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华路是南江市的一条

主干道，车水马龙。晚上，这
条路像极了一条流光溢彩的

火龙。

南岸区武装部招待所

最里面的一个房间里灯火

通明，两个人正对着一个
矮胖的中年人说着话。这
个矮胖的中年人不是别
人，正是被纪委带走的段

春，而两个谈话的人一个
是省纪委检查一室副主任

龙剑，另一个是南江市纪
委纠风办主任陶炎。

段春情绪很激动，脸上

的青筋凸现，语气急促地责

问：“你们这是搞什么？懂不
懂法？我是人大代表，你们无
权非法限制我的人身自由。”

陶炎见段春提到自己是

南江市人大代表，不无戏谑

地说：“你现在才想到自己是

人大代表啊，在台上你对人

民干了些什么时你想到你是

人大代表没有？我告诉你人

大代表身份不是你的救命稻

草，更不是你的挡箭牌！”

龙剑扶了扶眼镜对段春
说：“段春同志，你的情况我
们知道，接到群众举报后，我
们进行了立案审查，也书面

向南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

议通报了情况，他们同意对

你采取组织措施。今天我们

请你来是集中谈话，希望你

配合我们工作，把有关问题

说清楚。”

“集中谈话？你们这不是

‘双规’么？既然是集中谈话

为什么跑到这里来谈，在办

公室或者滨江人大的会议室

谈不也行？”

段春听龙剑说请他来

“集中谈话”，并不是“双规”，

他想所谓谈话无非是了解情
况，这说明他们手上并没有

什么证据，讲不讲的主动权

在自己手上。这年头许多官

员的心理素质不过关，被纪

委一惊一乍后就老老实实交

代问题，他们并不是被查出
来的，而是自己主动坦白的。

现在自己千万不能做这样的

傻子，这样想时，段春内心的

底气又上来了。“你们想知道

什么情况？只要我知道会配

合你们调查的。”

陶炎眼睛盯着段春看，

见段春答应配合调查，便单

刀直入问道：“好，那你先说

说八千万路灯改造工程问
题，在这里面你拿了多少回

扣？”

“这……”段春没想到陶

炎直接问到这个对他来说极

其敏感的问题，一时语塞。他

的大脑在飞速地运转着，他

想这个问题牵涉面太大了，

如果他说出去，不仅自己完

了，大家都会跟着完蛋，滨江

将会有一场官场大地震。千
万不能透露一个字，必要时

就是把舌头咬断也决不能从

自己这里说出去。他想共产
党又没有国民党那一套刑

具，就是有我也要试一下，看

看到底算不算一名合格的共

产党员！

陶炎哈哈笑了一阵，

然后眼神严厉起来，说：

“段春，说不出来了吧？现
在要不要我替你说啊，一
个路灯三万多块，这可是

全中国最天价的路灯了。

据我们调查，这种路灯市

场批发价不到二万元，如

果这样一算，你收受贿赂

至少在二千万元以上。我
也知道，这笔钱不是你一
个人得了，但你不说这账

就算在你一个人头上。这

几年，你分管城建，从你手

上用去的建设资金达二十

多个亿，留下了五六个豆

腐渣工程，群众反响强烈。

我们的政策是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希望你主动交

代问题，争取立功，这样可

以减轻对你的处罚。”

段春很快冷静下来，心

想只要自己口一松就再也走
不出这个门了，与其被他们

查出来杀头也决不能自己把

头往铡刀里伸，横竖大不了

一死。他用衣袖拭去额头上

的汗，平静地说：“你们该怎

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说完

眼睛一闭，坐在椅子上养起
神来，

龙剑又问了几句，段春

一言不发，仿佛一下子哑了。

苏树东不敢直撄其
锋，闪躲着后退，这几天眯

子教导的作用显示出来，

他没有在第一时间被对手

打倒，虽然连续后退，狼狈

万分，但似乎在按照他的

计划进行着。

顾军突然停下来，看

着还差两三米就退到湖边

的苏树东，脸上露出不屑：

“你是不是想跟我在湖中

玩玩？”他扯开衬衣丢在草
坪上，甩开脚上的皮鞋，蔑

视着苏树东：“你需不需要
把你身上的累赘脱掉？”

苏树东怔住。

观战的混混中虎虎叫

了起来：“眯子，你的招数

不管用啊。”

虽然苏树东和眯子遮
遮掩掩，但这瞒不住他们。

眯子尴尬地笑笑，虎虎乘
胜追击：“谁打赌，晚上的

酒钱，我赌这条子不是装
的。”

没有人接招。每个人

都被顾军的气势所慑，他

们相信即使在水中，哪怕

顾军只是稍会一点水性，

苏树东也占不了便宜。

苏树东也相信。

他呆了十几秒，说：“改

天再挑。”转身跑出草坪。

“你……”顾军戟指怒

目，他想追，又不知道该不
该追，想到自己光着脚，迟
疑间，苏树东已经跑远。

这天晚上，房门被推

开，一个清秀斯文的中年

人走了进来，他叫黎百胜，

是赌王的助手之一，他直

接表明来意：“你还在考虑

那个条子？”

苏树东点头。虽然没

有经过专业训练，但是察
言观色几乎是所有从贫穷
生活走过来的人的特长，

苏树东作为威胜公司的特

使去拜访赌王的时候，就

看出黎百胜是赌王身边重

要的几个人之一，他可以
对别人无动于衷，但不敢

怠慢这位赌王在白云湖的

代言人。

“如果说面对面的单

挑，我认为你永远不可能

是他的对手。”黎百胜毫不
客气地宣布，“除非你使用

武器，或者某些有用的诡

计。”

“因为你是保安公司

的经理。将来整个保安公

司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替赌

场服务，所以你这个人，对

于我们的赌场，非常重要，

也可以说，你是我们赌场
半个人。

“你知道我们这个行

业最重要的是什么？对于

整个赌场来说，是安全，对

于个人来说，也是安全。今

晚我来，就是想劝你不要
再做蠢事，再说，你赢了，

又有什么意义？能够给你

带来几百万的赢利？”

苏树东低下头，继续

沉默。黎百胜在心中叹了

口气，他觉得这个年轻人

可能要辜负赌王的期望

了。

“我说过，你算半个赌

场的人，从这个意义上来

说，你的行动，将影响我们

的赌场，比如你的单挑，如

果我们把它上升到一个高

度，跟我们赌场的形象和

名声有关系，所以，我不希
望你输，更不希望你输得

很惨，作为将来会一起合
作的朋友，我愿意替你想
办法。”黎百胜摸出电话，

拨号：“到苏经理的房间

来，我在这里。”

他对苏树东笑笑：“我
让朱兄弟来陪你练练。他

应该比眯子要强一些。”

朱中华，身材跟黎百

胜差不多，但更结实，相貌

平平无奇，目光也没有带

着所谓的杀气，混在人群

里，就是一个普通的路人。

然而实际上，他是西南黑
道上有名的狠角之一。朱

中华当年参加过中越战

争，职务是特务连的尖刀

排长，十年前被赌王网罗，

现在已经成为赌王最信任

的保镖之一。

“你想怎么打？”朱中

华问。

“双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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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亲的人生字典里从

来没有过“节日”，包括“三八”

属于女人们的这个节日，母亲
从来没有享受过，没有鲜花，

没有礼物，有的只是付出。

母亲含辛茹苦把我们姐

妹几个拉扯大，又帮着我们

照看下一代。每年三八我们

还有半天假，还能收到爱人

的礼物和祝福，而我的母亲
呢，她只知道忙碌，从来没享
受过这个节日。今年我决定

给母亲一个惊喜，让母亲也
过个快乐的三八节。

我小时候家里穷，很少
照相，不像现在数码时代，想
拍多少拍多少，那时只有逢
年过节时，家里人聚齐到城

里照相馆拍张全家福。我家

相册里有一张二寸的黑白全

家福，那是在省城工作的表
姐回乡省亲时，为我们拍下

的，这是那个年代我家唯一
的一张全家福。

今年“三八”是父母结婚

四十周年日，我想让父母去

影楼补照一张结婚照，可母

亲死活不去，说都六十多岁

的老人了，还照啥啊？不能说

服母亲，我想了一招，找来母

亲和父亲年轻时的照片，父

亲的那张是黑白一寸照片，

大学毕业证上贴的那张，照
片上的父亲风姿英发。母亲
的那张是彩色的，那时彩色
照片不是自然洗出来的，是
染上的色，所以保存时间没

有黑白照片时间久，照片上
母亲乌油油的两根麻花辫，

水灵灵的大眼睛，非常漂亮，

只是照片有点褪色了。我把

这两张照片偷偷翻拍后，交

给电脑PS高手，让他们帮父

母合成一张婚纱照。没几天，

照片便制作出来了，照片上
的母亲一袭旗袍，父亲穿着
长袍，两个人亲密地依偎在

一起，看上去很温馨美满，和
现代年轻人拍的婚纱照一样
光彩照人。我找影楼把照片
洗出来，放大装裱。

前几天，我看到旅游团

组织庆三八新马泰七日游

的优惠活动，比平时足足便
宜了一半，于是我拿出一年

的稿费，偷偷给父母报了

名，打算“三八”作为礼物送

给父母，让父母到国外度个

浪漫的红宝石婚。父母活了

大半辈子还没出过远门，更

别说到国外度假了，我能想
到父母收到这个礼物时的

惊喜之情。

做完这一切后，我每天

都期盼着“三八”早日到来，

以便送出我给父母准备的

这份大礼，尽下孝道。我仿
佛看到父母已登上了飞往

海外的飞机，听到了父母欢

快的笑声……

妻一向大度。恋爱之初，

我就开门见山地说：“我谈过

三四个对象，你不计较？”她微

笑道：“医生才追究既住史。”

就冲这句话，我们定下终身。

结婚了，我又对她说：“我

舞文弄墨，难免交些男女文

友，你不计较吧？”她大度地笑

笑：“我知道你会把握好分寸

的。”

10多年来，我们的婚姻一
直风平浪静，虽然幸福，但缺

点浪漫。

那天，妻给我洗衣服，将

我口袋里的两张机票清了出

来，她问：“单位派你出差？”我

忧心忡忡地摇摇头：“没有。”

“不出差哪来的机票？”“有个

叫丽娜的，和我分手后，嫁给

了港商。后来，她发现丈夫养
了二奶，就和他分手了。丽娜

是个要强的女人，她靠自己的

能力和那笔分得的财产，办了

个企业，倒也蒸蒸日上，财源

滚滚……”

妻有些厌烦了：“请简洁

点！”

“金钱，并不能给她带来

幸福，然而，她却缺少人间人

温暖。”

“你可以给她温暖。”妻两

脸红红的，好似泼翻了一坛镇

江醋。

“自然，她在孤独的日子
里想起了我，常给我写信，打

电话……”

“今天又给你机票，邀你

周游全国？”

我点点头：“时间是明天

上午9点，我正发愁哩！”

“愁什么，你可以和她比
翼双飞重温旧梦了。”妻转过

身去，肩膀轻微耸动，“我成全

你们，我们离婚吧！”

“你说些什么呀？”

“我知道，婚姻也充满竞

争，我没你那位丽娜有钱，也
没她漂亮，我会让你们自由自
在开开心心的。”

听着她连哭带泣的嗓音，

我明白：她喝醋已经达到了饱
和程度。谁知，我没有丝毫成

功的欢乐，反倒有几分自责。

我把她的身子转过来，与她脸

对脸，伏在她耳边，轻轻地说：

“见你这副样子，我的心都要
碎了。”我把机票撕碎，手一
松，碎片飘了一地。我淡淡一
笑：“我并没有答应她。”

妻一惊，停止哭泣，抬头

问：“那机票……”“机票是假
的，丽娜也是我虚构的。”

“你，你坏透了！”妻顿悟，

举起那对粉拳，娇嗔地击打着
我厚实的胸脯。

我一把将她抱个满怀，笑

道：“我第一次看到你吃醋的

样子，真是美极了！”

“下次再敢戏弄我，我真
的和你分手！”

我快活地为她擦泪：“这

种试妻游戏，只能玩一次。”

做为一名重点中学重点班的班主任，

我的工作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忙！就算每

年的两个假期，也都让补课给占用了。

老公在全力支持我工作的同时，把家
务活全包了，我对这个家付出的太少了，心

里非常惭愧，多次向老公表达自己的歉意。

大度的老公总是轻松地说：“唉，谁让我命

苦呢，找了个孩子王。”

“三八”节快到了，当我听到校长在大
会上，宣布今年“三八”给我们女职工放假
半天的消息后，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

朵，一个以升学率为主要目标的重点中学，

竟然破天荒地在一个并不重要的日子里放
假，真是不可思议。

我决定对老公保密，到时给他个惊喜！

所有女人的节日到了！结婚几年以来，

都是我在这个日子里享受老公的鲜花、美

酒。可今天，我要给老公过“三八”节！

下了班，我直奔最大的商场男装品牌店，

把那件老公一直不舍得买的高档休闲T恤

衫，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然后又奔到菜场，

挑选老公爱吃的食品和蔬菜，我要在今天晚

上，露上一小手，让他品尝一下我的厨艺。

回到家里，时间还早，我先把房间从头

到尾收拾一遍，把该洗的衣物统统洗干净

后，然后开始做饭。

不知什么时候，我的腰被轻轻环住，回

头看到老公惊喜的眼神，我温柔地对他说：

“老公，我干家务活的机会可不多啊，千万

别和我抢厨房，你的地盘在客厅。今天你是
老大，让我也给你过个‘三八节’吧！”

手脚麻利地一通忙活，美食就上了桌。

老公故做垂涎的表情加上毫不吝啬的赞美

语言，让我好开心。

我斟满一杯红酒，递到老公手里，真诚

地说：“我敬你一杯！以往都是你给我过‘三

八节’，给我买礼物、制造浪漫，今天，我要让

今年的今天变得与众不同！干了！”再看老

公，乐得像个孩子，本来就小的眼睛，此刻

咪成了一条缝。

饱含心意的一顿晚餐、一份充满爱意
的礼物，把我的心思传递，有爱的日子，天

天都是节！

父母过“三八”
文/毛海红

给老公过妇女节
文/无香

两张机票
文/梅承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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