
剜野菜；该刺龙绣凤的岁
月，她是每天场里、地里丢
了锄头拿杈把、丢了铁锨拿
木锨，干着男子汉的活路，
荒了女儿家的本领。粗陋
的生活，造就了母亲大度的
性格，她从不说人闲话，不
道东家长西家短，不贪占人
便宜，借人粮面，她总是平

碗来，尖碗去。母亲就是凭
着她的这种气度，赢得了大
家的信赖。解放后，村里选
举贫协代表，尽管母亲连个
正经名字都没有，大伙还是
把 那 神 圣 的 一 票 投 给 了
她。可她清白的一生中，竟
因为我这个不争气儿子、为
了一把粮食做过一次贼！
母亲已仙逝多年了，可如今
每当夜阑人静时，想起她老
人家，我心中就隐隐作痛。
不过，我这一辈子再也没糟
蹋过一粒粮食。

土家人的豆腐年
□作者 葛泉

……
过年的气氛中最富有代

表性的莫过于推过年的豆腐
了，再穷的人家，豆腐是不可
少的。一进入腊月二十五，
家家户户就将准备好的黄
豆，如果有十斤黄豆，就会用
七斤制作豆腐，三斤制作豆
豉。然后分头用清水泡一
夜，将黄豆泡得大约比原来
要涨一倍时，就会把豆子在
石磨上磨。大人推石磨磨，
小孩就用小瓢喂，“吱吱呀
呀”的声音就成了山寨动人
心弦的小曲。那年代是没有
专门的豆腐铺的，所以过年
豆腐必须自家准备。因为平
时总是忙，做这些又是很费
时间的，山民们不可能误了
农时吧，而冬日里相对闲些，
再说又到过年了，家家都要
准备准备的。

玉米情结 生活感怀
□作者 赵四清

……
大人们准备第二天上学

的干粮时，我也在盼着哪一
天能吃上白面馒头或白面烙
成的油饼。能吃到油馍大概
是小时候最最幸福的事情。
母亲答应烙白面油饼的时
候，饥肠辘辘的我就会提前
守在锅台前，看着烙油饼的
过程。和面、擀面、切葱、撒

盐、抹油……一个程序都舍
不得错过，为的就是在油饼
烙成的时候第一时间大快朵
颐。

婚后，我和大多数男人
一样，不爱做饭，但却时不时
展示烙油饼的厨艺，这点小
出息时常博得媳妇的夸赞，
她哪知道，都是贫穷倒逼的
小本领，终生都难以忘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