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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瓜夸出新意

方 圆 大 观

方 圆 大 观

本专栏获全国报纸
副刊专栏评选一等奖

陈贻焮先生是研究杜甫的
名家，《杜甫评传》逾百万字，是
迄今关于杜甫最详实的考证和
论述。陈先生写杜甫，以致左眼
失明。一次，他的博士生朱琦写
了一篇读书报告，批评陶渊明
的精神世界就是遁入内心世界
自我安慰。陈先生读后，让女儿
把朱琦叫到家中。朱琦看到，陈
先生往日笑微微的样子不见
了，而是眼角湿润。朱琦这才想
到，陈先生最喜爱的古人就是

陶渊明，喜爱得只字不曾著文
论说。

“你嘛，我很喜欢；陶渊明
嘛，我也很喜欢。没想到你那样
看待他。”陈先生从没有这样激
动过，声音都有些颤抖。

“其实，我也喜欢陶渊明的
诗，可是……”朱琦支吾着没往
下说。

“可是什么？有谁比他活得
干净？你告诉我，他生活在那种
时代，还有什么更好的路可以

走？”陈先生生气地问道。没等
朱琦回答又说：“你大概就喜欢
嵇康那种激烈抗争，对不对？嵇
康可贵，陶渊明就不可贵了？世
上做嵇康的人不多，做陶渊明
的人也不多。人要活得淡泊并
不容易……”

那天，陈先生说了很多。然
后让师母做了顿好饭，让朱琦
美餐一顿，笑着说“以此表示歉
意”。饭后，师母悄悄告诉朱琦，
先生昨夜彻夜未眠。

罗膺中先生也对杜甫深有
研究，是西南联大校歌作者，
一次在文学史研究班上讲到陶
渊明，忽然联系到某杂志上的
一篇文章，标题是“酒鬼陶
潜”，从来不生气的他这时竟
控制不住情绪了：“如何评论
古人，代表着一个人的学养和
道德品质，也是他对待祖国文
化所持态度的表现，随意厚诬
古人以突出自己，这只是表现
他的无知、无耻，是中华民族
的不肖子孙！”

说到陶渊明，如此动感情。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说到陶渊明
规划处牛处长最烦答卷子，

而每年需要答的卷子却不少，比
如质量管理、环保认证、安全管
理，还有法律法规、党建知识等等
不一而足。一年下来，怎么也要答
几十份吧，以前在基层工作可没
有这么多的“副业”。

牛处长刚调到规划处任处
长，第一次见到卷子时，尽管文秘
小胡连答案都一起给了他，他还
是皱着眉头甩出一句话：“对着答
案抄一遍也记不住，没啥意思，还
是由你代劳吧。”小胡脸显难色但
又不好意思拒绝，点点头就算同
意了。当天下午，小胡把答好的卷
子拿过来，请牛处长在姓名处签
上字。

牛处长拍了拍小胡的肩膀说：
“年轻人做事就是快，今后需要我
答的卷子都由你来吧，你办事我放
心。”小王强颜欢笑回复一句：“谢
谢领导的信任。”从此，小胡就成了
牛处长的“专职”答卷人。

这天，小胡像往常一样替牛
处长答完卷子，签名后交到人力
资源处。马处长看了他一眼，拿出
一份上级党委下发的关于加强干
部管理的文件，将其中持续改进
干部作风一节指给他看。只见上
面写着：各种答卷、笔记、心得体
会等，均需领导干部亲自书写，不
得出现替写、代写等问题。马处长
用手指敲了敲文件，又敲了敲卷
子，意味深长地笑了一下。

小胡自然明白，忙道：“我这
就回去和领导汇报。”

牛处长听了汇报，一脸不以
为然道：“以前都是你代我写，如
果一下子换过来，反而容易被人
家认出。今后该怎么弄还怎么弄，
上面批评我全权负责。”这话算是
给小胡吃了定心丸。

第二天，又一份答完的试卷
摆在牛处长面前，他签好字递给
小胡。小胡正要转身离开，牛处长
突然说：“你回头手写一篇朱自清

先生的《背影》，我想认真拜读一
下。”

小胡心里纳闷：网上有的是
电子版，下载打印一份就成了。但
既然处长开了口，那就必须自己
手写，没啥好说的。回到办公室，
他搜到《背影》，认真抄写了一遍，
交给牛处长。

一个月后，上级派督察组来
公司督导检查，工作做得细致全
面，就连三年来领导干部答过的
试卷都要进行抽查。检查要点之
一就是按照前期文件的要求，查
一查到底是不是领导干部自己答
卷。牛处长幸运地被抽中了。小胡
把消息告诉他时心里惴惴不安，
小心翼翼地问：“处长，这可怎么
办，咱俩的字迹不一样啊。”

牛处长轻松地摆摆手：“你看
咱们用的都是一次性签字笔对
吧，只要笔一样就没事。”

小胡茫然盯着牛处长手中的
笔，百思不得其解。

当天，督察组的人过来，请牛
处长入座，让他在一张白纸上签
个字，然后对照一份答过的试卷
看了看，签字没有问题。牛处长又
被要求写一下问答题的第一行，
他熟练地写了出来，笔迹基本一
致。督察组人员最终确认：卷子确
实是牛处长亲自答的。

督察组离开后，小胡立即走
了进来，他已从“内线”那里知道
了牛处长通过了。

没等小胡提问，牛处长从抽
屉里拿出那份手抄的《背影》，又
从办公桌小柜子里取出一摞纸递
给他，“怎么样，我功课做得还行
吧，功夫不负有心人啊。”

小胡一看，每张纸上都是模
仿自己字迹的抄写。

有心人
□刘关张

吴县长从会议室出来上卫
生间，回来的时候突然在过道
停下来，摸摸衣兜，又抖了抖
手，神情有些沮丧。见吴县长走
回来，挤在过道里为会议服务
的几个年轻人再次向过道两边
靠去，为他留出空间。

吴县长冲他们举起右手晃
了晃：“你们几个谁有烟？今天
开会来得急，忘带了。”几个年
轻人你看我我看你，没人答话。
吴县长似笑非笑道：“啥烟都
行，有没有？”

小许迟疑着掏出一包烟，
抽出一支递给吴县长。“火。”吴
县长把烟叼在嘴里，低头弯腰
向小许凑过去。小许慌忙掏出
打火机，为吴县长把烟点上。

吴县长一边抽烟一边沉思，
再没说话。烟抽完，他把烟头在
垃圾桶上捻灭，走回会议室。

小罗问小许：“你给县长抽
的烟啥档次？”小许脸微微红了
一下，“是我自己抽的，十块钱
一包。”几个人一听都笑了。小
罗不屑地说：“这种烟你也敢给
县长抽，我二十块一包的都没
敢往外拿！”

小许一脸窘迫，辩解道：
“知道你们的烟都比我的好，我
不是看他着急嘛。小邓，你的中
华为啥不拿出来？”小邓笑道：

“我当然不能拿，万一吴县长
说，你档次不低啊。我咋回答？”

当天回到家，小许一夜没
睡好。

几天后，吴县长下基层调
研，办公室派小许跟着服务。走
进一户农家院，吴县长和一个
老汉握手寒暄。老汉拿出一包
烟，“领导辛苦了，抽支烟吧。”
吴县长抽出一支，小许赶忙掏
出打火机给他点上。几个人在
桌边坐下，吴县长问长问短，小
许快速记录。无意间，他瞥见放
在桌上的烟盒，心中暗笑：五块
钱一包。

一上午走了七八户人家，
小许特别留意，发现人们给吴
县长让的烟，最贵的十块钱一
包，最便宜的三块钱一包。而吴
县长来者不拒，什么烟都吸得
有滋有味。

回城路上，吴县长发了一
通感慨：“同志们啊，咱县看来
是真穷。我原先工作的那个县，
下去调研，群众让的烟没低于
二十块的。今天去的这几户，最
贵的烟十块，还有三块的。对
了，咱机关干部还抽十块钱的
烟，说明干部工资也不高啊。任
重道远，任重道远！”

听了这话，小许脸上火辣
辣的，心里却涌起一股暖意。

没过多久，干部圈里就传
开了：新县长没有架子，很亲
民，啥烟都抽。

让 烟
□石广田

卖馓子的姓刘，瘦高个，头
发枯黄，说话总像嘴里含着东西。
她老婆正相反，说话像机关枪。

老街拆迁改建，馓子刘得了
一套商品房，在小区对面的菜市
场买下一间门面房炸馓子。馓子
炸好，他装上三轮车骑到外面卖，
老婆留在店里卖。他家的馓子粗
细适中，酥香可口。

前段时间，馓子刘突然买起
了彩票，每轮都要买上几注。他
老婆认为彩票不靠谱，就时刻盯
着他。馓子刘跟她斗智斗勇，以
前天一黑就回家，现在八点多才
见到人，老婆经常满大街找。找
馓子刘并不难，三轮车停在哪家
投注站门口，他准在里面。

这天，老婆在一家投注站外
面看见那辆三轮车，骂骂咧咧冲
进去。馓子刘以为换了这家较远
的投注站会平安无事，正聚精会

神看着墙上的走势图。老婆把他
手里刚写好数字的纸条夺走，撕
得粉碎说：“卖馓子卖到这里了，
你做梦还没醒呢！”馓子刘干笑
着，也不敢说什么。

投注站老板时常开馓子刘
的玩笑，催他快买快走。也有彩

友吓唬他，走到身后说一句“你
老婆来了”，馓子刘一哆嗦，抬头
见门口没人，也不生气，拿着小
本子继续问别人买什么号码好。

每天出摊前老婆把馓子过
数，馓子刘交出的钱必须和卖
出的馓子对上号。不过馓子刘

自有办法对付，一袋馓子十块
钱，明明卖出这个价，报账时
却说人家讨价还价了，每天私
藏几块钱不成问题。当然也可
以短斤少两，但馓子刘说：“黑
心钱不能赚。”

两个月前，馓子刘在附近一

家投注站里低头写号码。忽然屋
里鸦雀无声，老板小声说：“她来
了。”老婆龙卷风般扑进来，馓子
刘却只看了一眼，就转头继续在
小本子上写数字。

众人瞪大眼睛，等着好戏开
演，可馓子刘的老婆居然笑着说：

“天不早了，我喊他回家吃晚饭
呢。”以前她可不是这样，把大家
都当作仇人，好像馓子刘买彩票
全是他们的错。

老婆走到近前，馓子刘字正
腔圆地说：“你怎么来了？”老婆
柔声道：“你胃不好，饿了会难受
的，先回家吃饭，明天再买吧。”
馓子刘慢吞吞把小本子揣起来，
买了五注号码，然后昂着头往外
走，老婆紧跟其后。众人呆若木
鸡。

有人问馓子刘是不是中过
大奖，他羞涩地笑道：“不是大奖，
只有三千。”

馓子刘
□祁和山

年丰登帮石半山老两口劈
柴，石半山一直坐在门槛上看着
年丰登。年丰登干完活，正准备离
开，石半山忽然拉住他的手，呵呵
笑道：“你真好，谢谢你啦！”年丰
登心头一热：看来老人的病有好
转。他正要回答“不用客气”，却听
石半山说：“大锤，你这个干部我
服气。”原来石半山还糊涂着呢，
将年丰登错认成老支书年大锤。

石半山的老伴出来呵斥道：
“老石，你别装疯卖傻，耽误人家
丰登书记工作。”“没事的，大娘，
我大爷他不是装疯卖傻，县医院
的医生说这叫失忆。”石半山像个
孩子似的对年丰登恋恋不舍，年
丰登谎称一会儿来教他玩手机，
这才得以脱身。

因为儿子儿媳长年在外务
工，石半山老两口成为空巢老人。
年丰登是年庄的村支书，平时除
了忙于村务，还经常上门照顾村
里留守的老人和孩子。石半山一
直将他错认成年大锤，每次年丰
登上门，石半山都笑嘻嘻对他说：

“大锤啊，你这个干部我服气。”
年大锤是年庄的老支书，一生

清正廉洁、吃苦耐劳，与群众打成
一片。尽管他已去世多年，村里老
一辈人都还十分敬重他，也念着
他。每次被石半山错认成年大锤，

年丰登都会在心里暗下决心：一定
要成为年庄的第二个年大锤。

一年过去，在年丰登的带领
下，年庄的各项工作都在全乡领
先。乡党委让年丰登介绍经验，年
丰登开口第一句话就是：“年庄的
工作能得到组织认可，我首先要
感谢一个失忆老人。”

这天，年丰登又像往常一样去
为石半山老两口劈柴。干完活正准
备离开，石半山又拉住他的手呵呵
笑道：“你真好，谢谢你啊！”年丰登
心疼地看着石半山，以为他又将自
己错认成年大锤了，却听石半山拍
着他的肩膀说：“丰登啊，你这个支
书比大锤还要好！”

年丰登惊喜万分，盯着石半
山，审视着他的眼神。老伴以为石
半山又在说胡话，呵斥道：“老石
你又装疯卖傻了，别耽误人家丰
登书记工作。”石半山眨了眨眼
睛，说话时像个天真的孩子，“我
没说错啊，他是年丰登，他这个支
书真的比大锤还要好。”

“大爷，你好了！”年丰登心潮
起伏，激动地将石半山搂在怀中。

服 气
□羊 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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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四百二十八） 万 方

路痴

▲大王怕我回不来，
不敢叫我去巡山。

▲出门遛狗，回家靠
狗，人送外号“撒手丢”。

▲每次朋友问我“你
在哪”，我都说“我怎么知
道我在哪”。

▲最讨厌别人跟我说
东南西北，为什么不能说
前后左右？

▲每次打车，司机师
傅问我朝哪拐时，我都好
紧张。

▲朋友找我，问我具
体位置。“你前面是什么？”

“路。”“后面呢？”“也是路。”
“那你旁边有什么？”“树。”

▲ 你 们 不 要 小 瞧 路
痴，在路痴眼中，一条路正
着走和反着走是不同的，
白 天 走 和 晚 上 走 是 不 同
的，夏天走和冬天走是不
同的。这是一种一般人体
会不到的横看成岭侧成峰
的魔幻境界。

段味

▲ 在 长 途 客 运 站 下
车，发现有很多小三轮等着
拉客。一个骑三轮的大妈问
我：“坐车不？”我等人来接
我，看了她一眼没说话。“小
伙子，你去哪啊？”她又问。
我不耐烦地喊：“出国！”大
妈愣了一下：“那我拉你去
机场吧，快上车！”

▲电梯里，一男一女
在吵架，好像是女的要买
包，男的嫌贵。“不给我买是
吧，我跟你说，想给我买包
的人多了去了！”“拉倒吧，
你自己长啥样儿心里没数
吗？”“我这样咋了，我长哪
样了？”“你卸了妆比她还难
看。”谁，他们在说谁？

▲ 几 个 朋 友 一 起 逛
街，看到电线杆上有个重
金求子的广告，我问一个
朋 友 ：“ 这 些 是 不 是 骗 人
的？”他说：“算你聪明，他
们会找你收体检费，说看
你基因好不好，还有什么
关系费，乱七八糟费用加
起来有好几万。”我不屑地
说：“这么明显的骗局有人
上当吗？”“肯定有啊，不然
我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

▲我爸是兽医，一天
他去给邻居胡伯伯看羊，
羊 身 上 有 刀 伤 。我 爸 问 ：

“谁这么混账，把你的羊捅
成重伤？”胡伯伯：“是我自
己捅的。”“啊？”“我路过学
校看到儿子金榜题名，回
来准备宰羊请客。一刀下
去，儿子刚好回来，说榜上
那个只是跟他同名同姓，
不是他。你看这羊还能再
抢救一下吗？现在就是杀
了，我也没心情吃啊！”

（瓜子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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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乐情何以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