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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长生

市长要来镇里视察! 时间是

明天上午!就看一个参观点!就是

张村百亩大棚菜! 中午在镇里吃

一顿便饭"

张镇长接到通知后! 忧喜参

半!喜的是!这可是镇里开天辟地

的大事! 因为这样级别的领导还

是头一次来!忧的是!距离张村不

及一里的刘村! 因为土地调整问

题!有一部分人正在上访!虽然是

无理要求!可是市领导并不清楚!

要是这些人知道了! 当着市长的

面#喊冤叫屈$!可就要丢面子了%

为此! 张镇长单独把镇政府

办公室董主任叫来! 要求低调而

细致地进行安排" 为了不走漏风

声!保守机密!要求不要和参观点

的人讲是市长来! 就说有上级的

一位领导来视察! 时间上也不讲

得具体!只要准备好&随时能看就

行了"董主任悄悄地做着安排!没

开会!单线联系!彼此不相沟通!

减少种种猜疑"

第二天早上! 张镇长早早起

床! 到镇政府旁边老王头开的馄

饨店吃早点"可是!刚落座!就听

老王头在发布新消息! 说'(镇里

要有市长级别的人物来%$张镇长

一听!心头一惊'(那您说!市长是

什么时间来)$老王头说'(今天就

来!中午在镇里吃饭%$

张镇长听后!极其意外!这老

王头!不仅说出来客级别!连中午

用餐的事!都一清二楚%张镇长赶

忙回到镇里%

张镇长拨通办公室董主任的

电话! 董主任迅速来到镇长办公

室!战战兢兢地说'(镇长!哪里没

有安排好!让您如此不高兴)$

张镇长开门见山'(董主任!

我对你的信任!你是知道的%实话

实说! 市长来的事! 你都跟谁说

了!你说实话!采取措施!还来得

及%要是晚了!事态扩大!上访的

人知道了!可就晚了%$

董主任脸颊上的汗都流下来

了!面露窘色!说'(张镇长!昨天

我值班!单位里除您带班!就是我

了%我也没往外打电话!平时与亲

戚朋友联系!都是用手机!正好手

机没电了!充电器在家里!电也没

法充%$

张镇长的脸沉着!好长时间!

喃喃道'(这就奇怪了% 馄饨店的

老王头!是怎么知道的呢)$

董主任感到事关重大! 他不

甘心!好在对老王头也算熟悉!就

跑到馄饨店!买了一大碗馄饨!乘

着老王头忙活的空当!把他叫到一

边!客气地说'(有一件事!您帮一

下忙!您如实说!不管涉及到谁!都

为您保密%$

(什么事!您就说吧!我从不

说假话%$老王头乐呵呵地说%

(那好!我问您!您怎么知道

今天市长要来!而且!中午要在镇

里用餐的)$

老王头一听!乐了!说'(我还

以为什么事呢! 这事我没听任何

人说!是我的判断%这不!今天早

上我到菜市场王大妈菜摊! 进煮

馄饨用的香菜! 发现全被镇上的

仙客来宾馆买走了% 王大妈那菜

摊! 菜很新鲜! 往常镇上来了客

人!仙客来宾馆也从那里进香菜!

即使是县长来!也不过是一捆&两

捆的事% 今天突然把好几捆香菜

都买了去!我还是首次遇到%$

老王头瞅了一眼董主任!接

着说'(那香菜不过是调味的!做

菜用量很少!您想一想!要不是市

长级别的来!陪同用餐的人多!用

料也多! 能把王大妈菜摊上的香

菜!都包圆买走吗)$

三国不要杀

!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

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身体

有时候确实会成为精神的羁

绊#比如"我内心不愿做的事"

可能会因为身体受不了诱惑&

经不住折磨而改变#周国平经

常举的一个例子是'有一位母

亲为儿子的死亡而悲痛欲绝"

但她却不得不暂时停止哭泣"

因为她的肚子饿了"想吃点东

西#但是"如果没有身体"我们

的精神又该栖居何处呢$在我

们的精神还没找到更好的居

所之前"我们不得不对我们的

身体备加珍惜"无论爱恨#

!三国杀% 是一种扑克游

戏"年轻人很喜欢玩 #三国确

实是一个充满杀戮的时代#光

是曹操一个人"就不知杀了多

少人#无论郭沫若怎样为曹操

翻案"鲁迅认为曹操是 !改造

文章的祖师爷%" 我对曹操总

是喜欢不起来#钱穆说有一定

文化水平的人都应该对本国

的历史有 !温情和敬意%#!温

情%比较容易"因为这些历史

人物无论好坏"都是我们的祖

先 " 都是我们 !走不出的背

景%#但是"!敬意%在很多时候

却真的一点也没有#看到我们

的祖先杀一个人比杀一只鸡

还轻率" 还能有什么敬意呢$

我只是觉得野蛮" 太野蛮"我

们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克服

身上的蛮性#

世界历史发展到今天"不

仅仅是再也不能随随便便杀

人"就连屠杀动物都要以尽可

能文明的方式#比如 "在发达

国家"消费者是见不到现场宰

杀活鸡活鱼的#在芬兰 "买一

条鱼就像买一本书那样干净&

清爽#!君子远庖厨%并不是伪

善"而是为了让我们的心肠更

柔软 # 而我们为了追求所谓

!舌尖上%的美味"专注于!食

材%的!鲜活%"其实是野蛮的

表现*顺便说一句 !这几年的

#收藏热$&#舌尖热$! 都确证

了我们的精神空虚+%

精神的空虚往往会伤及

肉体#释迦连看到农夫鞭打耕

牛都感到痛苦不堪"而我们却

经常以伤害血肉之躯为乐#无

论是城管打人"还是群众殴打

城管"都会让我们的后人感受

不到!敬意%#

"更多内容见正义网 #郑

海啸专栏$% 网址
&++,-..///0

(1230145.,')*67).8386.8&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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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我到某局去办事%穿过

富丽堂皇的大厅时! 迎面看到一

幅镶在镜框里的大字'热情服务!

群众至上%笔迹苍劲有力!龙飞凤

舞!很有气魄%

很快!我来到局办公室!只有

一个卷发&细眉&红唇的中年女子

在值班%

我小心翼翼地问'#你好!请

问盖公章找谁)$女子瞟了我一眼!

脸阴沉着似乎要下雨!她熟练地转

着手里的签字笔!足足有
!"

秒钟!

刚要很不情愿地张嘴说话!办公桌

上的电话突然响了%女子漫不经心

地看了一眼电话!抬起纤纤玉手!

很潇洒地拿起话筒! 撇着嘴说'

#喂!哪位)什么)找交警队)你打错

了,$说完!女子一边嘟囔着#什么

玩意$!一边#啪$地挂了电话%

见女子有了空闲! 我赶紧又

小声问了一遍'#请问盖章找谁)$

女子傲慢地盯着墙上 #为人民服

务$的牌匾!刚要张开她那好像被

#

#"$

$胶粘住的嘴唇!桌上的电话

又响了--女子还是漫不经心地

看了看来电显示! 忽然像触了电

似的!刷地站起来!躬身哈腰!脸

色顿时多云转晴! 笑颜如花说'

(局长!请问有什么指示--是是

是!行行行!我马上去办,$说完!

她双手捧着话筒! 像捧着刚出生

的婴儿似的把它放在座机上%

我一看女子眉开眼笑! 以为

她心情好转! 就赶紧又问'(你好!

请问盖章找谁)$那女子听了我的

话!脸像大幕似的刷地拉下来!往

后一仰!眯着眼!终于开口说'(盖

章啊!当然是找我了%你再等会儿!

我现在要先办局长交代的事,$说

完!她起身扭着硕大的屁股!伴随

着一阵高跟皮鞋(哒哒哒$的撞击

地面声!一阵风似的离开了%

一杯茶工夫!女子(哒哒哒$

而回!刚进门还满面春风!等见了

我!脸(呱嗒$又阴沉了下来%她给

自己倒了一杯水! 边喝边说'(盖

什么章)让我看看%$我赶忙把材

料递给她% 她漫不经心地看了几

眼!忽然坐直身子!扭头上下打量

我一番!露出一丝久违的笑意!问

我'(你是市纪委的)$我说是%

女子马上站起来! 紧紧握着

我的手!哈哈笑着说'(哎呀!你怎

么不早说啊!来来来!快坐下!我

这就给你盖章,$

终于! 一个鲜红的公章印在

了材料上! 细看那材料上的公章

印迹! 像极了女子哈哈笑的那张

嘴--

去哪儿
!

三 石

周末!张山难得清闲!呆在

家里陪着儿子看电视% 电视上

正在重播湖南卫视相当火爆的

节目.爸爸去哪儿/!感觉还有

点意思%正看得起劲时!接到局

长的电话%虽然意犹未尽!可张

山不敢怠慢! 开着车飞快地赶

到单位%

局长正在电脑上斗地主 !

见张山进来!就说'#我们找个地

方去玩下!周末呆在家里!什么

事都没有!简直是无聊透顶%$

张山连忙附和'#好啊!局

长!您说去哪儿)$

局长想了想! 也没想出去

哪儿%

张山想了想!说'#要不!我

们去鱼乐山庄吧)打打牌!钓钓

鱼!喝喝酒%山庄经理老扁已经

邀请好几回了--$

局长说'#鱼乐山庄是个不

错的地儿! 老扁这家伙也很讲

义气!可我听说上个月!纪委暗

访组曾经到过那! 好几个领导

都被拍到了%这节骨眼上!不去

不去%$

张山又说'#要不我们去黄

源乡吧! 我昨天跟老杨打过一

个电话!他今天值班!正好在乡

里%让老杨陪您好好喝两杯%$

局长的脸上闪过一丝笑

意! 说'#这老杨酒量好! 酒风

正!跟他喝酒!那就两个字!过

瘾%可是!据说黄源乡在财务审

计时发现大量餐费票据! 上头

正逐一核实! 我们还是不要去

冒这个险%$

张山经过一番苦思冥想后!

支支吾吾地说'#局长!去皇冠会

所行不)听说那儿来了好些俄罗

斯小姐!个顶个的漂亮%$

局长一听!便不高兴了!指

着张山骂道'#你呀! 说你傻你

还不服气%皇冠是什么地方!我

这身份!敢随便进去)认识我的

人那么多! 一不小心让人给撞

见! 用手机拍下来! 再发到网

上!我这局长就当到头了%$

张山委屈地说'#眼下!紧

箍咒那么多! 哪儿都有眼睛盯

着!哪还有好玩的地儿)$

局长见张山噘着嘴! 也觉

得自己这无名火发得有些不

当!便笑了笑'#好了好了!你说

得也有道理!如今!哪儿都不好

玩!哪儿都不安全!就是好玩!

也玩不踏实%$

张山绞尽脑汁地想! 可实

在是找不到又好玩又踏实的地

儿%

就这会! 局长突然关了电

脑!站起身来!一拍桌子说'#好

了!我们走%$

张山急忙问'#局长! 我们

去哪儿)$

局长没有好气地说'#还能

去哪儿) 回家! 老婆孩子热炕

头!尽享天伦之乐%$

#好咧,$ 张山一路小跑下

楼开车%

甩 卖
!

周国华

李欢到临湖市约老同学

陈诚吃饭%李欢很健谈!席间讲

了这些年来的经历%

李欢没考上大学!刚开始

在工厂里做过几年!嫌干得没

劲!就摆了个服装摊 !直到近

几年才算步入正轨!开起了品

牌店%

陈诚想尽尽东道主之谊!

却被李欢抢先把单买了%李欢

说他现在有的是钱! 别墅!豪

车!啥都有!不在乎那点小钱%

李欢的品牌店开在闹市

区!装潢十分考究 %刚开张那

阵子!店里很热闹 !但没过半

个月! 就很少有人去光顾了%

因为李欢经销的是一个国际

品牌 ! 价格贵得让人直吐舌

头!都是好几千块的%

陈诚不免替他着急%店里

的营业员比顾客还多 ! 这生

意!咋做)

陈诚的担忧很快得到了

验证%不出三个月 !专卖店里

里外外贴满了海报' 亏本价&

出血价&跳楼价--

全场一到三折,全城轰动

了,不知从哪里钻出来那么多

人!把李欢的三间店面都挤爆

了%

不到一个星期! 李欢的店

里衣物全卖完了!就连模特架子

上的样品也被卖了出去%李欢结

清了店员的工资!准备离开%

陈诚带着全家人请李欢

吃饭%喝到兴头上 !李欢红着

眼说'#你是我最好的哥们,$

李欢告诉陈诚!他跑过很

多城市!也遇到过很多同学和

朋友%这些人在他生意好的时

候 ! 领着亲戚朋友过来占便

宜!而看他做不下去时 !就跑

得无影无踪了%

陈诚说'#别说了!吸取教

训吧!你还会站起来的%$

李欢拿出一盒东西! 说'

#老同学!你那身旧西服!也该

换换了%$

陈诚打开一看!盒子里装

着一套西服! 标价六千八%陈

诚说'#你都这样了!还--$

#哈哈!别客气啦!只有你

配穿,你们真以为我做生意亏

了--$

陈诚一愣!疑惑地看着李

欢%

李欢说'#这些年!我专门

买工厂的库存服装!再到处开

专卖店!这么做 !比直接摆到

服装摊上卖要多赚好几倍

哩%$

李欢抢先买了单!拍着陈

诚的肩膀说'#老同学!这是商

业秘密 ! 你可千万不能外传

啊,$

')

语

"

我们喜欢仰慕别人

的幸福#乍一回首"却发现

自己也被别人仰望着 &羡

慕着#

只是"你的幸福"常在

别人眼里" 却不在自己心

里#

"

成熟不是心变老 "

而是眼泪在眼里打转 "却

还保持微笑#

"

爱情就像攥在手里

的沙子"攥得越紧"流失得

越快#

"

也许上帝让你在遇

见那个适合的人之前遇见

很多错误的人"所以"当这

一切发生的时候" 你应该

心存感激#

段 味

"

气温开始升高了 "

与大家分享我亲身体验过

的三个解暑良方'

第一" 想想你喜欢的

人"心凉半截(

第二" 想想自己的银

行存款"心拔凉拔凉的(

第三" 想想自己的岁

数"后背嗖嗖窜凉风(

"

晚上下班回到家 "

见两岁的儿子蹲在洗衣盆

里哇哇大哭#

我问老婆'!儿子怎么

了$怎么哭得那么伤心$%

老婆苦笑说'!他想用

盆把自己端起来#%

"

回家经过 漆 黑 巷

子"碰到打劫#

我问劫匪'!你知道我

是谁吗$%

劫匪'!我不知道你是

谁"我却知道你为了谁#%

!为了谁$%

!为了秋的收获"为了

春回大雁归#%

"

不好"前面查酒驾"

我刚喝完酒出来"早知道不

走这条道了#距离交警越来

越近"心脏突突地跳"手心

里全是汗"想要逃跑"但前

面都是警察"跑也跑不了#

轮到我了" 对着测试

仪吹了一口" 机器疯狂地

鸣叫"这下完了)

突然"警察对我大吼"

一边去"走路的"跟着凑什

么热闹 (啊 "酒喝多了 "忘

记了今天没开车(

"

老婆为了让老公早

点回家"出台制度'晚上
!!

点准时锁门(

第一周" 老公按时回

家#

第二周"老公又晚归"

老婆按制度把门锁了 #老

公干脆不回家#

老婆郁闷" 后经高人

指点"修定制度'

!!

点不回

家"我就开着门睡觉(老公

大惊"从此准时回家#

"菡萏 整理&

本专栏获全国报纸
副刊专栏评选一等奖

雷

雷

有小孩的家长们注意了(

我已经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