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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吧里的故事

戴维经常光顾海军船坞附近

的一家小酒吧，这是一个三教九

流之人来往的地方，他们都没什

么礼貌，但戴维是最没礼貌的。酒

吧老板不喜欢看到戴维光临，在

酒吧里工作的人也都觉得戴维太

清高了。

酒吧里有很多常客，工作人

员知道他们妻子和孩子的名字，

知道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但他

们不知道关于戴维的事情。戴维

几乎没有朋友，没有人知道他做
什么工作，也不知道他家在哪里。

酒吧里另外一个特殊的“常

客”是杰夫，他从二十多岁起就没

有家了，他睡在离酒吧不远的一座
铁路桥下面，身体不好，但从来不
去看病，因为他把社会救济金都花

在酒吧里了。当社会救济金花得一
分不剩时，杰夫就会来酒吧里讨食
物。他的衣服又脏又臭，为了不让

其他客人讨厌，在酒吧工作的女孩

让娜会把他引到远离其他客人的

地方，找来东西给他吃。他一走，让

娜就把他坐过的椅子和用过的盘

子进行清洁和消毒。

一个寒冷的三月里，酒吧老

板见到杰夫摇摇晃晃地来了，那

时酒吧里正好没有几个客人，杰

夫不会打扰别人，但有一个问

题——— 戴维正在酒吧里喝酒，让

娜担心戴维会对杰夫说无礼的

话，赶紧给戴维的大酒杯里倒满

啤酒。

让娜问厨师玛丽：“杰夫来

了，有没有什么剩菜给他？”玛丽

点了点头，准备了一大碗热汤、几

个卷饼和一些色拉。

杰夫走进酒吧时，让娜看到

他走路时摇摇晃晃的，便问：“杰

夫，你的脚怎么了？”杰夫说：“我

也不知道，反正很疼。”

让娜把杰夫带到他经常坐的

一个角落，并给他端来食物，同

时，她紧张地看着戴维，不断地为

他斟酒，希望他不要对杰夫说什
么。

然而，杰夫还没吃几口，戴维

就向他打招呼了：“嘿，伙计，我来

跟你同桌你介意吗？”

杰夫轻声说：“不介意。”

戴维问：“你的脚怎么了？”

“不知道，两只脚都很疼。”杰

夫说。

戴维又问：“你有多长时间没

洗澡了？”

让娜心想，他们俩千万不要
打起来，因此她还做好了随时跳

起来劝架的准备。可是，杰夫没有

回答，戴维没有再说什么，而是在

桌子上放了 10 美元，然后对让娜

说：“我马上就回来。”

15 分钟后，戴维回来了，手里

拎着一个纸包和一个大盆，他对

让娜说：“给我把酒满上吧！另外，

如果有别的客人进来，别安排他

们到这边坐。”

让娜心想，“这个人以为他是
谁？竟然告诉我怎样安排顾客就

座。”但是，接下来看到的一幕使
让娜彻底改变了她对戴维的看

法。

戴维把大盆拿到卫生间里，

装了一大盆热水，然后从纸袋里

拿出了他刚买来的一块肥皂、一
条毛巾，还有一些油膏、胶布和一
双新袜子。他对杰夫说：“来，脱掉

鞋子。”杰夫同意了。

戴维把杰夫脚上那双又脏又

破的袜子脱下来，塞进纸袋里。然

后，他把杰夫的双脚放到盆里，轻

轻地为他搓洗干净，用毛巾擦干，

再涂上油膏，给裂开的地方贴上

胶布。最后，戴维为杰夫穿上刚买

的袜子，问杰夫：“现在感觉好一
点了吧？”

杰夫小声说：“好了，谢谢

您。”

让娜跟酒吧的其他人说起
戴维为杰夫做的事情时，他们

都不相信，以为让娜是编

的。可是当他们看到让娜

对戴维的态度完全改变

的时候，他们相信了。

几个星期后，酒

吧里的工作人员对戴

维了解更多了———

戴维在一家船坞打

工，他离了婚，但他

对前妻很友好，前妻
隔几个星期让儿子来

跟他见一次面。知道了

这一切，酒吧里所有的工

作人员都不再觉得戴维清高

了。

作者：金伯利·里普雷 翻译：韦盖利

失败的成功者

我偶然听说过一个小

名为史帕基的男孩的故事。

上学对于史帕基来说简直

糟透了，读到八年级的时
候，他门门功课都不及格。

在得到一个大大的零

分之后，史帕基成了学校有

史以来物理成绩最差的学

生，他的拉丁文、代数和英

文，也全不及格。他在体育

上也好不到哪里去，尽管加
入了学校的高尔夫球队，但
是在一年当中最重要的比

赛上，他迅速地输给了对

手。在接下来的安慰赛中，

他也输得一塌糊涂。

整个学生时代，史帕基

在人际交往上非常愚钝，实

际上他并不惹人讨厌，只是

没有人关注他。放学之后，

如果还有谁会冲着他说一
声“你好”，他会觉得惊讶无
比。

史帕基是个彻头彻尾
的失败者，对此，他和他的
同学都深信不疑，因此他也
就心平气和了。在很早的时

候，史帕基就产生了一种念

头，有些事情如果注定要成

功的话，那就一定会成功，

否则，自己也犯不着为那些

看起来无法避免的失败而

伤心。

对史帕基来说，有一件
事情非常重要，那就是画

画，他对自己的绘画作品非

常骄傲，但是，除了他自己
之外，没有人欣赏它们。在

高中的最后一年，他把其中

的一些卡通作品交给学校

年鉴的编辑，希望被采用，

之后被理所当然地拒绝了。

尽管这次失败对他伤害很
大，但史帕基坚信自己的绘

画才能，立志成为一名专业

画家。

高中毕业后，史帕基给

迪斯尼工作室写了一封信，

迪斯尼工作室让他寄送一

些画作样品，并且给了他一

个卡通主题的建议。史帕基

在这个主题上花费了大量

的时间和心血。最后，迪斯

尼工作室的回信来了———

不幸的是，他再一次遭到拒
绝，失败者的又一次失败。

没办法，史帕基开始以
卡通的形式写自传。他描述
自己的童年，描述那个总是
失败的小男孩，那个笨拙的
后进生。后来他还创作了

《花生漫画》系列，他笔下的
卡通男孩叫做查理·布朗，

查理的风筝总是飞不起来，

每次都踢不着足球，也是一
个倒霉透顶的家伙。他创造

的卡通形象小狗史努比自
从在《花生漫画》中出现后，

就风靡世界。

这位史帕基先生，不是
别人，正是享誉全球的漫画

大师查尔斯·舒兹。他成名

之后获奖无数，曾于 1955

年和 1964 年获得职业漫画

家最高荣誉“鲁宾奖”，而且
是首位两度获此殊荣的漫

画家。他还亲自参与了《花

生漫画》的改编工作，这些

作品多次获得艾美奖、皮巴

帝奖和舞台剧奖项。

史帕基的确是一位失
败的成功者。

作者：厄尔·南丁格尔 翻译：刘国庆

错 了

就 改
●12月1日A2版《又见

“跨省追捕”》第二段：“她毕

业前填写的就业单位为共青

团银川市委”，马晶晶为男

性，“她”应为“他”。

●12月1日A23版《丑

闻“四人组” 个个有背景》

第一段“2016年世界杯将在

巴西举行”，“2016年”应为

“2014年”。

●12月2日A20版《盐

企由千家整合到近百家》最

后一段：“菜州诚源”应为“莱

州诚源”。

●12月2日A29版《活

着就是一种修行》第一段：

“《非常勿扰2》不仅是一部

喜剧电影”，《非常勿扰2》应

为《非诚勿扰2》。

●12月3日A24版《俄

罗斯唱响酒歌》第二段：“作

为一名跳高运动员，她曾27

次打破世界纪录”，“跳高”应

为“撑杆跳高”。

●12月2日B8版《我们是

谈不起恋爱的80后》有误，应

是第4期，不是第14期。

●12月5日A2版《省城

6小时查处40名酒司机》第

一段：“突然一亮银白色越野

车驶下高架桥”，“一亮”应为

“一辆”。

（感谢读者陶玉山、胡安

东、潘京华的批评指正）

“一棵菜”好

11月26日A6版《一棵菜
的进城之路》，从“一棵菜”的
种植采摘、运输、销售三个主

要环节入手，紧扣当下蔬菜
价格热点，读后深有感触。菜
篮子、米袋子向来是民生热

点问题，此报道分析透彻，通

俗易懂。 临朐 吴敏

餐桌上的菜越来越贵，市

民想知道为什么，《一棵菜的

进城之路》就是想把菜的涨价

路径告诉读者。为了跟踪“一

棵菜”，两位记者直奔寿光，先

找政府，再进大棚，后奔菜场。

一天一夜下来，休息不多，吃

苦不少。得到读者认可，再苦

再累也值了。 编辑 孟秀玲

时间不对

11月30日A3版《楼梯扶手
被挤歪》，文中说“乌鲁木齐和
北京有两个小时的时差，当地

12点相当于北京的10点”。此说

法有误，应该为“当地10点相当

于北京的12点”。 一名读者

乌鲁木齐比北京晚2个

小时，但同样使用北京时间，

例如下午2点才吃中午饭等。

如此，当地人的12点相当于

北京人的10点。但这句话确

实容易引起误解，这提醒我一

定要从读者的角度考虑问题，

细心再细心。 编辑 张跃伟

和你心连心

12月2日A1版《我和你

心连心》安排得太好了。尽管

照片中没有我，但作为晚报评
出的“最热心读者”，还是感动

了好一阵子：为照片别具匠心

的拍摄，也为编辑独出心裁的

编排。 平邑 周广清

照片和编排其实很普通，

但把它大篇幅地放到第一版，

体现的是我们对读者的感恩

之心。感谢读者厚爱，我们将

永远铭记。

编辑 张跃伟

王来臣：11月29日头版

《悬崖救人》图片很感人。陡

峭的悬崖上荆棘丛生，十分

危险，消防官兵临危不惧及
时将游客救出，令我们肃然

起敬。

编辑者说：看看那垂直

的悬崖，看看那救人的场面，

真的令人心惊胆战。如果自

己小心一点，不那么粗心大

意，不那么忘乎所以，防患于

未然，利己利人，该多好啊！

蒋延琳：11月29日A9

版《“口罩男”持弩抢金店

智勇的姐助警擒劫匪》，这

个的姐好样的！面对劫匪她

没有惊慌失措，机智地用挡

位把发动机憋死，协助警察
一举将劫匪抓获。对这样的

好的姐应该给予奖励。

编辑者说：这次有惊无

险的破案，的姐起到了关键

作用；的姐超强的心理素

质，又是关键中的关键。原

来，心理素质好，有时候是

可以救命的。

臧晓霞：11月29日A12

版《架车撞人不救 反捅伤

者8刀》，文中多次强调嫌

疑人的“大学生”身份，意在

引起人们关注大学生心理

健康问题。大学生是国家的

未来，如此心狠手辣，算不
算教育的悲哀？

编辑者说：“教育的悲

哀”肯定有，但是，一个人的

行为，也不必上纲上线。美

国的教育称得上“理想国”

吧，校园惨案不同样骇人听

闻吗？

李洪嵩：11月30日A10

版《本报评出20名“最热心

读者”》，这些人了不起，有
那么强的毅力。我们只能仰

视，向他们学习。

编辑者说：其实读报不

需要毅力：都是记者精心采

写的东西，都是编辑精心编

选的东西，时事、社会、文化、

体育，赤橙黄绿青蓝紫，总有

自己喜欢的内容。把读报当

成一种习惯，久之必有好处。

孙建文：11月30日A22

版《诸城小民企攀上中国大

飞机》，感觉很震撼，让人看
到了中国企业未来的希望，

也印证了这样一个观点：大

固然可观，强似乎更重要，拥
有创新型人才，做精一个领

域，这是立于不败之地的基

础与起点！这个栏目很好！

编辑者说：这个例子足

以说明，甘当小草不仅是一

种高尚的境界，更是一种生

命力很强的生存之道。

臧晓霞：12月1日A9

版《街头美容变毁容无奈

“返工”》，美容店作为一种

医疗机构，首先应保证医生

从业资质及店内卫生条件，

看看图片中所谓的美容医
院，和普通出租房毫无两

样。为什么现在美容手术成

风？这是整个社会施加的巨

大压力所致，是外表重于内

涵的风气使然。

编辑者说：美容行业，

藏污纳垢，由来已久，最好

的办法是管住自己，坚决不

涉足这些地方。在这么简陋

肮脏的房子里，丰胸、美臀、

割双眼皮、垫鼻梁骨，可能

吗？

齐吉芬、臧晓霞、程占

新：12月1日A10版《蒙阴
女孩患病17年自学识字

“折翼天使”成网络写手》，

她的事迹让人震撼，愿她在

大家的关注和帮助下成功

手术，让折翼天使的天空更
湛蓝、更美好。

编辑者说：在身体上，

李莹是残疾；在精神上，李

莹是强者。反观我们自己，

在身体上，强者不少；在精

神上，残疾更多。

读者评报欢迎投稿：qlwbdz@163 .com 评报员之窗

童年的秋千

在这暖暖的冬

日，小朋友们纷纷

在家长的陪同下到

户外玩耍，小小的

秋千承载着孩子无

尽的欢乐。

拍客 朱国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