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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着陆》

◆作者：吴问银

◆出版社：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老领导
您来事先应该

打个电话给我，我好安排一
下。”“零点”娱乐城经理张

军见黎秋进来，连忙起身讨

好地说。

“我今天来可不是享乐

的，而是有事找你。”“为老领

导办事我万死不辞，您就直

接吩咐好了。”黎秋说：“好，

我要你去杀一个人。”

胖子眼皮眨都不眨地
说：“老领导，别说是一个

人，就是十个人我也照样给

您办了。我还是那句话，这

条命是您给的，您就是我的
再生父母，您要我做什么我

就做什么。”

张军为人凶狠而狡猾。

他是混混出身，因为有勇有

谋，很快就聚集了一帮人，在

滨江开赌场和色情场所。当
时滨江最有名的一家色情场

所“夜巴黎”就是张军开的，

连时任县委书记的黎秋也是

这里的常客。

后来，张军果然出了

事，他的场子里有人抽老

千，看场子的人将人打了一
顿，哪知那人太不经打，心

脏骤停，然后一命呜呼。张

军卷款潜逃，公安局抓了那

个打人的人，对张军实行网

上追逃。

张军在外面逃了半年，

进行了面部整容，与以前大

不一样。他在火车站捡了张

别人弄丢的身份证，开始以
“王刚”的名字出现。他首先
想到的就是找黎秋帮忙，那

时黎秋已到南江工作，张军

不敢直接打电话，便在南江

最有名的几处娱乐场所守

候，他想黎秋这只老猫不会

不来偷腥的。

果然一个晚上的午夜
时分，黎秋穿着风衣，戴着
墨镜过来了。张军上去拍

了拍他的肩膀，黎秋吓了

一跳，问道：“你是谁？”

张军也摘下墨镜，轻
声说：“黎市长，我是张军，

不过我现在叫王刚。”

黎秋一听这人自称是

张军，心里吃了一惊，仔细

打量了一番，除了身高以
外，五官和外形跟昔日那

个张军完全不一样了，他

知道张军外逃，也很为这

事担心，再不想和这个通

缉犯有什么往来，想不到

这个混混还是找上门来，

便说：“你走吧，我不想再

跟你有什么瓜葛了，就当今

晚我没见过你。”

张军笑着说：“黎市长，

不能这么绝情吧，你帮人帮
到底，我只求你一件事，也是

你能够轻易办到的，就是帮
我在南江一个居委会落个
户，我想要一个合法的身份。

途径我都设计好了，这是我

在外地孤儿院开的一张证

明，你只要帮我以王刚的名

字弄一张身份证，这上面有

出生年龄等详细情况，弄好

了就打这上面的电话。”张军

边说边递给黎秋一张纸条。

黎秋回去盘算良久，弄

张身份证入个户对他来说小

事一桩，就看值不值得这样
做。最后他想，像张军这号人

日后还有用得着的地方，很

快便帮他办好了，从此，张军

摇身一变成了王刚。王刚拿

到身份证的时候，对黎秋说：

“黎市长，您就是我的再生父
母，我这条命是您给的，今后

您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此刻，黎秋见王刚信誓

旦旦，满意地说：“也不是什

么大事，就是让你导演一出

车祸，你能全身而退，善后的

工作我都安排好了。”然后他

让王刚靠近自己，附耳对他

说出了自己的计划。本来屋

子里就只有两个人，黎秋大

可以直接说出来，但他是个

谨小慎微的人，不放过每个

细节，他想防人之心不可有，

要是被王刚录了音，那自己
就大意失荆州了。一些重要
的话还是附耳说好，即便像
王刚这样的人想告密说出来

也没人信，当然他这种人也
不会去告密的，要告密的话，

他就是自投罗网先得把自己

送进去。

王刚说：“您放心，我亲
自去办，办砸了提头来见

您。”黎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

神州行手机卡，对王刚说：

“你用这个卡跟我联系，等这

件事情完了马上就毁掉。”

从方策懂事起，我们

就给她讲那个古老的故

事：

在很久以前，一位慈

祥的妈妈，养了个衣来伸

手、饭来张口除了会吃什

么都不会做的儿子。一
天，妈妈要外出，给儿子
烙了个能吃几天的大饼，

套在儿子的脖子上。几天

后妈妈回家，发现儿子已
经饿死，而套在他脖子上

的大饼，仅仅被吃了嘴边

的一小部分，那孩子被饿

死是因为连移动一下脖子
上的大饼都不会。我们告

诉方策，自己的事自己

做，如果不会动手，就只

能像那个脖子上套大饼的
孩子一样。

家长教她自己穿鞋、

穿衣服、洗手帕，从做点
滴的事开始训练方策做力

所能及的事。两岁左右，

方策就能自己穿衣服和袜

子了。最初虽然费时很

长，也穿不好，经常会把

衣服穿反了，把袜跟套到
脚面上，但家长还是不厌
其烦地教给她穿脱的方
法，鼓励她慢慢实践。穿

上衣时，方策总是不能把

胳膊伸到衣袖中，翻来覆

去，我们就教她穿衣的合

理顺序和方法，让她按正

确的要领去做。如果还要
套上外套，那就要在穿好

里边的衣服后，用手指握

住袖口，再套外面的衣
服，这样袖子就不会缩到
上边了。妈妈洗衣服，方
策感到好奇，跟在后边

“帮忙”，结果肥皂泡泡弄

得身上、脸上到处都是。

妈妈在收拾花盆里的花，

她也过来掺和。妈妈做
饭，她又跑去在一边帮助

妈妈择菜叶。实际上很多

时候孩子都是在添乱、帮

倒忙。对孩子的这些“帮

忙”，她妈妈从不阻止和

训斥，不怕孩子弄脏了衣
服，不怕孩子给家长添

乱，反而夸奖她真能干，

鼓励她的积极性。方策做
这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不

仅激发了自己做事的兴
致，也无形中提高了动手

的能力。

很多家长可能会感到
孩子太小，“帮助”大人干

活反倒碍手碍脚，不但费
时费力，而且会越帮越

忙，大人五分钟就能搞定

的事情，孩子半个小时都

做不好，所以不愿让孩子

做事情。我们则经常采取

变通的方法，如果时间特

别紧张的话，就选择让孩

子做最简单的事情，其他

的事情由大人自己做。如

果看不惯孩子的劳作成

果，就在孩子认为自己的
工作已经完成后，帮她收

拾残局，甚至家长自己再

动手重做一遍。随着经验
的积累，方策越干越好。

后来一些无关紧要的事，

家长就索性放手让她独立

去做。

这些看似生活中的
小事，但处处充满着孩子

成长的机会，而我们实在

不想剥夺她成长的机会。

从另一个角度看，童心是

美好的，她对一切事情都

感到新奇，都愿意亲手做

一做，我们把它作为一种

很好的生活教育、生存教
育，相信这些生活中的点
点滴滴必定能为她日后

的独立生活奠定坚实的
基础。

独立做事，这是孩子

成长必经的阶段，也是孩

子建立自信必经的过程。

让这么小的孩子独立做

事，有时也要付出代价。

星期天我带着方策从姥姥

家回来，方策不愿意坐在

自行车横梁上的专门给孩

子安装的儿童凳上，要求
坐在车的后货架上，在她

看来大孩子都是坐在自行

车的后边。我说：“你太小

了，坐在后边不安全。”方
策不同意，说：“我是大孩

子了，我能坐在后边。”大

人拗不过她只好答应。我

提醒她，坐在后边千万不
能睡觉，方策满口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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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感是人格健全的基础

◆书名：《孩子，你能做得更好》

◆作者：王晖 郭冬贵

◆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

【生活新发现】：该省钱，没省；省了，钱又不值钱了；找个合

适工作很难，找个合适的女孩更难了；女朋友催我买房了，

吃面条不给放盐了；100元越来越像10元了；身边的楼房阳
台都变成菜园了；他不爱你，不是你不够好，而是疯狂了。

【让你诈骗】：某银行职员同样收到短信“请把钱汇到”账号

上”，就按照账号每次汇出1分钱，便从收款人账户扣掉2

元，连续汇出大概1元多钱，这时，终于收到收款人发来信

息：别再汇款了，已经扣掉200多了，你是内行吧！叫我们怎

么生活呀！(汇款时选“收款人支付手续费”，每笔2元)

【买房为了什么】：夫妻两个人，辛辛苦苦打拼，然后买了个
海景别墅，还房贷每天压力巨大，早出晚归，然后他们家的
保姆每天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抱着他们家的狗在阳台上

看海，喝咖啡。

【新世纪男人】：上得了战场，下得了厨房；写得了情诗，唱

得了北方的狼；开得起宝马，供得起楼房；打得过恶少，斗

得过奸商；洗得了尿布，刷得了老墙；修得了电脑，背得动

冰箱；抵得住诱惑，哄得了丈母娘。

【我们的生活】：看得破的人，处处都是生机；看不破的人，处处都是困境。拿得起的人，

处处都是担当；拿不起的人，处处都是疏忽；放得下的人，处处都是大道；放不下的人，

处处都是迷途；想得开的人，处处都是春天；想不开的人，处处都是凋枯；做何人，在自

己；小自我，大天地。

【生活依然生动】：结婚：就是给自由穿件棉袄，活动起来不方便但会很温暖；困惑：就

是幻想彼此的未来，却惦记着对方的过去；婚礼：就是有情人终成“家属”的仪式；这是

个薄情的年代，要想一个人对你刻骨铭心，念念不忘，最好的办法就是向他借钱。

【生活另一面】：床前明月光——— 李白睡的香；穷则独善其身——— 富则妻妾成群；书到
用时方恨少——— 钱到月底不够花；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若无情死的早；想当年，金
戈铁马——— 看今朝，死缠烂打；不为五斗米折腰——— 给我一袋盐就可以；洛阳亲友如

相问——— 请你不要告诉他。

【艺人潜质】：儿时都是调皮捣蛋的，少年都是拧巴叛逆的，从艺都是父母反对的，考试

都是出奇制胜的，毕业都是穷困潦倒的，走红都是从天而降的，工作都是吃苦耐劳的，

绯闻都是绝口不提的。

【男人本该如此】：喝酒喝好，不要在量上占个老大；多赚点钱，但不要多到谁看上你，

你都会觉得是看上你的钱的地步；没必要和女朋友争个面红的，财产是后人的，健康
是自己的，关系是重要的，友情是珍贵的；在朋友基础上做生意，那朋友就会失去;在

生意的基础上交朋友，那会没有生意做。

【悲催的人生】：是人美，还是照片美，只看背影最美；工资：可有可无、生不如死、自给自足、

跌牌停牌；在未婚男人的心目中，姑娘就是姑娘；在已婚男人的眼里，姑娘就是女人；姑娘们

啊！哪有那么多白马啊？找个驴凑合凑合得了，别等到有一天驴都被抢没了，剩一堆骡子。

【人性句读】：经历是逗号；挫折是顿号；爱情是着括号；幸福是书名号；学习是冒号；毕业是分
号；工作是问号；事业是感叹号；成长是破折号；回忆是省略号；出生是空两格；死亡是句号。

【人性悖论】：所有的“我开玩笑的”都一定带着一点点认真；所有的“我不懂”其实还是

有一点懂；每一次“我不在乎”背后都有一点点在乎；每一次“我没事”背后都还是有那

么一点伤痛。

锵锵调调

【食盐买卖】:当初是你要抢盐，抢盐就抢盐；现在又要告诉我，不能防射

线；食盐不是你想买，想买就能卖；实在太咸，实在太咸，放手你的盐！

狠心我把盐来买，一袋又一袋；管它含碘不含碘，吃了才明白；最后辐
射没有来，白吃那么咸；还我的钱，还我的钱，再也不买盐！

【烟台买房】：如果您年薪400万-500万，市内市外您爱买哪买哪；如果您

年薪300万-200万，别墅豪宅您爱买哪买哪；如果您年薪100万-200万，

复式小楼您爱买哪买哪；年薪100万，精装公寓外爱买哪买哪。年薪3万，

您爱埋哪埋哪。

【哲思小语】：真正的领导不在于统帅了多少君子，而在于驾驭了多少

小人；人们尊重的不是人，而是人的背景；把直路走弯的人是豁达的，

他多看了几道风景；每个人出生时都是原创，但绝大多数

人渐渐活成了盗版。

【认清真相】：一部iphone4，云南玩一圈；一个爱马仕，欧美

列国走一遭；全世界你都玩遍，可能还没花一辆跑车的

钱；那时候，你的世界观也都变了。生活在于经历，而不在

于名牌；富裕在于感悟，而不在于奢华；晚年时可以给后
代讲述我们的故事，而不是拥有过的一件件过气的名牌！

【劝酒词】：你不喝这杯酒，一定嫌我长的丑；宁把肠胃喝
个洞，也不让感情裂个缝；两腿一站，喝了不算；脚若站得

稳，喝得不算狠；说话没跑偏，量才到中间；还能自己走，

酒量还能有；人在江湖走，哪能不喝酒。

拾话实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