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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那辆豪华大巴的车胎爆

了! 校长对司机小刘说" #赶快把

车胎给补了! 别耽误大家上下班$%

车胎很快就补好了$ 小刘告诉

总务科长! 花去修理费
0999

元$

总务科长向财务科长说! 修理

费花了
0799

元$

财务科长向管资金的副校长汇

报" 总务部门补车胎! 维修费用是

8899

元$

副校长向校长汇报" #按照您

的指示! 车胎已经补好! 修理费共

计
2899

元$%

校长一听! 骂道" #奶奶的!

一个车胎就花费了三千多块& 你去

给我调查一下! 看谁敢如此大胆以

公谋私&%

副校长急急忙忙地转告财务科

长" #补一个车胎就花费了
8899

元! 岂有此理' 你去查查是谁在中

间吃了回扣&%

财务科长转告总务科长" #有

没有搞错 & 花
0799

补一个车胎 !

这未免太夸张了! 现在正在反腐败

呀'%

总务科长对小刘耐心地做思想

工作" #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

的优良传统! 忠厚老实是我们为人

之本$ 现在经济不景气! 我们更应

该为学校节约每一分钱$ 老实说!

维修费是多少&%

小刘吓了一跳! 坦白说" #是

我弄错了! 维修费是
:99

元$%

总务科长对财务科长说" #是

小刘报账报错了 ! 实际维修费是

0999

元$%

财务科长兴冲冲地向副校长汇

报" #小刘把账弄错了! 维修费应

该是
0799

元$%

副校长向校长汇报" #是司机

小刘把账弄错了 ! 维修费应该是

8899

元$%

校长颔首 " #同意报销 $ 汽

车司机小刘同志利用职务之便 !

以公谋私 ! 虚报账目 ! 本应给予

行政记大过 ( 但因其认错态度较

好 ! 如实客观地上报了账目 ! 从

而大大减少了维修费用 ! 故只给

予通告批评 $ 望全体教职员工能

从此事中汲取经验教训 ! 勤俭节

约 ! 诚实信用 ! 提高自身免疫能

力 ! 从而在根本上杜绝贪污腐败

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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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学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 在俄罗斯

文学史中! 普希金是个大人物" 中国文学受

俄罗斯文学影响很大!

89

世纪的中国作家与

中国读者! 普遍汲取过俄罗斯文学营养" 作

为俄罗斯闪着金光的现实主义作家! 在很长

一段时期内! 普希金的大名在中国广为传播!

其作品读者甚众"

诗歌体长篇小说 #叶甫盖尼$奥涅金% 是

普希金最著名的作品之一! 该著带来的巨大影

响! 规范了俄罗斯官话! 俄罗斯语言因此变得

高贵& 推测起来! 俄罗斯官话相当于中国的普

通话! 兹事体大& 结缘 '叶甫盖尼$奥涅金%

时! 我正在故乡读初中! 身体与心灵洋溢着泥

土气息& 因给县电台写稿! 我的名字经常响在

广播喇叭里! 所以在乡里已小有名气& 那广播

喇叭是乡里人感知外界的重要渠道& 一个十几

岁的孩子能给广播喇叭供稿子! 很神气&

给电台写稿子! 不论长短! 一条稿子一元!

只要名字响在广播喇叭里! 就意味着有钱进账&

每个月! 我都有三五条稿子被选用& 在电台!

我是优秀写手( 在家乡人眼里! 我是个会赚钱

的人! 那可是评判人优劣能否的重要标准&

距离乡中学不远! 有一条小街! 小街尽

头是乡政府驻地& 小街每天有早集! 赶集的

人很多! 进行着各种交易& 故而小街是乡里

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 有人的地方就有故

事! 在有故事的地方! 我也就有稿子写! 我

经常游荡在那里采集信息&

我记得! 那是一个阴雨天! 街上人很少!

满街黄泥巴如同磁铁! 能把人鞋底子吸掉 &

人少! 事就少! 我没有什么发现! 为了避雨!

我躲进了乡上惟一的书店& 书店是公办的 !

挂着书店的牌子! 但主要商品不是书& 可怜

的几十本书被针头线脑锅碗瓢盆挤到一个角

落里! 沦落成配角! 有些挂羊头卖狗肉的味

道& 书店的经营者是一位中年女子! 与我同

村! 名叫凤英& 她丈夫是乡供销社的电工 !

在一次事故中身亡& 她顶丈夫的指标在书店

上班& 凤英是村里惟一读完初中的女人! 算

是女秀才& 知道我是县电台的通讯员! 她对

我很客气& 书店里的书在玻璃柜台里供着 !

除了革命小册子! 就是一些养殖) 种植类的

书! 对于我这种心灵饥渴的人! 没有吸引力&

书店是我心中的圣殿! 当我发现它是一

座空城! 很失望& 这时候! 凤英不知道从哪

里拿出了普希金的 '叶甫盖尼$奥涅金%! 让

我的眼睛为之一亮& 凤英告诉我! 这本书是

一个外国人写的! 只是试着进了一本! 一直

卖不出去! 只好把它放在一边& 如果我要买!

她以进货价钱卖给我& 我怦然心动& 书价八

毛五分! 相当于我一星期的伙食费! 我没有

犹豫! 当场成交&

把书揣在怀里! 我如同得了宝贝一样跑

回家& 夜里! 在一盏油灯下! 我开始读! 慢

慢地! 一个俄罗斯苦闷青年的形象在我心里

扎下了根& 女主人公达吉雅娜的形象也在我

心里光辉起来&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那时! 我觉得我就是一

位中国乡村里的叶甫盖尼,奥涅金& 不过! 我

与他的苦闷彷徨不一样! 我用阅读让生命变

得充盈而饱满! 以写作为人生寻找出路&

知道我喜欢普希金的书! 凤英在进货时

便专门为我捎书! 统统按进价给我& 她成了

我心目中的达吉雅娜! 那书店也成了我一个

人的精神加油站& 在读过 '叶甫盖尼,奥涅

金% 以后! 我又读了 '上尉的女儿% '假如

生活欺骗了你%& 不知不觉中! 我走进了文学

殿堂! 文学成了我的精神支柱&

*人生的路虽然很长
;

可最关键的只有几

步+& 后来! 我写的诗集得奖! 进入郑州工作

相继写出了长篇小说 '城市课% '鱼的海%!

到今天又写了长篇小说 '驯风记%! 这一切都

与那段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 那是我文字人

生的开始! 虽然懵懂! 但有意义& 如果没有

那段生活! 真不知道我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

!"#$%&

郭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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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亚爽

早晨的鸟儿

立在枝头鸣啾啾

起床的她在歌唱

我推开窗户

看到冉冉升起的太阳

那是一轮轮

红彤彤燃烧的希望

我雄纠纠走到大街上

看见那川流不息的

车辆一辆辆

他们到底为谁在忙

为奋斗目标

他们日夜

在奔忙中绽放

我趴在书桌上

奋笔疾书

记下自己的渴望

我愿与鸟儿一起歌唱

我愿与时代一起成长

我愿与目标一起绽放

我愿与车轮一起奔忙

我愿与太阳一起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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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小长假! 我和
<

岁的儿子到万仙山一

游&

7

月
0

日清晨
:

点! 我们的团队准时出

发& 按计划! 到景区不影响吃午饭& 看着同

乘人个个满脸笑容! 听着孩子们欢快的叽叽

喳喳声! 我们一路欢歌笑语! 车厢里填满了

愉快的空气&

车行到景区附近! 速度慢了下来& 我向

窗外张望! 一条车的长龙蜿蜒数公里! 直达

绿峰叠峦的山脚& 我紧锁眉头! 难道传说中

的堵车就这样上演了-

*嗨! 你看那辆小别克明知道过不去还

要往前挤! 有些人呀真是没素质.+ 我抬头看

看前座的女士! 她说出了我的心里话& 那些

不遵守秩序的司机确实不像话! 而我却没有

勇气说出口& 我使劲点点头! 以示赞同&

我们的车像蜗牛一样慢慢向前蠕动! 时

不时有车辆穿插到我们前面&

/现在真是个浮躁的社会! 一些人到底

是被钱烧的还是真不懂交通规则- 车多) 人

多是一方面的原因! 如果都按规矩依次通过!

根本堵不了! 不是路窄! 我看纯属个人的心

眼太窄.+ 前座女士又说&

*哗00+ 车厢里响起了掌声&

我突然对这位女士肃然起敬了& 瘦俏的

脸上镶嵌了一颗黑黑的美人痣! 黄而密的短

发巧妙地分散在双耳旁边! 一身运动装把整

个人装扮得既精神又阳光&

共同的遭遇拉近了我们彼此间的距离 !

孩子们利用这充足的时间嬉戏) 玩耍( 大人

们对当下时事) 节假日出游发表各自的看法&

时间就这样在人们的高谈阔论中慢慢逝

去! 不知不觉已是下午
7

点钟了! 计划赶不

上变化呀.

*咱导游在哪儿- 怎么连个招呼也不打

一个 -+ *也真是 .+ 旁边有人附和着前座

女士的话 ! 车厢里乱哄哄一片 & *我们大

家要团结 ! 共同维护我们的利益 ! 路上耽

误的时间旅行社要给我们补过来 ! 说是两

日游! 今天我们在车上过了一天! 怎么办 -

还有 ! 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 导游要来安慰

一下我们才对! 车堵人心更堵不是-+ 女士

说&

说句心里话! 面对这样一位弱小女性 !

我真愧为男人& 平日里! 我坚持读书! 以身

作则教育后代( 谨慎处事! 用诚心换真心 !

善待弱者( 肯吃亏! 愿吃亏! 功利不争& 可

如今! 当大家的权益受到损害时! 我却明哲

保身唯唯诺诺00

一脸歉意的小导游过来了! 看着他无奈

的表情大家也没有过多责备! 他给出 *尽量

让大家玩好+ 的承诺! 让躁动的我们获得些

许安慰&

我们到农家宾馆时已经是晚上
<

点钟了!

大家草草吃完不知是午餐抑或是晚餐后! 便

各自睡去了&

万仙山的清晨是多么美呀 . 举目远望 !

层峦叠嶂! 袅袅上升的缕缕白烟从林间向山

顶蔓延! 云雾缭绕映衬在青山碧水之间! 让

你在朦胧中如入人间仙境& 我想万仙山的命

名应该由此而来吧&

小导游确也敬业! 他把本属于两天才能

游完的行程浓缩为一天! 而且时间安排得还

那样紧凑122凌晨
7

点! 我们出发到黑龙谭

景区! 溪水清澈! 林密叶茂! 虽让人流连忘

返! 因时间有限!

:

点钟我们准时回到在南

坪村下榻的宾馆( 吃罢早饭! 我们从南坪停

车场排队坐车前往最后景点222郭亮村! 观

赏 *绝壁长廊+) 探访郭亮影视基地 ( 下午

2

点钟前从郭亮村排队坐车到南坪停车场 !

吃罢午饭返程! 结束愉快之旅&

看似周到的计划! 却被汹涌的人流冲得

七零八落& 因我们是自由活动! 所以回南坪

的时间各不相同& 我是在儿子吵闹下才决定

提前排队坐车回南坪村的&

当我们站在长长的队伍中间排队坐车时!

我猛然发现我应该感激儿子的吵闹了222黑

压压的人群正从四面八方涌来! 因人多车少!

前面的队伍似走还停! 但后面的人流却如汹

涌的潮水&

烈日炎炎! 儿子有几次想挤出人群去透

气! 被我拦下& 我知道此时一旦离开! 没有

几个小时是很难再排到这个位置的&

我们终于排到了护栏内! 后面拥挤不堪!

有人插队被工作人员拦下! 但仍不能杜绝 (

有人嚷嚷! 有人谩骂! 有人试图效仿! 有人

出面制止! 结果出现了游客之间的相互摩擦

与厮打! 场面一度失控& 我暗暗窃喜! 因为

下一辆车过来我就能顺利坐上了&

来车刚停稳! 我突然发现一个熟悉的瘦

小而敏捷的身影! 从前方护栏下面钻了进去&

*插队. 插队.+ 人群中传出怒吼! 这时

从护栏外窜出一妇女! 上前抓住她! 嘴里骂

着脏话! 并说3 *老人小孩都在排队! 谁不

急着下山呀.+

那人被妇女抓出痕迹的脸扭向我的时候!

我惊愕了222那不是坐在我前排的女士吗-

*误会了! 她不是插队! 我们是一起的!

是儿他妈.+ 我大声呵斥那妇女& 人群平静了

许多! 我拉了她坐上车! 一路无语& 身后还不

时能听到人群高呼 *按顺序排队+ 的声音44

我们吃罢饭已经是下午
=

点多了! 回程

路上仍然演奏着来时的堵车交响乐! 回到家

已是第三日的上午了&

只是一路上车内死一般静44

*+,-

王献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