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神了！”卡莱布对姐姐艾米
说，“吃煮鸡蛋的最快纪录是30分钟
吃了34个鸡蛋。”他手上正捧着一本

《世界技艺趣闻录》。
“无聊！”艾米回应道。
“还有人12分钟吃了51根热狗

呢！”卡莱布继续念道。
艾米耸耸肩，“难道就没有什么

有用的信息吗？比如一英里短跑的纪
录。”

卡莱布迅速翻到另一页，“荷拉
修·霍普连续跳绳34小时，中间只停
下来一次，并且只吃了一点奶昔。”

艾米摇摇头。
“我也准备创造一项世界纪录。”

卡莱布大声宣布。
艾米哈哈大笑起来，“什么纪录？

连续睡觉30天吗？”
卡莱布并不是开玩笑，只是他一

时还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哦，有了”，
他说，“我玩跷跷板比谁玩得都久。”

但很快他就叹了一口气，因为书
上写着，一个西班牙姑娘连续玩跷跷
板72小时。他还能做些什么？

餐桌上放着两张名片，一张是爸
爸的，一张是妈妈的。为什么不收集
名片，成为世界上收集名片最多的人
呢？“就这么干！”卡莱布说。

他迫不及待地行动起来。爸爸妈
妈、到他们家做客的客人、邻居，还有
送报纸的邮差，都成了他收集名片的
对象。到了周末的时候，他一共有了
17张名片。

“就这么几张名片，你也想创造
世界纪录？”艾米笑道。

卡莱布翻着当天的报纸，一个念
头蹦了出来。他马上打电话给他在报
社做记者的迪西叔叔，请迪西叔叔帮
他一个忙。

“明天的报纸会给你一个惊喜。”
迪西叔叔笑着答应。

第二天早上，当地报纸出现了这
条消息：“一个名叫卡莱布·威尔斯的
男孩正在收集名片，如果他的梦想能
实现，他就会以世界上收集名片最多
的人的身份出现在《世界技艺趣闻
录》上。如果你想帮他一把，就把你的
名片寄到以下地址……”

第二天，5张卡片躺在卡莱布家
的信箱里，第三天是10张，第四天是
35张……

其他报纸转载了这个故事，几周
后，来自全国各地不同身份的人的名
片雪花般地飘进了卡莱布的家，有律
师的、工程师的、园艺师的、管道工
的。这些名片很快就堆满了卡莱布的
房间。卡莱布只好拖着一袋名片去敲
艾米房间的门。“我可以把这些名片
放在你这儿吗？”

“没门！”艾米一口拒绝。
卡莱布只好把它们放在阁楼、车

库。仅仅三个月，他就收集了超过一
百万张名片。

迪西叔叔写下了后续故事：卡
莱布已经收集了超过一百万张名
片。文章还配发了一张卡莱布被如
山的名片包围的照片。卡莱布把这
个故事寄到了《世界技艺趣闻录》编
辑部。

不久，他收到了他所期望的回
信：“亲爱的卡莱布·威尔斯，我非常
荣幸地通知您，您已经成为了世界上
收集名片最多的人。你的壮举将会出
现在下一辑的《世界技艺趣闻录》上。
并且，你将免费来纽约参加我们一年
一度的授予荣誉的仪式。”

“我成功了！”卡莱布欢呼道，“我
的名字就要出现在《世界技艺趣闻
录》上了。”

艾米看着信，摇了摇头，然后拍
了拍她弟弟的肩膀，说：“难道我说你
做不到了吗？”

“卡莱布，你打算如何处理这些
名片？”卡莱布的爸爸问。

卡莱布请求迪西叔叔再写一个
故事，把好消息告诉大家，并且请求
大家不要再给他寄名片了。但是，名
片还是不断地寄来。

新年来临的时候，卡莱布来到
纽约参加了一年一度的《世界技艺
趣闻录》授予荣誉的仪式。在仪式
上，卡莱布认识了世界上最高的女
人，认识了世界上笑容最灿烂的人，
他还认识了一个叫埃米莉的女孩。
埃米莉用冰棒棍复制了巴黎的埃菲
尔铁塔。

“你的下一个计划是什么？”卡莱
布问站在他身旁的埃米莉。

“你听说过比萨斜塔吗？”
卡莱布点点头，“在意大利。”
“我打算用扑克牌复制一个比

萨斜塔，但是找这么多扑克牌将会
花费我很长的时间。”埃米莉叹气
道。

卡莱布咯
咯 地 笑 了 起
来，然后说：

“我觉得用名
片复制比萨
斜塔也是一
个不错的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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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莱布的世界纪录 沉睡的大拇指

这是我幼年时所发
生的事情。自出生那天
起，父母就开始为我担
心了，因为我的左手大
拇指上长了个小小的第
六指。

在我三岁时，父母把
我送到了幼儿园，在幼儿
园的第一天，小朋友们都
叫我六指，晚上回家后我
委屈地告诉了爷爷和父
母。大家都沉默了，我的
伤心和自卑感令爷爷感
到不安。突然，爷爷的目
光掠过钢琴架上的雕塑。
那是一尊泥塑手雕———
大拇指用力压在手掌心。
爷爷像发现什么珠宝似
的，会心一笑，把我放在
他的膝盖上。

“宝贝，你看爷爷的
左手大拇指，它是一个小
懒虫，从你出生那天起它
就开始睡觉了，到现在都
不肯起来。”爷爷边说边
伸出了左手，把大拇指蜷
在掌心，然后掌心朝下，
并把我的掌心朝上。当我
们的两只手合在一起的
时候，正好十个手指，不
多也不少。

“我知道了，您的大
拇指偷懒不听话，所以，
我就替您长了一个手指。
是这样吧，爷爷？”天真的
我开心地笑了，充满了自
豪感，小小的我觉得，这
第六根手指担负着重大
的责任，它是替爷爷长
的。

爷爷迅速地把这件

事告诉了家人和朋友，
也告诉了幼儿园的老师
和小朋友，说我帮爷爷
长了一根大拇指。小朋
友非但不嘲笑我了，还
佩服我小小年纪就能帮
助大人。

自从对我说过沉睡
的大拇指后，只要见到
我，爷爷左手的大拇指就
蜷曲在掌心。时间稍长一
些，他左手的大拇指就会
酸疼，需要用右手帮忙才
会慢慢地伸展开。久而久
之，也就习惯成自然了。

五年后，当父母把
我带到医院要切除第六
指时，我却大声抗议：

“这是帮爷爷长的手指，
怎么能切除呢？除非爷
爷的大拇指醒过来。”可
是，爷爷的手指几年来
一 直 习 惯 蜷 曲 在 掌 心
里，已经变形萎缩，重新
扳开已经不可能。

当爷爷知道我拒绝
切除的原因后，他找来纱
布，把大拇指缠住，跑到
医院告诉我，他的手指已
经睡醒了，已经能动了。
我这才听话地动了手术。
而爷爷的大拇指虽然用
纱布缠了许久，但始终无
法伸展。

爷爷去世后，父母将
大拇指的真相告诉了我。
那一刻，我感受到前所未
有的震撼，因为沉睡的大
拇指给了我完整的人生，
还真真切切地告诉我什
么叫真情。

作者：威尔逊 翻译：张德刚作者：布拉德福德·罗比 翻译：庞启帆

错 了

就 改

●2月27日A18版《勒夫
诠释什么是全能》第二段：

“一个只会做脏话累活的大
前锋”，“脏话累活”应为“脏
活累活”。

●2月29日A12版《蒙阴
一山村大白天发现“狼”》，文
中说羊被咬伤的老人名叫王
雪花，而图片说明中却是王
雪兰，名字前后不一致。

● 2月 29日A21版“链
接”说白静“在《血色湘西》中
饰演翠翠”，“翠翠”应为“穗
穗”。

●3月2日A8版《公考报
名首日挤瘫一网站》第二段：

“聊城市高阳县”应为“聊城
市高唐县”。

●3月2日A12版《从“大
侠”到“最美中国人”》文中

“梁山县黑虎店镇”应为“梁
山县黑虎庙镇”。

●3月3日A12版《雷锋
精神主题晚会搬上舞台》第
二段：《向雷锋那样生活》应
为《像雷锋那样生活》。

●3月5日A3版《下届两
会新闻发言人会是谁》第二
部分“江恩柱”应为“姜恩
柱”。

●3月5日A4版《设雷锋
节雷锋月和雷锋奖》第一栏：

“湖南省政协主席石彪”，“石
彪”应为“胡彪”。

(感谢读者赵玉明、徐连
泉、周而复始、张召来、潘京
华、陶玉山的批评指正)

想看后续报道

作为一名小学生的家长，
与学校周围的小摊小店有胜
有败地“战斗”了几回合后，看
到2月29日A7版的《校园周围
儿童食品多含违禁添加剂》，非
常激动，赶紧叫来正读四年级
的孩子也来看(平时他很相信
书报所说的知识)。结果孩子指
着配图说：“照片上不也有小孩
买吗？没人管啊。”是啊，这些小
摊小店的零食，合小孩的口
味，又很便宜，小孩子又管不
住自己的嘴。对学校周边环境
该怎么治理？非常希望能看到
后续报道。 读者 孙文芳

学校周边小摊小店的食
品安全问题由来已久，执法部
门如工商、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综合执法也开展过不少集
中执法活动，但这些摊点流动
性很强，执法过后如打游击一
样又重新“回头”。今后，我们
还将持续关注这一现象，争取
取得教育、工商、综合执法等
部门的支持。同时，也呼吁老
师和家长能强化孩子们的食
品安全意识，让孩子们主动远
离问题食品。

记者 李倩

时间不正确

3月1日A10版《深夜抢车
不成杀害的哥》第二段说：“2

月25日清晨6时，出门晨练的
李先生……发现路边水沟里
躺着一名男子。”第三段却说：

“2月25日17时20分，李师傅刚
与白班司机交接班，不料被歹
徒杀害。”25日清晨，李师傅被
发现遇害在水沟里，怎么到25

日晚上才遇害？从下文可以看
出，遇害时间应在24日晚上。

读者 吴敏
经记者再次核实，遇害司

机李师傅为2月24日17时20

分与白班司机交接班，于2月
25日午夜零时左右被害。写稿
仓促，没有仔细核对时间，犯
下如此低级的错误，请读者见
谅。 记者 刘腾腾

成了“新一代谋女郎”

采访两会，最想要的就
是正式的“记者证”。那是一
张绿卡，可以自由地出入包
括人民大会堂在内的各会
场、驻地。没有这张绿卡就有
些悲催，就不得不发动一切
认识的人约代表委员，以“访
客”的身份进入，而人民大会
堂那庄严神圣的地方，是无
论如何也进不去的。

“你看我的嘴起满了水
疱。”“你看我的眼睛都熬红
了，天天想怎么进入会场，一
夜一夜失眠。”无证的同事撅
着受伤的嘴，委屈地说。

有证的其实日子也不
太好过。就怕该堵的热点人
物没堵着，该抓的热点新闻
没抓住，愧疚、不安、心急，
五味杂陈，“鸭梨山大”。堵
完人大委员，又跑去采访政
协会议；在回宾馆的路上，
会场内外的喧嚣还没从脑
海中退去，就又想着该怎么
写稿子的事儿了。

3月7日的报纸上，有眼
尖的朋友在采访张艺谋的照
片里面发现了我，特意打电
话“恭喜”我成为“新一代谋
女郎”。紧张的日子里，就这
样多了一些浪漫的小插曲。

我那双新买的靴子，被
人无情地前后踩了无数脚，
已经脏兮兮的了。当我必须
穿过里三层外三层的同行
冲到里面采访时，多么期盼
自己能瘦一点，能挤进去；
或者再高一点，能看得到。
有些重要人物我也不认识，
但不认识也没关系，经验告
诉我，记者围得最多的那个
一定有“料”。

警犬，羡慕嫉妒恨

在各发布会现场，经常
会看到有记者在睡觉，有的
还会发出轻微的鼾声。中午
的时候，在代表委员驻地宾
馆的大堂里，总是会有一幕
这样的场景：记者们以各种
各样的姿势赖在沙发里打盹
儿。因为地方不够，钢琴周围
的台阶上都坐满了人，互相
靠着睡觉。跑两会，实在是太
累了，因为北京太大，代表委
员们住得太分散。

每天晚上写完稿子往
往就十一点了。再考虑明天
要做的采访、定选题，睡觉
的时候就到一两点了。每每
头一挨着枕头，很快就遇见
了周公。早上闹钟响起的时
候，是一天最痛苦的时候，
真想再睡一小会儿。可是时
间不等人，于是，挣扎着起
床，开始一天的奔波。

“好困啊”、“好想睡觉

啊”，同行们经常这样说。在宾
馆的门口，警犬懒洋洋地卧
在草地上东张西望，这让挤
在大门口抢出租车的记者们
心里充满了羡慕嫉妒恨。

可是，一到采访的时候，
大家都像打了兴奋剂一样，
一下子兴奋起来。一到热点
话题，就会看到刚刚还睡意
蒙眬的记者，一下子就清醒
过来。都说当你的心里一门
心思地想着一件你特别想做
好的事，意念会打败一切敌
人，包括神经衰弱。看来这话
经得起实践考验。

忽然顿悟众生平等

采访两会，最深刻的体
会是，所有的人都卸下了耀
眼的光环，突然觉得名人和
普通人也没什么两样，众生
平等的感觉油然而生。

在演艺舞台上光彩照
人的明星们都穿得特别普
通，不仔细看有时都认不出

这就是那个“腕儿”。
知识渊博的专家学者

平时忙着国内外乱飞，这时
都能不期而遇。就连各部委
的部长们，只要有心，打听
到他们“出没”的地方，众媒
体齐心合力，总能堵住他
们。走在会场里，随便一个
从厕所出来的人，都是平时
想见也不能见的“星”；任何
一个从身边匆匆走过的人，
都可能是一个“腕儿”。

这时候，记者们有追不
完的“星”，他们分布在各行
各业。但如果对所追的“星”
不了解，提的问题不专业，
会经常被“星”们鄙视。

采访两会就跟经历人生
一样，别人的经验只能借鉴，
必须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式。这
样的方式不是信手拈来的，是
在吃无数次闭门羹、撞无数次
南墙之后琢磨出来的。

正因为如此，自己的方
式才显得与众不同，也因为
如此，这种方式才刻骨铭心。

直奔现场 读者评报欢迎投稿：qlwbdz@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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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两会采访记
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最忙碌的除了代表委员们，大概就是来自国内国外五湖四海的记者了。在北京

采访的日子里，我们每天都充实而忙碌着——— 记者 刘红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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