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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鄉清城有 3 所高中，二中是
重點高中，本科率最高。
二中的 4 個火箭班的學生都是千挑
萬選：先在進入學校的學生裡，以中考
成績前 300 名為基礎，劃為 6 個重點班
，其他 10 個普通班學生再劃片招收；
每學期期末考試後，滑出前 300 名的重
點班學生被踢出，擠進前 300 名的普通
班學生則擁有了進入重點班的機會；第
一學年結束，文理分科，以文理分數重
新排名，產生兩文兩理四個火箭班，兩
個理科火箭班每年“一本率”接近
100%。
對於清城的家長來說，自己的孩子
進入二中的火箭班，就意味著邁出了進
入重點大學的第一步，是很長臉的事。
這種嚴苛的淘汰機制幾近殘忍，所
有二中的學生，自入學起，便被推搡著
向前走，巨大的壓力猶如懸在頭頂的重
錘，鬆懈半分，就可能被擊落。這是一
場一個人對所有人的戰爭，每個班級內
的競爭都如火如荼，課間休息時走廊空
無一人，看不見的硝煙彌漫在學校每個
角落。
我曾是二中重點班的一員，那三年
的單調生活，就像一張素淨的紙，沒有
寫字，卻滿是格子：每天 6 點半天還未
亮就起床，開始晨跑、早讀，課程總是
滿滿的，晚自習也絲毫不敢懈怠，吃飯
要小跑著去，食堂座位不夠，跑得慢的
，只能在操場或走廊站著吃。
每天回到家都是晚上 10 點多，有
時作業寫不完，或者咬牙給自己加任務
，入睡時間又拖到 11 點半，高三時睡
眠時間則延遲到後半夜 1 點——我聽說
，有的同學可以熬到 3、4 點睡。
為了清淨，高三班級被安排在教學
樓頂層，每個班門前都貼著紅色的橫幅
：
“不苦不累，高三無味；不拼不博
，高三白活。”
“提高一分，幹掉千人。”
橫幅上還簽著每個人的名字。
我高一那年，高考前一天，即將離
校的師哥師姐們進行了一個壯觀的告別
儀式，書本、試卷的碎屑和紙飛機從 5
樓的走廊上被拋出，紛紛揚揚，漸漸覆
蓋樓前的操場，白花花的一片，嘈雜的
起哄聲此起彼伏，在樓層間回蕩嗡鳴，
低樓層的學弟學妹們則都擠在樓道裡看
熱鬧。此時，4 個火箭班卻異常安靜，
他們正在打掃考場衛生，他們教室對應
的樓前，也是乾乾淨淨。
我仍然記得，當時班主任劉軍站在
3 樓的走廊上，指著 5 樓的火箭班對我
們說：“看到了嗎？那就是火箭班，終
究是和別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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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軍在二中擁有很高聲望，往屆學
生提起他時，總是讚不絕口。他的好不
僅在於教學，更在於精神引領。開學第
一天，他就站在講臺上對我們說：“你
休息的時候，別人都在努力，最後只能
落後於人。”
二中的生活極規律，少有活動，高
三學生更是停止一切娛樂，枯燥久了，
難免厭倦、懈怠，而劉軍最擅長的，就
是給學生輸送雞血。每週一開班會，其
他老師都是講講注意事項，讀讀檔，劉
軍卻會給我們放網上下載的勵志紀錄片
，或將一些高考逆襲故事列印出來，發
給全班閱讀，再配合他之前所教學生的
案例，每次都講得慷慨激昂，鏡片背後
的眼睛閃著銳利的光芒。
入學第一周，劉軍就記住了全班人
的名字。他善於觀察，學生稍有失常，
就會做一對一談話，我剛入學時成績很
好，但在激烈的競爭裡，倍感壓力。劉
軍把我喊到辦公室，先泡了一杯茶，聊
了聊最近學習的知識，委婉地點出我的
狀態不好。
他那關切的眼神讓我放下了戒備，
我捧著熱茶，將煩惱一傾而出。他側著
頭耐心聽著，不時點點頭表示理解，聽
我講完，又不緊不慢地教我規劃時間、
調整心情。末了，他沉吟片刻，輕輕對
我說：“在我心裡你是要登峰造極的學
生。”然後，順手塞給我一盒英語單詞
卡，拍拍我的肩膀，笑了笑。
回到教室後，我忽然覺得輕鬆許多
。那段時間，我走路時攥著英語卡，連

臉淡然地說。
劉軍立刻去查了監控錄影，錄影裡
只有白凝一人，她戴著黑色的帽子和口
罩，不緊不慢地走進辦公室翻找試題，
然後連帶著答案一樣拿了一份。
“吳潔呢？”
“她在外面放風，防止其他人進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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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們鋌而走險，只為進火箭班
夢裡也在解題，疲憊時，看到劉軍鼓勵
的目光，又滿血復活。
當然，被如此點燃的，並不止我一
個。有次學校徵文比賽，題目是《我最
喜歡的一個老師》，10 篇優秀作品中，
7 篇都寫的劉軍，他在作文裡被比作燈
塔、加油站。晚飯休息時間，劉軍在操
場打籃球，女生們還會特意圍過去看。
白凝是我的好朋友，我們一起經過籃球
場時，總會故意大聲喊“劉老師好！”
，劉軍向我們招手示意，我們就更加挺
胸抬頭地走過去，那是一種與了不起的
人物有關係的虛榮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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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軍非常看重白凝——重點班的女
生一般都是我這樣清湯掛麵的短髮，穿
著打扮隨意，可白凝卻鶴立雞群。她相
貌漂亮，長髮的發尾微微燙過，束成高
馬尾，一張精緻的鴨蛋臉，笑眼彎彎，
鼻子、嘴巴都小小的，又很會打扮。校
規有規定，週一至週五必須穿校服，白
凝便將褲腳挽起，露出纖細的腳腕，以
顯示她的不同。等周日下午回校上晚自
習，她就換上了自己的漂亮衣服。
我初中便和白凝相識，那時她還十
分樸素，綁著長長的麻花辮，戴著簡單
的紅色塑膠髮卡，穿著背帶褲，特別愛
笑。初中時她家裡發生了一些變故，再
回到學校就像變了一個人，雖然也常笑
，但更多的是沉默的微笑。我和白凝雖
是好友，卻感覺與她隔了一層紗，她把
太多煩惱都埋在心裡不肯說出口。
白凝剛進高中時，成績十分優秀，
第一次月考，就沖進班級前 5 名，但之
後偏科嚴重，物理總是不及格，每週測
驗，她總是在當場宣讀的“末位名單”
裡。那些幸災樂禍的目光投到白凝身上
時，她總是埋頭趴在桌子上，一言不發
。我想說幾句話勸勸她，白凝卻搖搖頭
說：“我想自己待一會兒。”
大家討論物理問題時，白凝也沒法
參與，只能在一旁默默地聽，有的地方
白凝聽不懂，講題的人就會一臉不耐煩
，充滿鄙視。“我以後一定要學文科。
”有天晚飯之後，白凝趴在走廊的欄杆
上，望著漫天的星空對我說。
高一第一學期結束，迎來了普通班
和重點班的第一次調換。
開學的第一天，我們班裡的最後 5
名學生背著書包離開教室時，班裡安靜
得連呼吸聲都能聽到，所有人都低著頭
，不敢去看他們臉上的表情。我坐在窗
邊，偶然與走出教室的人眼神相對，那
個男孩面無表情，一臉淡漠，似乎想扯
一扯嘴角，卻又放棄了。我望著那些離
開的背影，單薄而寂寞，沮喪與失敗將
他們裹挾而去。
有人戰敗離開，也有新的勝者背著
書包走進教室，高興地蹦蹦跳跳。新來
的勝利者是三男兩女，吳潔是其中的一
個。她個子高挑，校服上用丙烯顏料畫
著大大的動漫人物，十分扎眼。她從容
地走上講臺，自信地自我介紹，站在一
旁的劉軍贊許地點頭。
新同學的加入帶來了活力，有一陣
子，班裡甚至不像以前那樣沉寂了。但
很快，問題就來了，普通班的紀律不如
重點班嚴格，作業也相對較少，剛轉來
的同學不適應，總是完不成作業，抄襲
的風氣漸漸起來了。由於淘汰機制，重
點班的學生本來就對別人持有戒心，不
願意給別人講題，更不願意借作業給別
人抄，常常發生衝突，最嚴重的一次甚
至差點動起手來。
一次物理課的小組討論，物理課代
表作為小組長，看白凝一直一言不發，
便主動讓她發言。白凝講不出來，小組
長就不屑地哼了一聲，無視白凝，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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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別人發言。沒想到吳潔的脾氣一下子
被點燃了，下課後揪著小組長的領口把
他摁在桌子上，逼他向白凝道歉，直到
他連連求饒才放手。
“吳潔像什麼樣子，小太妹似的！
”那件事以後，班裡的大多數女生都對
吳潔敬而遠之，只有白凝和她成了形影
不離的朋友，我與白凝也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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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學期即將結束，分班考試近在
眼前。每個人都要選擇文理方向，我毫
不猶疑地填了理科，白凝卻一直猶豫不
決。
雖然二中的文科火箭班也算優秀，
但比起理科還是相差很遠。文科的不確
定因素太多，未來就業方向也不如理科
有優勢，因此班主任大多會勸重點班的
同學們選擇理科。
白凝很想選文科，卻遭遇劉軍阻攔
——就學校目前的狀況而言，就算是文
科前幾名，也甚少考上 211、985。那段
時間，劉軍常常把白凝喊到辦公室，一
對一地做工作，勸她放棄文科。白凝心
情也很糾結，連飯也吃不下，我看到她
在走廊裡默默地流淚，而吳潔一直陪在
她身邊。
白凝甚至瞞著劉軍，趁他不值班的
日子偷偷請晚自習的假，翹課去參加藝
術播音類的面試和培訓，希望走播音的
院校，盡可能利用自己的優勢。
劉軍知道了這件事情，只說了一個
字：“蠢”。
他試圖和白凝交談，改變她的想法
，卻發現此時的白凝變得滴水不漏，完
全將他拒之門外，也不願說出自己的想
法。劉軍講話，她便溫和地聽著，之後
仍然我行我素。至此，劉軍也對白凝很
失望，不再管她。
然而，白凝猶豫再三，還是沒有頂
住家長的壓力，在意向表上填了理科。
選完科以後一個月便是考試，班裡
的人都開始了緊張的準備。那一個月，
同學們一個比一個到得早，有的甚至 6
點鐘就到了教室開始自習，10 點鐘下了
晚自習也不走，一直等到保安催才收拾
東西。
大家都小心翼翼地互相打量著，你
做一道題，那我一定要比你多做一道才
行，暗暗互相較勁。幾乎每個人都買了
課外習題，別人問起時，還會藏著掖著
不想告訴對方，給同學講題也越來越顯
得不合時宜——畢竟，現在人人都是競
爭對手，別人多考 1 分，可能就會把你
踩在腳下。
分班前還有兩次模擬考試，理科是
語數外理化生，以往的成績排名全部作
廢。
第一次模擬考試，年級文理科排名
分別出現了巨大的波動。白凝的文科成
績穩居年級前 20，理科成績卻掉出了
200 名開外。
按照這種排名，白凝根本不可能進
入火箭班。白凝慌了，除吳潔外，她拒
絕和任何人說話，從早到晚，總在自己
的座位上寫寫畫畫，或是趴在桌子上，
沉默地看著窗外。
出人意料的是，第二次模擬考試，
白凝的成績一飛沖天，理科成績也直接
沖進了前 10 名，而吳潔的排名也從墊
底變成了 40 左右。她倆一下子成了老
師們表揚的對象。而白凝也又開始展露
笑顏，仿佛大病初愈的病人，重新煥發
了一絲活力。
班裡卻開始議論紛紛。有人說，白
凝和吳潔用手機作弊了，才能在模擬考
中取得好成績。劉軍本就對倆人的成績
將信將疑，流言傳進了他耳朵裡，他冷
哼了一聲，告訴圍在旁邊的班委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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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定會查清她們倆有什麼貓膩。”
白凝和吳潔雖然對傳言毫不理會，
但她們平時的表現也顯出怪異：吳潔在
普通班的朋友常來我們班喊她們出去，
然後一起在空空的走廊裡嘀嘀咕咕地商
議事情，一副神神秘秘的樣子。沒人願
意招惹吳潔，也都避而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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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班考試是在最熱的幾天，一連兩
周滴雨未下，太陽灼熱地炙烤著大地，
人像被悶進了蒸籠，喘不上氣，推開教
室的窗子，便有一股股乾燥的熱氣湧進
來。
進行到第二日，坐在教室裡的同學
們已顯出難忍的躁動，奇怪的是，考場
並沒有老師執勤巡視，教室裡總有低低
說話的嗡嗡聲。
時針就要指向 6 點鐘，馬上就到開
飯時間，我正從筆袋裡拿出卡準備躥出
去，劉軍忽然一臉嚴肅邁步走進了班裡
。他直直走到白凝面前敲了敲她桌子，
又招招手示意吳潔跟他一起走。白凝正
翻著化學書，抬起頭和劉軍對視一眼，
不動聲色地合上課本，一言不發地跟著
他走了出去。
“作弊被抓了吧？”同桌向我一挑
眉，幸災樂禍地說，“活該，讓她們再
得意忘形。”
下課鈴響起，班裡的人一窩蜂湧向
食堂，而我走下樓梯時路過年級辦公室
，看到了圍著白凝和吳潔的校長和主任
，心裡突然湧起一種不祥的預感。
買完飯回來，班裡的人一個個神神
秘秘擠在一起議論著些什麼。同桌見我
回來了，把我扯到座位上，眼裡閃著驚
奇的光：“你知道嗎？出大事了！”
“出什麼事了？”
“白凝和吳潔把教務處門撬了，把
卷子和答案都偷走了，還拿去複印了很
多份，發給了好多人，普通班的被牽連
出一大串，成大案了！”
我腦子轟的一聲，突然明白了之前
白凝和吳潔之前神神秘秘的，是在走廊
裡商議些什麼了。
那天晚上，警笛聲響徹校園，事件
也震驚了整個清城。
這次分班考試是全市統考，由教育
局統一出卷。盜竊案讓教育局的領導震
怒，緊急下達指令成立調查組，進駐二
中調查，白凝和吳潔被連夜帶走，連書
包都沒有背。
清城很小，這件事幾乎是一夜就傳
遍了整個縣城，縣裡的貼吧、微信公眾
號、微博等各個平臺被這件事刷屏，
“二中重點班女生盜竊試卷”成了最火
熱的話題。
劉軍緊急召集班委開會，他疲憊極
了，幾乎是癱在椅子上向我們說明了這
件事：他一直懷疑白凝和吳潔作弊，便
在考場上對二人盯得異常仔細。他發現
進場還沒有 20 分鐘，吳潔便答完了所
有的生物題，坐在座位上無所事事地轉
筆。劉軍自己就是生物老師，對答案有
幾分印象，他走到吳潔身邊掃了一眼，
一看就發現吳潔的答案和標準答案一模
一樣。
他不動聲色地在吳潔交卷後找出答
案比對了一下，發現她的答案和標準答
案一字不差，震驚之後又去查了白凝的
試卷，發現白凝的試卷也是如此。劉軍
滿腹狐疑，喊吳潔和白凝去辦公室對質
，套了幾句話，她們就承認自己撬了教
務處的門，偷了試卷。
“怎麼撬的？”
“打電話給開鎖公司說我是老師，
鑰匙忘在辦公室了，讓他幫忙撬開。”
“怎麼進的學校？”
“我給保安遞了一條煙。”白凝一

這次試題和答案洩露十分嚴重，為
白凝和吳潔出謀劃策的普通班學生表面
說著會保密，暗地裡卻將答案複印了十
多份傳了出去，這不僅容易暴露，還成
了大型團夥作弊行動。
清城二中被迫退出了全市統考，改
用自己的試卷重新考試，全年級的人被
迫延遲 2 天放假，繼續在炎熱的夏日裡
做試卷。學生家長罵聲連連，說吳潔和
白凝是耗子屎，壞了一鍋粥。這時候，
所有二中的學生都只想趕快結束這次考
試回家，沒有人再在意最後的分班結果
。
學校裡對白凝和吳潔做出了處分決
定，白凝開除學籍，吳潔由於沒有在監
控裡露面，給了留校察看處分，其他從
犯給予警告處分。
白凝的家人一聲不吭地收走了她的
所有東西。吳潔的家人卻一哭二鬧三上
吊，請求學校不要給女兒處分，免得給
她留下污點。吳潔的母親甚至撬壞了學
校天臺的鎖，爬上天臺大喊大叫，還在
學校門前拉起了橫幅，跪地哭泣，請求
學校放過女兒，一時間又上了清城新聞
的頭條。
學校最後召開了一次校內聽證會，
對這次盜竊案做了最後的決議。我是學
生會代表，被學校喊去參加。我對白凝
既埋怨又心疼，不想踏入那扇門，看到
她最狼狽的樣子，便進去簽了到，又溜
出來，只站在門口倚著牆聽裡面的聲音
。
劉軍的聲音傳來，他大致是說，這
件事是學生不對，但更多的責任是他管
理不嚴，對學生關心不夠，導致他們走
上歧途，他願意為學生負責，希望學校
能再給學生一個機會，不要開除學籍。
隔著牆，我聽見劉軍仍然鏗鏘有力
、卻掩飾不住沉重的疲憊。經過這件事
，他仿佛一夜間蒼老了許多，頭上也添
了些許白髮，不再像從前一樣精神昂揚
了。
而學校堅持維持原來的處分，不肯
讓步分毫，一定要將白凝趕出二中。
聽證會在年級主任的最終“宣判”
中結束了，我歎了口氣，準備離開，卻
被一個熟悉的聲音喊住了。我回過頭，
是白凝。
她穿著一件純色的 T 恤，頭髮亂糟
糟的像是幾天沒打理過，和平常的模樣
不同，眼圈也黑黑的。
“你……”我一開口就忍不住染了
哭腔，“你幹嘛要做這種糊塗事啊，你
是不是傻啊你！”
“對不起，”她眼淚一下子就出
來了，“我是沒有辦法。我不想選理的
，可是我已經選了，我一定考不進火箭
班，那樣會被別人看不起，進不了火箭
班我以後就更沒希望了。我只能這樣了
，你知道嗎？我只有這條路可以走了！
我很後悔，但是我沒有辦法挽回了，我
一輩子都完了！完了！”
“你別這樣。”我抱住她，“以後
還有機會的，你一定要繼續讀書，總有
路能走的。沒關係的，真的沒關係的
……”
除了這句徒勞的安慰，我不知道該
說些什麼。但我知道，這件事終究會成
為她生命中的一個再也無法洗去的污點
。
暑假結束後，白凝離開了學校，聽
說她的父母想辦法讓她去了縣城普通高
中九中學文科。
在這個事件中，劉軍承擔著不可推
卸的責任，也不再可能繼續擔任重點班
的班主任，於是報名參加了學校的支教
項目，離開了清城。
劉軍走之前，我同他見了最後一面
。坐在燈火闌珊的操場上，劉軍問我：
“到底是哪裡出了問題？是學校錯了？
還是我錯了？最後竟然把學生教成了這
樣？”
我們在操場上相對無言，最後他歎
了一口氣，站起來垂著頭離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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