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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一位师傅

罗 涌

!""!

年
#

月! 我调入四川省黔江县检察

院工作"当时!我走出大学校门刚两年!对检

察业务很陌生!十足的愣头儿青"我被安排在

法纪科!科长叫吴富友!是进军大西南的解放

军部队留下来的干部!五十多岁!身材矮壮 !

有些发福"他就是我第一位师傅!也是让我从

此扎根检察#追梦检察而矢志不渝的引路人"

我报到上班不到一周! 吴科长带着我到

离县城一百多公里的黑溪乡! 初查一件非法

侵入他人住宅案"早餐后!吴科长买了两个馒

头!让我放进包里!我不明所以!只是照做了"

随后我们足足走了一个小时的山路到案发

地!找到举报人!开始取证"证人早已出门种

地!我们只好满山遍野找寻"正午时分!初夏

的太阳晒得我们俩大汗淋漓! 我们在一棵桐

树下!对最后一名证人进行询问!吴科长问着

问着!便靠上树干睡了"他均匀地打着鼾!略

显肥胖的身躯!随着鼾声而动!那模样酷似一

尊罗汉!憨态可掬!我从心底里偷着乐"做完

笔录!已近下午三点!我们都饥肠辘辘"我说$

%村长家里已经安排了伙食!去吗&'他说$%算

了吧!情况复杂!到哪家吃饭都不合适!得注

意影响! 饿就把包里的馒头拿出来吃了吧"'

我这才想起那两个馒头!就着山泉水!我们吃

得十分香甜"这一天!我们又饿又累!但收获

很多!案件事实基本查清!体验了两条腿#一

支笔#一张纸办案的艰辛与快乐"

这年秋天! 吴科长又带着我到太极乡查

案"这个案件很特别!女儿女婿将丈母娘的尸

体运回老家!强行葬在了小舅子家的堂屋"我

们到了现场!村民挖出棺木!掀开棺盖便迅速

出去了"一瞬间!堂屋里只剩下我们师徒俩"

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现场!我顿时毛骨悚然"只

见师傅从上衣口袋拿出一瓶高粱酒! 打开猛

喝了两口!手窝里倒了一些!递给我说$%怕啥

子!小伙子!喝上几口('我喝了酒!身体有些

发热"他双手搓酒!又在脸上抹几下!拿了根

木棍!说$%老人家!对不住了哟
$

'挑开尸体上

的遮盖物! 开始报尸体特征" 我一一记录下

来! 足足用了半个小时才完成现场勘查和拍

照"根据调查结果!这个小舅子不孝!母亲去

世都不肯去看一眼!大姐一气之下才这么做"

经调解! 小舅子同意在屋后自留地上安葬母

亲!一场纠纷得以圆满解决"

那天晚上!我连做噩梦!无法入睡 "吴科

长见状!起床陪我!跟我讲故事!回忆他那些

冲锋陷阵的战争岁月" 我听得过瘾! 如临其

境"我和吴科长从此结下了兄弟情谊!我也与

检察事业结下不解之缘"

临近春节!我们又接到办案任务 "晚上 !

我们都很疲惫!旅社老板生了一盆木炭火!我

们烤着火就睡下了"不知什么时候!我被响声

惊醒!拉开电灯看见吴科长坐在地上!面色很

痛苦!我扶他起来!出门叫人"谁知刚下楼梯

便眼前一黑!不省人事!醒来时脑袋像针刺一

般疼"这时我才意识到是一氧化碳中毒!强忍

着回到寝室!打开门窗!移出火盆!叫醒房东"

这次之后!吴科长的身体每况愈下!记忆

力下降!反应也有些迟钝!大不如前"这样熬

了半年!他终于撑不住了!住进了医院"吴科

长得了脑溢血!医生说!即使能过这道坎!也

会留下后遗症" 我才知道师傅这一次真真遇

上难关!但心里总觉得他能挺过来的!还能给

我们讲他过去的故事"

下午
%

点!吴科长身体颤动了一下!轻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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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提寺的秋天

徐 蓉

%准提'是梵语的音译!意思为%清净'"准

提菩萨是佛教密宗莲华部六观音之一!相传生

有三目十八臂!主破人间惑业"

扬州有一座明代古刹准提寺!扬州籍学者韦

明铧写过一篇)悲欣准提寺*!记述了准提寺的前

世今生"一天中午!我便去准提寺看一位老朋友"

我与这位朋友!本来极为熟悉!现在却有十

多年无甚联系!同在一座城中!连偶遇的机会也

少"这样下来!曾经极熟的两人现在也似乎和陌

生人一样" 前几日高中同学聚会! 方才见了一

回!也没有过多的交流"他和以前的样子大不相

同"以前的他极为清秀!现在的他发福了许多!

许多同学竟不认识他" 我因事先了解了他的近

况!虽觉得他有变化!但并非变化很大"不过!也

许在他的眼中!倒是我和昔日大相径庭"

见过之后! 知他在准提寺里有一间屋!卖

些旧书" 有老同学就说哪天去你那里淘些书!

很有些兴致的样子"他婉言谢绝!说那些书你

们肯定不会有兴趣的"我想大约是一些线装的

可以收藏的古书! 那确实是一般人所不懂的"

以前的他喜书法#篆刻!会填词!文才极好"可

高考失利!正是失在语文"

住扬州许多年! 我竟不知准提寺这地方"

其实就在个园旁边!里面极清静!虽说是一个

民间收藏品交易市场!但极少看见人来!也没

有什么游客"

走进去!一共有四进!大约就是所谓的山

门殿#天王殿#大雄宝殿和藏经楼等四座建筑!

但里面没有任何神像!更没有其他寺庙的繁盛

香火!院内存古银杏一株!据说已经有五百多

年的历史"

人少!环境就非常好!古寺庙的天然清静!

在这一院落极有体现"有人说古寺当在冷僻之

处!人迹罕至时!方不失为一方净土"香火鼎

盛#随缘功德!说到底!总带着俗界的功利气息

!梁晴"清闲尘梦#中梅谦石语$"这里虽不冷

僻!但少有人来!卖古玩的摊位也极少看客和

买主!更显出此地的寂寥"

第一次来!就觉得这里实在是一个喝茶的好

地方!只可惜!来过几次!终没有喝成茶!我的这

位老朋友已经转了地方!我一直也没有见到他"

最后去的一次!满墙的爬山虎已从深夏的

浓绿转为初秋的浅黄!大约也只有它们在这个

秋天不疑不惑"

"作者单位!江苏省扬州市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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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小说以短小精悍著称!极富文学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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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微小说征文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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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筛子

喻建立

母亲是个手艺人! 一生做过很多手工活!

有一些还十分繁重!即便如此!母亲也都得心

应手!娴熟自如"

上世纪
.&

年代末!我家住在镇上!每年的

四五月间! 附近的生产队都要把收割后的草籽

子拉到供销社来卖!这一段时间里!母亲用筛子

筛草籽子!也挣来了微薄的收入!贴补家用"

当时! 种草籽子是为了给土地增加底肥!

在水稻将要成熟的时节!农民把草籽子撒在稻

田里!次年的春天!草籽子一大片一大片地蔓

延开来!淹没了田埂!布满了沟沟坎坎!嫩嫩绿

绿的!无比茂盛"此时!农民把长满草籽子秧的

地犁翻晾晒!灌溉进水浸泡沤烂!一块一块的

春秧水田就备好了"也有的生产队让草籽子秧

疯长下去!待成熟后收割它的种子"开花的时

候!紫红色的小花竞相绽放!一大片一大片的!

花团锦簇!花的海洋像云锦绸缎般铺展!与金

灿灿的油菜花争妍斗奇"

当时! 筛选草籽子的工具多半是筛子!作

为一种日常生活用具! 很多人可能都会用"但

是!倘若作为一种劳动工具!恐怕不是人人都

能使唤得了的"

用筛子筛草籽子是一件很吃力的活!因草

籽子颗粒虽小!但比重很大"一旦接下了人家

的活!就要赶时间做"一天或者半晌下来!母亲

常常是累得腰酸腿疼"其实!那些卖草籽子的

农民比母亲的力气大多了!可他们使唤不好筛

子!干不了这个活"用母亲的话说!虽说筛筛子

是要用力气! 最要紧的还是得讲究一些窍门!

过好四关$选筛#盛量#稳定和踅动"

筛子大小选用中号" 筛子从材质上分!有

竹篾筛子和铁制筛子+从容量上论!有大号#中

号和小号+从筛眼上看!有粗筛子和细筛子"为

了多出活!母亲选用中号的竹篾筛子!盛进草

籽子!既轻便又节省体力"

盛量适当勿过边沿" 盛进的草籽子过多!

草籽子踅动时容易跑出竹篾的边沿! 撒落一

地+盛进的草籽子太少又不出活"何谓盛量适

当呢&母亲说!将草籽子盛进到接近竹篾边沿

的地方刚好"

稳定筛子要靠腰部"盛进草籽子之后的筛

子很重!母亲先把双脚向前分开!弯下腰!站立

成外八字!形成一个扎马步的姿势!稳定重心!

端起来之后!一筛子一筛子连续做下去"

!

人生百感■

鲍鱼泡饭

柳 萌

鲍鱼泡饭到底是啥滋味儿! 它的营养价

值究竟有多高!没吃过的自然也就不知道"鲍

鱼泡饭价钱不菲我倒是听说了! 那是在亲见

作家张贤亮美餐一顿之后"

有次吴泰昌请我们几个人吃饭"席间不知

怎么说到了张贤亮!有人立刻拨通贤亮的手机!

贤亮一听马上说他立刻赶来" 打电话的人问$

%你在哪儿呢!怎么能赶来啊&'说来也巧!这天

恰好贤亮兄来北京办事!刚从银川乘飞机到北

京!此时正在保利大厦办入住手续!听说他认识

的朋友们聚会!就风风火火地跑了过来"

贤亮赶到我们用餐的酒楼! 桌子上的饭

菜已经所剩无几!泰昌想再要两个菜"贤亮听

后说$%泰昌!这样!我就要一份鲍鱼泡饭!由

我自己付钱"'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鲍鱼泡饭"

在座的袁鹰#叶楠#张洁 #吴泰昌 #吉狄马加

等!都是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人!相信他们听

后都会习以为常!绝对不会有任何的想法"

我听后则不然"首先想到的是!贤亮可能

跑累了!想吃点儿汤食+其次想的是!贤亮可

能客气!说要自己付款"因为我没有吃过鲍鱼

泡饭!想象不出这种饭的样子!更不会知道这

种饭的价钱"过一会儿服务小姐端了上来!我

一看!就是我也吃过的泡饭样子!心想这有什

么好吃的!它又能值几个钱呢&

回家的路上! 我跟泰昌一起走! 对泰昌

说$%贤亮要的鲍鱼泡饭!我没有吃过!跟别的

泡饭也差不多! 能值几个钱啊! 他还跟你客

气!非要自己付款不可"'泰昌说$%这你就不

知道啦!贤亮太会要了!你看着不怎么样!这

份鲍鱼泡饭的价钱! 都快赶上咱们这顿饭的

价钱啦"' 这时我才知道这鲍鱼泡饭这么贵"

可是这泡饭到底贵在哪里呢&

我不否认自己是个%老土'!就像有人常

挖苦我的那样!没有见过大世面"可是我也有

我的想法"比如自幼听说过的燕窝鱼翅!有机

会吃过以后并不觉得如何! 它们无非是物以

稀为贵"实际到了嘴里也不过如此"至于说营

养!那就更不必太信"

这碗鲍鱼泡饭多日来一直在我的脑中盘

旋 !我不得不向 )辞海 *请教 !书上记载说 $

%鲍!动物名"古称,鳆-或,石决明-!俗称,鲍

鱼-"鳆足纲!鲍科"我国沿海均产"自古以来

视为海味珍品!鲜食干制均可"壳可供药用及

镶嵌螺钿的材料"'后来偶然在报纸上读到一

篇文章!说作家梁实秋曾著文谈过鲍鱼!只是

一时难以找到梁先生的文章! 不知梁先生对

于鲍鱼有何高见"

梁先生和贤亮兄!都是作家中的雅士!对

于吃自然内行"他们二位如此钟情鲍鱼!相信

这鲍鱼肯定不一般"而且)辞海*中明确地说!

我国沿海均产!就说明并不是稀罕物"那么!

这鲍鱼究竟贵在何处呢& 我只能猜测是在其

营养价值上"

由此想来!任何吃的东西!无论是有营养

的!还是有毒性的!恐怕都得经常吃才会产生

效果!偶尔沾沾嘴终不会奏效"

自打亲见贤亮兄吃鲍鱼泡饭后! 我也就开

始留意酒家的招牌!有一天路过华侨饭店!看见

门前赫然亮着一块大牌子!写着$鱼翅泡饭每份

):&

元"嗬!除了鲍鱼泡饭!原来还有鱼翅泡饭!

我也就想当然地推测!大概还有燕窝#龙虾之类

的泡饭!这些都是人间的美味珍品!商家总不会

放过炒作吧"这
):&

元一份的鱼翅泡饭!价钱大

概算是便宜的!不然店家不会如此张扬"

我没有吃过鲍鱼泡饭! 不知道其味道如

何!更不知道质量怎样&我以小人之心猜测!倘

若里边鲍鱼不多!或者是使用代用品!客人花

那么多钱!只是吃了个名声!那岂不是白花大

钱&我这样担心着"

踅动筛子朝向中心"踅筛子是筛筛子的关

键动作!不能过快也不能太慢 "快了 !累人不

说!还会把草籽子踅出筛子+慢了!草籽子里的

杂物聚拢不到一起!清除不了!费时费力"母亲

踅筛子的时候!正反两个方向转!把握好快慢

节奏!如此反复!碧绿的草籽子扑簌簌地漏在

地上!掩在草籽子里面的杂物就会不断翻露出

来!聚拢在筛子里"

筛完草籽子后!卖草籽子的农民会给母亲

舀一些草籽子!算作劳动报酬!漏掉在地上的

草籽子也归了母亲!连带杂物中的草籽子荚母

亲也可以装进布袋里带回家!淘洗以后再一并

卖给供销社"

%是艺就防身!就怕艺不真"'这是母亲教

我的一句话"多年以后!我才揣摩明白!母亲心

中的%艺'指的是生活技能"她的意思是说!手

艺多了不怕! 说不定什么时候都能派上用场!

怕的是学艺不精!技不如人"时至今日!母亲的

话依然在激励着我"如何研习并精通一门甚或

多门生活技能!才是生活在尘世中的每一个人

去思考和努力实现的问题"

叶子萧萧

叶菊如

既然无法主宰，那就落下去吧
在这儿，你看：
雨声盈然，秋还只稍露头
那肉体，甚至灵魂
就已经凉了

远方远去
回顾频频的眼神远去
手掌上，波纹宛如
一棵黄昏六点后的树，在原地
守着自己。却仍怀有最初的耐心和敬意，

对春天

来不及坦白，就陷入无边的秋
这没什么好悲哀。也许
让叶子急遽、迷离而
紊乱地
飘在
梦之外，是风的来意

"作者单位!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检察院$

叫了一声!便没了声息"我的师傅走了!脸上还

带着笑容"

三天后!他的家人用车载着他的灵柩!将他

葬在他早年清剿土匪时战斗过的石会乡土地

上"我目送灵车渐行渐远!心里悲痛难言"回到

办公室! 面对吴科长空空的座位! 感觉无比落

寞!眼泪直流"我的好师傅#好兄长#好科长!就

这样永远地离开了我"就在那一刻!我决定要继

承师傅的遗志!一生奉献检察事业"

如今的我!已经年逾五旬!对检察事业的

热爱已根植于心"和吴科长相处的一年多埋下

了我追梦检察事业的第一块奠基石!我的梦从

这里开始"

%作者单位!重庆市石柱县检察院$

三“改”材料

张绍勤

小李给局长送来了写好的讲话稿! 第一

版!局长回复$%站位太低'+第二版!局长回复$

%结构不清'+第三版!终得认可"小李如释重负

回到办公室!却发现刚刚送过去的!是第一版

稿子"

"作者单位!河南省渑池县检察院$

南河初秋 湖北省谷城县检察院 王峰
/

摄

连载"三$

本栏目由文艺副刊部主办

见习编辑 李红笛

快乐检察官
&快乐检察官' 讲述了在平安县人民检察院新成立

的(案件管理办公室)发生的系列趣事*剧本用轻松的笔

墨+描写了经验丰富却胆小怕事的案件管理办公室主任

付一生+嫉恶如仇又性格急躁的副主任郑玉冰+知识丰

富又伶牙俐齿的办事员丛梅等鲜活的人物*在轻松的故

事情节中+再现了检察官乐观向上的工作状态+展示了

检察官的精神风貌,职业道德和检察情怀*让更多的群

体进一步认识,了解检察工作,检察机关,检察干警*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

制或转载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林%肖上前阻止&女人电话

响&女人接听电话$

陌生女!啊#啊#啊&!低声对

陌生男人$哥!家里来电话!让咱

俩赶快回医院"

陌生男!待会儿回来再跟你

们算账"

!男女离开& 李娇丽冲进打

印室&'嘭(地一声关上了门$

郑玉冰!看!娇小姐的脾气

又上来了!今后就有咱们的好戏

看了"

丛梅!小李是典型的%白富

美'"看把俩帅哥心痛的!整个是

%屎壳郎闻着屁味儿走'"

林,肖!这可不雅啊!是蜜蜂

闻着花香转"

付一生!郑主任!你还是耐

心点儿!主动做做工作!弄清到

底咋回事儿"

)文印室内*

!李娇丽趴在桌子上$

郑玉冰!!推门进$ 小李!生

气了&不过你是得说清楚!为啥

迟到&撞没撞人&迟到和撞人有

没有关系&

李娇丽!我没撞人!和迟到

有..没有关系"

郑玉冰!没撞人!他们为啥

找你呢&没撞人!为什么迟到呢&

李娇丽!我没撞人!我真没

撞人!唉!唉!我说不清楚!别问

了!烦死了"

郑玉冰!撞人的事儿没搞清

楚!咱暂且不说"迟到!科室成立

头一天就迟到咋回事儿&咱案管

办挂牌成立全院都参加!检察长

参加!多大的事啊!高检当场就

直接点名批评了! 如没正当理

由!就按缺勤对待!就在全院内

网通报批评你"

李娇丽!通报就通报"

郑玉冰!!生气地$好"

李娇丽!好(好(好(!又自言

自语$好人难当"

郑玉冰!行"

李娇丽!行(行(行(!又自言

自语$行又不行"郑主任!反正迟

到是事实!通报就通报!批评就

批评吧"

)付一生与郑玉冰的办公

室*

!郑玉冰气冲冲地进来$

付一生!问清了吗!怎么回

事&

郑玉冰!事没问清!人家回

答得倒挺清$%通报就通报!批评

就批评吧'"我早说了么!大小姐

脾气不好管"

付一生!那好!我马上向检

察长汇报!该批评的批评!该通

报的通报"

郑玉冰!付主任!这不还没

查清吗! 小李现在正在火头上!

谁问她跟谁急!那是气话!你也

能当真& 那真要是撞伤人跑了!

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再说了!

小李娇气归娇气!但不至于思想

觉悟这么低呀"我看!这事必须

查清!然后再依法处置"

付一生!说得对!这涉及组

织纪律性问题!是得查清!谁来

查&

郑玉冰!搞侦查!还是交给

我吧!大要案都能拿下!查此案

这不小菜一碟"

付一生!好!那就交你查办!

让小林#小肖配合!李娇丽撞了

人! 代表的可不是李娇丽个人!

那可是咱检察官!李娇丽犯糊涂

咱可不能犯糊涂!抓紧到医院去

查个水落石出"

)案件管理办公室大厅*

!陌生男女跌跌撞撞闯进

来&跪地磕头$

陌生男女!对不起!对不起"

我们真是不知情!有眼不识金镶

玉!错把恩人当仇敌"

林, 肖!!将陌生男女挽起$

别介#别介!这是咋回事儿!一阵

风!一阵雨!一会儿兴师问罪!一

会儿磕头作揖!搞得我们丈二和

尚摸不着头脑"

!付一生+ 郑玉冰二人从侧

门走进大厅$

付一生! 你们来得正好!不

要慌!不要急!我已经向领导汇

报了!你们放心!我们一定会查

清楚!给你们公正的答复"

郑玉冰! 我也批评了小李!

正让她写检查呢!对违法违纪的

人和事! 我们是不会轻易放过

的!你们就放心好了"

陌生男!错了!错了!是我们

搞错了! 是我们冤枉人家小李

了"

陌生女!请让我们真诚地给

你们说声$对不起"小李不是撞

俺爸的人"俺爸被撞后至今都昏

迷未醒! 我们误认为是小李撞

的"那人撞了我爸跑了!他听说

有位女检察官开车把俺爸送医

院抢救! 就到公安部门投了案

了" 小李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

她把俺爸送到医院还刷卡付了

#&&&

元入院费!又通知了俺爸单

位的人!就悄悄离开了!连个姓

名也没留" 您这位是领导吧&你

们这位女检察官!不仅人长得漂

亮!心也美丽!现在俺爸还在监

护室! 不过已脱离生命危险了!

今天没时间久留! 先道个歉!以

后一定专程登门致谢!还她钱"

!男女离开$

众人! 哇塞! 好感人呀(迟

到!迟到!迟到出个雷锋"

!李娇丽从文印室出来向大

厅探头&噙着泪&露出会心的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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