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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栏获全国报纸
副刊专栏评选一等奖

说到一锤子买卖，我们可
能会回想起那些不愉快的出
游经历。那么美的风景，却有
几个做着一锤子买卖的商贩，
破坏了我们的好心情。仔细
想来，这些商贩其实是智慧不
够的可怜人啊。

尼采《论真理和谎言》中有
段话让我很震撼：“在那散布着
无数闪闪发光的太阳系的茫茫
宇宙的某个偏僻角落，曾经有过
一个星球，它上面的聪明的动物

发明了认识。这是世界历史的
最为妄自尊大和矫揉造作的一
刻，但也仅仅是一刻而已。在自
然做了几次呼吸之后，星球开始
冷却冻结，聪明的动物只好死
掉。”我想到，我们来到世上，不
也是在和这个世界做着一笔很
微不足道的一锤子买卖吗？这
笔买卖，在自然的“眼”里，渺小
到简直可以忽略不计。想到这
里，不禁悲从中来。

“雨后的黄昏，就像泪洗过

的良心”，悲哀有时可以净化人
的心灵。我们意识到自身的渺
小，但可以“知其虚无，守其笃
爱”。明知是一锤子买卖，也用
心去做，用爱去做。不久前我
有一次坐火车短途旅行，坐在
身边的老人一定要将好吃的柚
子分我一半。我们之间很少交
谈，更没有互留电话。我吃完
柚子就下车了，他还要再坐几
站。我和他是真正的萍水相
逢，此生基本上不会再见，但他

给我的这半个柚子，会留在我
的记忆里。

一锤子买卖也会反转，尽
管概率很小，但也不是完全没
有可能。比如，那个卖你假手
镯的商贩，恰好旅行到你所在
的城市，又恰好到你的店里买
东西，他已认不出你，而你当然
还记得他，于是你就有了一个
快意复仇的机会，当然你也可
以 选 择 放 弃 ，甚 至 是 以 德 报
怨。再比如，那位分我柚子的
老人，有可能某天在北京街头
让我遇见，我会请他到家喝杯
茶。这该多么有意思啊。

一锤子买卖
太阳快落山了，冯奶奶还没

回家。她坐在三儿子冯茂才院门
前的门斗上，背靠着门框，两眼呆
呆地望着远方。

远方是空旷的田野。晚秋风
凉，秋风卷起黄叶不断扑打在冯奶
奶身上，冯奶奶也不管，任它们滚落
到自己怀中，然后随风而去。冯奶
奶没穿棉袄，身上三层单衣，风吹过
来的时候，冯奶奶身子微微打战。

冯万里走过来：“三嫂，这么
冷，怎么不回屋？”冯奶奶说：“没
有钥匙。”

“三娃呢？”“地里去了。”
“那三娃媳妇呢？”“回娘家了。”
“三娃在哪块地里？”“后山。”
冯万里绕到后山去找冯茂

才。远远地，看到他弯着腰在挖
水沟，冯万里喊：“三娃过来！”

冯茂才立马扛起铁锹小跑过
来，他有点怕冯万里。在冯家庄，
冯万里是族长，很有权威。

“天都黑了，你先跟我回去，
有话跟你说。”冯万里铁青着脸。

二人走到门口，冯奶奶站起
来，冯茂才打开锁，三人前后进门。
一进堂屋，冯万里就把门关上。冯
茂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赶紧倒
水让座，客气得不行。冯万里不喝
也不坐，问：“怎么不让你妈进门？”

“没有啊，我走的时候她在大哥家
里，我是想干完活回来再去喊她。”

“她是你妈，怎么没钥匙？”“原
来是有的，后来收回来了，怕丢东
西。”“丢东西？左邻右舍都是几百
年的街坊，没听说谁家丢过东西。
你妈一个大活人看不住家？再说
了，就你这个家有什么可偷的？”

冯茂才理屈词穷，可怜兮兮望
向母亲。冯奶奶哭了：“她二叔，都
是我不好。前几天，我把鸡窝里的
几个鸡蛋收到我枕头底下，被三娃
媳妇搜到，说我偷她家鸡蛋。”

冯万里纳闷了：“你把鸡蛋搁

自己枕头底下干啥？”
“说起来丢人，这些日子我老

是四肢无力，想是身体太虚了，就
趁家里没人藏几个鸡蛋，准备做
饭的时候煮了吃，补补身体。”

“你想吃鸡蛋，跟儿子媳妇明
说啊，他们能不叫你吃？”

“没有啊。我每次轮到他家，
十天都吃咸菜，吃得我腿软，路都
走不动。”冯奶奶三个儿子轮着管
她吃饭，每家十天。

冯万里问冯茂才：“你家日子就
这么苦，前几天还卖了两头猪哩？”

“也不是只让她一个人吃咸
菜，我们全家都吃咸菜。”

“你们全家吃咸菜，也不能让
你妈吃咸菜。从今天起，只要你妈
轮到你家，每天给我保证一个鸡
蛋，能做到不？”

“要是我大哥二哥能做到，我
就能，否则我没法对媳妇交代。”

“你就管你自己，他们的事有
我管，也别说你媳妇，我就问你能不
能当家？”

冯茂才面带难色，勉强点头，
但还有些不服气：“村里比她老的
比她小的老人家多得是，谁也达
不到一天一个鸡蛋。”

“我跟你说，一九五九年闹饥
荒，每人每天只发一碗米汤。你妈
的一腕只喝两口，其余都分给你们
三兄弟。后来等上级发粮食的时
候，你妈饿得嘴都张不开，米汤都
喝不下了。那时候你才两岁，不记
事。就凭这个，你每天从身上割一
块肉给你妈吃也不过分。”

冯茂才扑通一声跪在母亲面
前，边哭边用手扇自己的脸：“妈，
我错了，我不是人！”

管 事
□胡正彬

溧河洼村有两个同年同月
生的人，胖的叫徐伯龙，瘦的叫
周伯虎。两人从穿开裆裤就在
一起玩。小时候，他俩喜欢玩
一种叫“四路棋”的游戏，棋盘
是在地上画的，棋子是捡起的
土疙瘩。两人棋艺相当，互有
输赢，谁也不服谁。

二人长大后还是喜欢下四
路棋。农闲之余，有时坐在村
东老榆树下，有时坐在村西大
青石上，两人经常杀得天昏地
暗。而“观众”只有一个人，就
是村里的栗瞎子。栗瞎子眼睛
看不见，在一旁听两人下棋。
每次听到徐伯龙和周伯虎嬉
闹，栗瞎子也跟着哈哈大笑。

不知不觉，两人的儿子相
继大学毕业，一前一后到政府
机关上班，又过了些年都当上
领导。徐伯龙的儿子是纪检干
部，周伯虎的儿子是教育局局
长。两人的儿子都很孝顺，经
常回溧河洼看望父母。

徐伯龙与周伯虎还是喜欢
对弈，经常一边下棋一边谈论
打虎拍蝇的快事。有时旁边除
了栗瞎子外，还会有一些或熟
悉或陌生的人来观棋。这些人
不是来求徐伯龙说情，就是来
求周伯虎帮递个话。两个老头
不紧不慢地对弈，谁说话也不
理，直到相求的人一个个焦急
地离开。

徐伯龙和周伯虎既斗棋又
斗嘴，从小到老都是这样。一

天，周伯虎忽然发现一个新情
况，踢了徐伯龙一脚：“死胖子，
什么时候把烟给戒了？”徐伯龙
嘿嘿一笑道：“抽烟有害健康。”
周伯虎明白徐伯龙的心思，故
意打趣道：“哟呵，胖子好烟抽
腻了。”

徐伯龙反唇相讥：“我哪像
你这瘦猴，能有局长进贡。”周
伯虎瞪他一眼：“打铁必须自身
硬，纪检干部也没有天生免疫
力。”不久，徐伯龙也发现了新
情况，“瘦猴，你什么时候把酒
给戒了？”周伯虎咧嘴一笑：“年
纪大了，总喝那些东西对身体
不好。”

这天，来凑热闹的人不只
栗瞎子一个，还有四五八个人
围在棋盘跟前眼巴巴地看着。
徐伯龙瞟了一眼周伯虎，似笑
非笑。周伯虎立时会意，故意
压低声音说：“龙哥，要是哪天
我家局长遇到麻烦，你可要帮
忙啊。”

徐伯龙大声说：“放心，我
一定帮忙让我儿严办！”

听到这赤裸裸的对白，围
观者都红着脸走了。剩下早已
白发苍苍的栗瞎子，突然大喝
一声“好棋”，然后抬手向徐伯
龙和周伯虎各比了一个赞。

好 棋
□羊 毛

中午，苏建国喝了点酒，八
成醉。借着这点醉意，他找到周
武：“兄弟，这么多年了，哥给你
添过麻烦吗？”

周武是苏家村村主任，小时
候下塘洗澡溺水，是苏建国冒死
救了他。这事周武一直记着，可苏
建国从来不找周武办事，不给他
报答的机会。“哥你别急，有啥事
进屋慢慢说，我一定帮你分担。”

苏建国欲言又止，一脸为
难。“尽管说，只要不是要我脑袋，
啥都好办！”周武开起玩笑，想让
苏建国放松心情。苏建国咬了咬
牙道：“我这日子实在太紧，想吃
个低保。”

周武呆住了。办低保对他来
说只是举手之劳，问题是苏建国
不符合条件。“我知道自己有个
条件卡在那，可邻村很多家庭条
件不错的也都吃上低保了。这辈

子哥就求你这一件事，你看着办
吧！”苏建国说完，也不等周武回
答，转身走了。

周武知道苏建国确有实际
困难。他在一次车祸中受过伤，
干不了重活，妻子又因为糖尿病
需要长期吃药，家里收入少开销

大。但他们已经出嫁的独生女儿
是公务员，干部家属是不能吃低
保的。

一个月后，苏家村低保名单
公示。接下来好几天，苏建国见
了周武都绕着走。这天，周武将
低保存折送到苏建国手里。苏建

国很意外，“名单里不是没有我
吗？”“大哥，谁都知道你不符合
条件，要是上了公示名单，不早
被人拽下来了嘛。”

苏建国恍然大悟，一时又喜
又愧，眼泪都下来了。周武走时
再三交代：“这事千万说不得，说

出去会有大麻烦，可说不得啊。”
苏建国连声道：“放心放心，打死
都不说出去。”

半年后，由于群众对违规吃
低保问题意见很大，有关部门决
定进行一次彻底清查，违规低保
户一律取消，弄虚作假的村干部

要严肃处理。消息传来，苏建国
肠子都悔青了。他倒不是怕取消
低保，而是怕连累周武。

不承想直到检查组离开，苏
家村也没有查出任何问题。苏建
国放下心来，对周武的手段佩服
得五体投地。得意总会忘形，有
一天苏建国酒喝多了，跟人讲了

“说不得”的事。事情传得飞快，
没过几天，纪委就派工作组专门
来调查周武。

调查结果让所有人大感意
外。苏建国根本没吃上低保，他
每个月领取的补贴是周武戒烟
后省下的烟钱。

说不得
□苏 淑

张文明和吴劲飞竞争质检科
科长一职。比较起来，张文明更
有优势。在质检科工作十几年，
有实践经验，有专业知识，有工作
方法，怎么看科长一职都非他莫
属。但吴劲飞也不可小觑，人际
交往能力强，与厂领导关系亲密。

有人给张文明出谋划策：“你
得给厂长送点礼，或者找关系递
个话。”张文明不以为然：“我凭的
是能力和本事，有钱也不送，有关
系也不用。”结果真让人说中了，
吴劲飞当了科长。有小道消息
说，吴劲飞为击败张文明给厂长
送了 2万元现金。

吴劲飞走马上任刚两周，质
检科就出了事。两名工作人员疏
忽大意，吴劲飞也没发现问题，没
能把好产品质量关，导致 5 位消
费者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厂里
赔偿了一笔巨款。

因为这起事件，主管部门调
走了厂长。吴劲飞作为直接负责
的中层干部不但被免了职，还记
了一次大过。质检科科长职位又
出现空缺。

新厂长很快上任。又有人提
醒张文明：“这回机会来了，努努
力，千万别再错过。可别再像上
回那样犯傻，该送就送点吧，该找
人就找找吧。”张文明没吱声。其
实这次要托关系他还真托得上。
新任厂长和他姑妈的表哥是大学

同学，关系特别好。他只要知会
一声，表哥肯定帮忙。

这次吴劲飞丧失了竞争资
格，又有一个同事介入进来，其工
作能力和水平也不错。有人再次
提醒张文明走捷径，张文明仍然
坚持原则：“如果厂长想找能干事
肯干事会干事的人，肯定会考虑
我的。”

几天后，科长人选公布，又不
是张文明。

这天，厂长把张文明叫到办
公室，开门见山道：“你和吴劲飞
的事我都听说了，你是个真干事
的人，更是个正直的人。”张文明
心想：“说这些有什么用，你不是
还用别人了吗。”

厂长话锋一转：“我刚调来就
从你表哥那里知道你们之间的关
系，可你竞争科长却没找他说话，
有关系不用太难得了。没让你主
政质检科是因为有更重要的职务
在等你。厂里的纪检书记老秦近
期要调走，我准备跟上级打报告，
建议提拔你当纪检书记，直接进
厂班子怎么样？”

张文明回答：“只要和我表哥
没关系，我就同意。”

坚 守
□阿 金

欢迎关注微
信公众号，更多
内 容 见 正 义 网
（www.jcrb.com）
“郑海啸专栏”。

雷人图片（之四百二十六） 万 方

妙语

▲不要轻易用尽全力，
以免发现用尽全力仍然解
决不了问题。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你也应该打开美颜相机欺
骗生活。

▲成语新解之远交近
攻：孩子做作业时，离得远
一点还能交流交流，离得近
了，想不攻击都难。

▲收到一个陌生人的
好友请求，验证消息写的
是：通过是一种礼貌。

▲发呆是唯一不用付
费的宇宙遨游，音乐是唯一
不用离家的出走。

▲最近的人生写照是：
饭后百步走，夜宵好胃口。

▲最近相亲了一个女
孩，我妈特喜欢，我爸也特
喜欢，最后两人认她作了干
女儿，说我配不上她。

▲“心眼”这东西很纠
结：想多了是小心眼，想少
了是缺心眼，一直想就是死
心眼。

▲当代青年大概可分
为四类：1.爱了不该爱的人，
心中满是伤痕；2.犯了不该
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3.尝
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
相信的人；4.感到万分沮丧，
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段味

▲去外地出差，晚上我
开开心心地拿着在外面买
的食物回到酒店，准备上楼
大吃大喝。结果大堂经理
恭恭敬敬地跟我说：“您好，
请叫客人下来取餐吧。”

▲几个同事一起吃饭，
一同事说最近运气差，想去
拜财神。我接口道：“说到
拜财神，不知道这是好兆头
还是不好，我上次刚拜完财
神，就从庙前的阶梯上摔了
下去，摔了十几级，还好没
大事。”另一同事说：“可能
财神是想告诉你，能活着就
不错了，你还想要钱？”

▲老总亲自开车带我
们集体去唱卡拉OK。开着
开着，突然迎面跑来一只汪
星人，速度极快。大家都吃
了一惊，还好老总及时踩住
了刹车，那只汪星人竟然也
刹住了。我大笑道：“哈哈，
没想到狗狗还会刹车。”后
来，我就不在那家公司干了。

▲看到家里很久没拉过
的小提琴，不禁想起我的小提
琴老师。记得当年，他曾恳切
地嘱咐我说：“日后不到万不
得已切不可在别人面前拉
琴。如果实在推脱不了，你就
说是自学成才，没有请过老
师。”这种淡泊名利的谦谦风
度，现在回想起来依旧令我肃
然起敬。

（瓜子 整理）

雷

雷

领什么福利吗

这个字真少不得

2018 年 3 月 24 日 18 时，深圳市光
明区马田办事处新围商业街 16 栋 311
室外墙空调安装现场发生一起高坠事
故，造成一人死亡。经调查，死者蒋某
所在施工队未取得营业执照、无合法营
业资质，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特种作
业人员蒋某无高空作业证等资质。

今年以来，全国高空作业等特种
作业事故频发。有分析指出，特种作
业人员无证上岗是导致安全事故的根
源，一些从业人员只付出 10 元至 1800
元成本，就能拿到一本含金量很高的
特种作业操作证。这些“特种作业人
员”存在文化水平较低、安全意识较
差、缺乏处理事故隐患能力等问题。

深圳市光明区安监局认真贯彻落
实《国务院安委办关于开展打击假冒
特种作业操作证专项治理行动的通

知》及上级相关文件精神，对辖区工矿
商贸行业领域的特种作业操作证真伪
进行查处。执法人员高态势、零容忍，
严执法，从 7 月 25 日起，全面清理查处
安全生产领域弄虚作假现象：一是治
理伪造、变造、买卖特种作业操作证的
不法分子，严厉打击假冒特种作业操
作证的违法行为；二是对假冒政府网
站从事虚假信息兜售、制假售假行为
进行治理；三是对生产经营单位不查
验特种作业人员持证情况，默许特种
作业人员无证上岗或持假证上岗进行
治理，督促生产经营单位严格落实安
全生产主体责任；四是对特种作业人
员涂改、转借、转让、冒用特种作业操
作证等行为进行治理，依法打击使用
假冒特种作业操作证的违法行为；五
是对安全培训机构、考试机构默许或

协助特种作业人员持假证参加复审换
证进行治理，规范和完善特种作业操
作证培训、考核发放环境。

此外，该局通过在线举报电话，形
式多样的宣传活动，专项培训，印发 1
万余份折页派发企业等形式，动员企
业开展特种作业自查自纠，指导企业
进行特种作业证件真伪查询，曝光特
种作业违法典型案例，提高企业对特
种作业真伪的认知度，为专项监督活
动开展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截至目前，光明区安监执法人员
已对 531 家生产经营单位、2 家培训机
构完成特种作业证自查自纠工作，发
现假冒证件 14 人，责令整改 5 家，停产
整顿 1 家，罚款 20000 元，发现假冒网
站 2家，查处培训机构 2家。

（麦见烽 胡翔）

广东省深圳市光明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对特种作业证弄虚作假零容忍严执法
为深入贯彻落实十九大报告提出

的“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建设高
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增强干部队
伍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
要求的能力”等要求，深圳市光明区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坚持“四个着力”，始
终将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作来抓，坚
持从严要求，打造一支讲政治、能战
斗、守纪律的干部队伍。

着力抓好思想教育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坚持把思想政
治建设摆在首位，着力抓好党性修养
教 育 、党 纪 法 规 教 育 和 理 想 信 念 教
育。他们将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列为“第一议题”，通
过开展知识竞赛、知识测试等多种形
式，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促使全体干部

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着力强化监督管理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定期召开民主
生活会，把班子成员廉洁从政情况作
为重要议题。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党内
监督制度，严明组织纪律性，强化全体
干部廉政勤政意识。同时，立足工作
实际，不断完善健全中心各岗位廉政
风险防控机制和项目交易风险评估机
制，实行风险隐患日排查制度和特殊
时期日报制度，从源头上减少和预防
腐败问题发生。

着力促进履职担当

加强建章立制工作。制定中心内
部岗位责任制、项目经办人责任制和督

查督办工作制度。严格执行并建立长
效机制，将才能与岗位相统一、职责与
权力相统一、考核与奖惩相一致，明确
岗位职责，强化组织观念、纪律观念和
责任意识。鼓励担当有为，鞭策渎职不
为，确保干部队伍全面正确履行职责。

着力加强日常管理

贯彻落实习总书记“要把严格管理
干部和热情关心干部结合起来，推动广
大干部心情舒畅、充满信心、积极作为、
敢于担当”的指示要求，中心领导班子
着力加强日常管理，开展经常性交心谈
心活动。结合动态考察和定期分析干
部工作，及时了解掌握干部职工思想动
态，加强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有针对
性地抓好思想教育，持续改进干部纪律
作风。 （陈斌 陈婷）

广东省深圳市光明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四个着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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