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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考试一定会把成绩撵上来。
我们吃饭时，一个熟悉的身影端着盘子
□ 程刚
出来了，那不是于小怡吗？她的家庭可是我
们班首屈一指的富豪，怎么也端盘子来了。
于小怡看见我们了，立刻跑了过来，笑着说：
“马老师，
你们今天怎么到这吃饭来了？
”马老
们在一起，
不能总花别人的，
我只好过起了和
师笑着说吃个便饭。我愣在那里，然后问她：
同学们花一次钱，就饿两顿饭的生活。可这 “小怡，
你怎么在这里当服务员？
“
”啊，每周末
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我都来，
挣点零花钱，
怎么了？
”小怡笑着对我
一天下午，我路过学校旁边的街道办事
说。
“ 可是，你不怕被别人看……”我羞涩地
问。
“怕啥！我挣自己的钱！”小怡瞪着眼睛跟
处，
突然发现他们贴出一个告示，
五一路招清
洁工，每天早上打扫一遍，
每月三百元。看到
我说。突然那边有事，
她就去忙了。
这个广告，
我立刻心动了，
因为，
这条街不长，
马老师笑了，
对我说：
“程刚，
她在这端盘
每天清扫一遍，我估计也就是不到两个小
子有啥奇怪的？咱们班好多人勤工俭学呢？
”
时。我毫不犹豫地应聘下了这个临时工作。
你抽空也得找事做挣点学费。那一刻，我好
想对老师说：
“其实我也在勤工俭学……”
可我什么时候干呢，
这是同学们早晨上学
时的必经之路，
如果让同学们看见我扫大街，
那
第二天早上，
当我挣扎着爬起来，
趁着夜
是一件多么丢人的事啊。想来想去，
我决定每
色再走上那条马路时，我突然想到了于小怡
天早晨四点钟起床，
这样一来，
六点钟大概就扫
他们，马老师说了，大家都在勤工俭学，人家
完了，
同学们七点钟上学时也不会看见我。
条件都比我好，
都不怕，
我凭什么这样掖着藏
就这样，我开始清洁工生涯。一个月后， 着呢？把自己搞得这么累，整天无精打采，成
当拿到三百元工资时，我兴奋得一晚上没有
绩下降……那一刻，我决定每天六点起床去
睡。再也不用花一次钱饿几顿饭了。可接下
扫大街，
再也不这样累自己了……
来，我的麻烦出现了，因为晚上要复习，早上
后来，同学们都知道了我在扫大街，
可除
四点钟要起床，
我每天都是无精打采，成绩开
了早晨上学碰见打招呼，他们就像不知道我
始滑落。
扫大街一样。那时我才明白，是我压垮了自
这一天周末，
我帮马老师批卷子，
午饭时
己。再后来，当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大学离
他把我带到学校附近饭店里吃饭。他说顺便
开这里后，马老师也讲出了他和同学们一起
了解一下我成绩下滑的原因，我当然不肯说
导演的大家勤工俭学的这出戏……
出自己是扫大街累的，
而是向马老师保证，我
那一刻，
我眼睛里流出了幸福的泪水。

那段记忆深刻的日子
那一年，
我作为学校唯一一名考入省重点
高中的学生，
收获了无数光环。可我的家庭条
件很差，
到省重点高中，
花销就会成为我的大难
题。我便想就在县一中上算了，
可父母和学校
都不同意，
他们说，
我是这些年来第一个直接被
省重点高中拔走的尖子，
一定要去。
一转眼，开学的时间到了，
父亲母亲起早
贪黑挣钱，终于凑够了我的学费和一个月的
生活费，
我背着行李卷走进了校园。
省重点高中在其他市县招生规模有限，
也就是几十个人，其他同学都是省城的。当
我和他们一起坐在课堂里时，我领悟到了什
么叫土气，好多同学中午叫的外卖我从来都
没见过，
他们穿的衣服动不动就要好几百，简
直无法想像……相比之下，我感受到了强烈
自卑，大概也就是成绩能安慰我一下了。
同学们对我的生活充满了好奇，他们在
请教我问题的同时，
总要和我聊上一会，
问我
们村里的生活。许多人提出要到我家玩一
圈，看一看那里的山水，
感受一下青山绿水的
生活。
我很快和同学们玩到了一起。可有些时
候，玩到一起就可能花钱，我还是很心疼的。
毕竟，每月的生活费就是二百元。可与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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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玲竹

狗拿耗子立大功
1995 年，美国纽约中央公园工作人员杰
克，焦急地找到瑞查德，
请求他的安杰特综合
服务公司帮忙，尽快处理一下园内猖狂的老
鼠。杰克气愤地说：
“园内的老鼠胆大包天，
不仅悄悄钻进游客的包里，还在光天化日下，
偷吃游客的食物。让游客很气恼。
”
老鼠是一种啮齿动物，要定期磨牙，
它们
几乎什么都吃，生命力强，繁殖快，而且传播
疾病，对人类危害极大。众所周知，
老鼠的天
敌是猫。瑞查德接下这单生意，按照惯性思
维，立刻布置属下找猫。三天过去了，10 多
只猫放进 843 英亩的公园里，猫见到老鼠有
的快速扑捉，有的视而不见，有的还和老鼠玩
耍，它们随自己的心情和需要扑捉老鼠，
这样
的结果自然收效甚微。
猫不好驯服，怎么才能消灭老鼠呢？瑞
查德愁闷之际，他的狗狗雪妮友好地在他身
上蹭来蹭去，抚摸着雪妮他灵机一动：狗对移
动的物体具有特别的侦视能力，嗅觉灵敏度
位居各畜之首。有些狗狗就擅长捕猎，就让
它们干掉那些讨厌的老鼠。于是通过关系找
来了几只训练有素的猎犬，带到公园四处巡
逻捕鼠，果然出色地完成了公园委托的任
务。初战告捷后，瑞查德萌生了建立“猎狗
队”的想法。因为当时纽约市区也有很多老
鼠，如果不进行捕捉，过不了多久，公园的老

凡人

鼠又会多起来。
瑞查德知道周
围养狗的朋友很多，
他利用自己平时的
人脉资源，同时在网
上公布了培训狗狗
扑捉老鼠技能的信
息，很快就有人把自
己的狗狗送来学
习。这些狗狗原本
都是家里娇生惯养
的宠物，有的甚至还
是参演过影视剧的
“微驾”
夏明 画
小明星。经过瑞查
德的专业训练后，狗
出来的。它们就像巡逻兵，警觉地查看纽约
狗的捕猎本能被激发出来，个个成为身手矫
市的各个角落，见到老鼠立刻除掉。主人及
健，机智敏捷的猎手。瑞查德自豪地说：
“我
们教狗狗如何搜寻、追捕，以及到手后如何
时奖励自家狗狗，
给它们最爱吃的食物，
得到
迅速咬断老鼠的脖子。它们学得很快，而且
奖赏的狗狗热情高涨。它们尽职尽责，老鼠
很享受这样的捕猎过程。”正式上岗的狗狗， 就没有了生存的空间。市民见老鼠越来越
少，
纷纷为狗狗点赞。
抓起老鼠来一口一个准。狗狗的主人也为
自家狗狗多了一技之长而骄傲。
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是中国的一句歇后
语。意思是捉老鼠是猫的职责，
狗的职责应该
不到两月，瑞查德的猎狗队就有 126 只
是看守门户，
狗替猫捉老鼠，
就是不务正业多管
成员，大家分班次分区域巡逻，每到夜幕降
闲事。这种老观念真是过时了。纽约街头的
临，
他们就牵着自家的狗狗出来，
表面看是出
，
为美化城市治理鼠患立了大功。
来散步，但现在已不同以往，
狗狗是带着任务 “猎狗队”

百态

□ 龚本庭

修电视机的小伙子
正看到精彩处，电视机却突然没有图像
了。声音倒是很正常，换台试试，依旧如此。
自己又折腾了一会，
断定是电视出了故障，只
好给售后打电话报修。
第二天来修电视的是个小伙子，进来问
了下情况，电视都没开就对我说：
“不是屏幕
坏了就是主板坏了。主板坏了还有修的价
值，如果是屏幕坏了，就没必要修了。
”我以为
只是一个小问题，他这么一说我心都凉了，这
个电视我买来花了五六千元，
刚过了保修期。
我在网上百度了一下，众说纷纭，
我也没
看出个所以然。小伙子打开电视后盖，仅几
分钟后对我：
“我把主板带回去测试一下，明
天给你打电话。”我当时心里就嘀咕，这小伙
子水平行不行啊，什么问题都没弄清楚。
“是
不是哪个焊点松了？”
我还是想提醒他再检查

一下，网上有人说是这个情况。
“不会是焊点
的问题。电视机出的问题不是那么好一下子
判断准，有时表面看起来一样，
却是不同问题
引起的。”他还举了个例子，说他今天给人修
电视，弄几个小时才查出原因。
“电视没毛病，
是线路出了问题。”他这么说，我越发怀疑他
水平不行了，
一个专业修电视机的人，连线路
出问题居然要折腾几个小时。
小伙子最后还是带着主板离开了，
我心里
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如果明天他修不好，
我
就要求他给我原样装好，
我再找个修电视的熟
人看看。如果确实没有修理价值，
也只能怪自
己运气不好，
重新买个电视机算了。
第二天上午一直都在下大雨，中午雨才
下得小了一点。我给小伙子打电话，问他主
板有没有问题。
“主板有点问题，但我不能保

证能修好你的电视，也许还有别的问题。”这
个总是没准话的人，
真让人着急。
下午四点左右，
小伙子终于来了。
“路上积
水太深，
小车都有抛锚的，
不好意思来迟了。
”
这
次，
他倒没用多久，
就帮我修好了电视机。
“电视可以用网线上的，
这样可以节省有
线电视费。”在测试电视效果时，他给我建
议。
“一家人的手机费用，可以免费装宽带。”
他看我不太熟悉，耐心教我如何操作。
“能节
省一点，
总是好的。我给你留个电话，有问题
你问我。”他给我填写收费单时，顺便留下了
他的电话号码。
“主板有没有问题，应可以检查出来的
吧？”看小伙子这么热心，我也想提醒他提高
技术。
“ 有的可以检查出来，有些不能确定。
为对用户负责，
我还是希望回去对比一下，几
百元呢，我多跑下路没什么关系。”小伙子这
么说，我还真是觉得自己错怪他了。
我送他下楼，发现小伙子裤子都还是湿
的。
“这雨太大了，
路上都积满水，
但用户都等
着呢，没办法。”
他嘀咕一句，
又消失在了细雨
中。

E-mail:hedong957@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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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志峰

照片里的秘密
王小冬是某日报社会新闻部的记者，
十
一黄金周期间采写了一篇有关本市旅游和
购物的稿件，还需要几张配图，他就赶到人
潮涌动的步行街，
拍了一批照片。等他将照
片传到电脑上打开进行选择的时候，
不由得
大惊失色。在其中的一张照片上，
他看到了
两个手拉手谈笑风生的男女，
一看就是两口
子或恋人。可王小冬知道他们不是。这两
个人他都认识。男的是他所在报社广告部
的石主任，
虽然没打过几次交道，但绝不会
认错人。他还清楚地记得，前年报社开年
会，
石主任的爱人作为特邀嘉宾也参加了，
很柔弱很优雅的一个女子，静静地坐在那
里，
面带微笑看着其他人
“激情表演”
。至于
女方，
王小冬更是再熟悉不过了——那正是
他的顶头上司，
社会新闻部的负责人，
崔琳。
崔琳倒是单身，
由于一直忙于事业，
35 岁还
没有结婚，
说好听点是单身贵族白富美，
说
直白点，
就是名副其实的大龄剩女。这位一
贯要强的女强人，
咋就第三者插足了呢？
王小冬倒抽一口冷气。石主任、崔琳，
平时都是以健康正派的形象示人，他们什
么时候搞到一起去了？并且还公然跑到大
街上腻歪，也太明目张胆了！幸亏发现及
时，
否则这样的照片登到自家报纸上，会造
成什么样的后果？如果他们两个人误以为
自己是故意使坏曝光其隐私，恐怕跳到黄
河也洗不清啦。自己拍照时，石主任和崔
琳看到自己没有？他们会不会怀疑自己在
跟踪他们，
有所图谋？……
越想越担心，王小冬从此后就落下了
心病。他基本上见不到石主任，但几乎每
天都得跟崔琳打交道。跟以前相比，崔琳
对他的态度似乎并没有太多不同，该安排
工作就安排工作，该谈业务就谈业务，该和
气的时候和气，该严肃的时候严肃。可王
小冬却总是很敏感，哪怕崔琳很随意的一
句话甚至一个眼神，他都要揣摩半天，以分
析其中有没有
“特殊含义”。
大概两个月之后的一天，崔琳给部门
的同事发请帖。这位泼辣的女强人，竟然
也有粉面含羞的时候。她说：
“ 我要结婚
了。男方你们也认识，就是广告部的老
石。他爱人因病去世一年多了，报社吴社
长关心下属，就把我们撮合在了一起。经
过半年的交往，我们不负领导重托，终于修
成了正果。”
原来如此！王小冬长出一口气，长时
间的担忧和压抑一扫而空。他打开电脑，
找到那张带给他无数困扰的照片，他决定
把照片打印出来，作为送给崔琳的一份
“意
外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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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丽

好铁要经三回炉
*早不忙，
晚必慌。
*读书不想，隔靴挠痒。
*千日造船，一日过江。
*宠狗上灶，宠子不孝。
*枕边教妻，当众教子。
*人穷在志上，花红在枝上。
*好汉护三村，好狗护三邻。
*老鸡不上灶，小鸡不乱跳。
*从小不使弩，长大难射虎。
*手艺是活宝，
走遍天下饿不倒。
*穗高不结果实，
眼高不长智慧。
*宁可养育愚笨的孩，
莫要养育说谎的孩。
*好铁要经三回炉，
好书要经百回读。
*只要脑筋动得好，
不怕窍门找不到。
*不上树摘不到果子，
不流汗学不到本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