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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一个电话 途遇抢劫

本森医生不得不连夜
开车去出诊。索里农庄的索
里太太快要分娩了，他必须
赶去接生。

在离索里农庄还有几
公里的地方，本森医生看到
一个人正沿着公路行走。风
很大，那人走得很艰难。本
森心生恻隐，在那个人身边
停下车，并请他上车。

陌生人说了声“谢谢”，
便钻进了车里。“这么晚了，
您要去哪里？”本森问。

“到底特律。那里的一
家汽车工厂正在招工，我得
连夜赶过去。去迟了，可能
就没机会了。您知道，战争
刚结束，工作不好找。”陌生
人答道。然后他问道：“能给
我一支烟吗？”

本森从大衣的口袋里
摸出一盒香烟递给陌生人。
陌生人点燃了烟，说：“谢
谢。但我想再拿一支等会儿
在路上抽，我想您不会介意
吧？”说完，不等本森回答，
他就又从烟盒里取出一根
烟，然后把烟放回了本森的
口袋里。

本森有些不高兴，但他
没有表现出来。他继续问：

“你当过兵吗？”
“在前线开了四年救护

车。”
“是吗？我就是个医生。

我叫本森。”
“怪不得车里有股药水

味。”陌生人笑道，然后郑重
说道，“我叫特纳·埃文斯。”

这时，本森想起了索里
夫人。他想看看几点了，但
当他把手伸进口袋时，发现

他的怀表不见了。他马上想
起了埃文斯刚才的动作。

“好心却遭贼了！”他在
心里骂道。

本森忍住怒火，慢慢把
右手移到座位下，摸到了那
支用来防身的自动手枪。然
后他急速刹车，把手枪对准
了埃文斯，大声喝道：“把那
只怀表放进我的口袋！”

埃文斯慌忙举起手。
“上帝！医生，您……您这
是……”他结结巴巴地说。

本森把枪顶在埃文斯
的脑门上，怒道：“我再说一
遍，快把怀表放进我的口袋
里，否则我就开枪了。”

埃文斯颤抖着把手伸
进自己的外衣口袋，摸出一
只怀表，然后把它放进了本
森的口袋。

“我本来要赶时间去救
人，却还花费时间帮你。你
真是太没良心了。”说完，本
森把埃文斯赶下了车。然后
他迅速发动车子，直奔索里
农庄。

一个小时后，本森医生
顺利地把索里太太的孩子
接到了这个世上。他高兴地
对索里太太说：“哦，让我来
看看这小家伙出生的时
间。”说完，他从口袋里掏出
那只怀表，放到明亮的灯光
下。

本森呆住了。那只怀表
的表盖没有了，玻璃表面也
有一道裂痕。他把表翻过
来，看到表底刻着这些字：

“赠给勇敢保护了全连官兵
的列兵特纳·埃文斯。护士
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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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责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但是
既然知道自己错了，就应该正视它，
并争取改正。我就做错了一件事情，
我想，把这件事情公布出来，于人有
益，于己有补。

大约两年前，我得到了一份新工
作，成了一家大公司的高级行政人
员。这份工作的待遇很高，但也很忙，
就像是有人送了你一条稀有的热带
鱼，虽是你喜欢的珍贵礼物，可它也
给你带来极多的麻烦，比如，有时你
必须大半夜起床来伺候它。做这份工
作后，我每天平均要接100多个电话，
多的时候要比这个数目多上一倍。所
以我就成了你时常能看到的那种人，
即使在车里或大街上也冲着手机叽
叽喳喳说个没完。

我这是在工作，我想这是唯一能
说出的借口。我拿这么高的薪水，就
该这样。

这样一来，我给那些与工作无关
的朋友打电话的次数就越来越少了。
这些朋友中就有本克。本克是一个诗
人，我与本克一直保持着联系，交往
有时频繁，有时稀疏。如果不见面的
时间长了，我们就相约在一起吃顿
饭，或在酒吧里坐坐，或打电话互道
彼此近况。十年来，我们的友谊就这
样持续着。

我得了这份新工作，本克自然就
打来电话表示祝贺。当时我有三个电
话要听，所以我说：“过会儿我打给

你。”我从来没有这样对他说过。
在以后的六周里，本克给我打

了十二三个电话。第一周最多，大概
一天一个电话。到后来就降为每周
一个电话。最后就没有电话了。我也
不知道我为什么在看到秘书记下来
的“来电留言”之后不马上给他回个
电话。

“过会儿再给他打。”我总是这样
对自己说。这下可好，他肯定是生气
了。本克是个好脾气的人，但也不是
随人捏的软柿子。他不给我打电话
了，像别的成年人一样，我也善于自
我开脱，没过多久，就把这事忘了。

但是，每过一阵子，我就会想到
本克。“我应该给他打个电话了。”我
对自己说。有好几次我已经拿起了电
话，拨了号码，但是每到这时，我可以
向你发誓，我工作台上的仪表板就会
显示另外三条电话线有外电打进。你
知道，我必须以工作为重。

本克是我的知心朋友之一，但是
他与我的生意和商务谈判毫无关系。
生意人热衷相互推销，擅长敷衍扯
皮，讲究经济效益。难道我已经变得
如此浅薄，把这一套也用来对付友
谊？“我应该给本克打电话了。”我在
心中说，但我还是没有。

去年的某个晚上我参加了一个
圣诞晚会。晚会上我看到我的朋友莫
比在房间的另一头。这时我想起来，
前段时间莫比也给我打过两三个电
话，但我一直没回。我向他走过去，但
我们之间有一群人正就生意的话题
谈得热火朝天，要从他们中间穿过得
用干草叉将他们分开才行。“喂！”我
好不容易挤到莫比跟前，向他伸出了
手。他没有与我握手，而是将身子背
过去，又与别人攀谈起来。

我感到非常愤慨。“自命不凡的
混蛋！”我大声怒叱。当然，我意识到
自己也有错，曾以同样的方式对待

他，还有……对了，我真的应该给本
克回电话了。但是我现在该跟他说些
什么？怎么向他解释呢？他会不会也
撂下我的电话？如果他像莫比一样对
待我，我会很伤心的。我怎么会陷入
这样一个困境？我为什么就不能从这
个困境中摆脱出来呢？

今年三月，我接到了一个电话，
是莫比打来的。“我想我们应该讲和
了。一起吃顿饭吧？”他说。吃饭的时
候我承认了我的无礼，并向他道歉。
他也对他那次不与我握手的“报复行
为”表示了歉意。我们又成了朋友，但
这又让我想起了……失去的东西。在
那次饭桌上，一种伤感的愁绪在我心
头泛起，一直萦绕于怀。我应该给本
克回一个电话。但是，我没有。

终于，我受到报应。上周，我的朋
友斯泰得到了一份新工作。斯泰是我
生意圈里最亲密的朋友，我在他上班
的第一天给他打电话表示祝贺。“谢
谢，伙计，”他说，“我得走了，我们改
天再谈。”我可以听到背景中的声音
非常嘈杂，甚至可以听到别人祝贺他
的声音。

我第二天给斯泰打电话时，他在
开会。过了两个小时我再给他打，接
线的却是一个陌生人，那人叫我把姓
名留下。我再也没有给斯泰打电话，
我想以后也不会打了。如果他想与我
联系，他是有办法找到我的，因为我
们曾是好朋友。

现在我眼前有一个天平可怕地
平衡着。一头是本克，他离我而去了，
但是如果我跨出正确的一步，或许我
们的友谊还会继续；另一头是斯泰，
我离他而去了，我和他的友谊能否继
续则要看他的做法。其实，只要他回
我一个电话。

我猛然醒悟。我拨了一个号码，
“本克！如果你不在，回来后给我回一
个电话！伙计，对不起，是我错了！”

错 了

就 改
●12月5日A9版《南科

大积极申请“去筹”转正》第
二栏第五行“中国市场经济
研究会常委理事罗坚”，“常
委理事”应为“常务理事”。

●12月5日B6版《“我想
知道前辈的命运”》“爸爸妈
妈都不敢相信”部分最后一
段：“参加了全国政协二届二
次人大会议上”，句子不通。

“政协二届二次人大会议”应
为“政协二届二次会议”。

●12月7日A5版《疾驰
1 6 0 0 里没逃出雾区》第二
段：“记者从车窗外已经看不
到尽在咫尺的房屋”，“尽在
咫尺”应为“近在咫尺”。

●12月8日A8版《女童坠
楼瞬间，邻居棉被接住》，文中
说“7岁女童阳阳从四楼窗台坠
落”，但文内示意图及封面图片
小图红圈所示，坠楼处均为五
楼窗户，文图不符。

●12月9日A19版《〈人
到四十〉再度“过把瘾”》第三
段：“纷至踏来”应为“纷至沓
来”。同版《若有机缘定会参
与央视春晚》第二段：“是以
出演多种反面角色而声名鹤
起”，“声名鹤起”应为“声名
鹊起”。

●12月10日B4版广告“候
逸凡成功卫冕女子世界冠军”，

“候逸凡”应为“侯逸凡”。
●12月12日B2版《追寻时

代偶像》“每天都要做一件好事”
部分第三段：“孟宪华1963年出
生”，“孟宪华”应为“孟宪兰”。

(感谢读者潘京华、周而
复始、张召来、靳淑红、刘学
英的批评指正)

“原”字不对

12月 5日B4版《不做校
长，“炮声依旧”》，文中“原武
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原北大校
长许智宏”，正确表述应该是

“ 武 汉 大 学 原 校 长 刘 道
玉……”“原”字如果用在单
位前面，说明这个单位已经不
存在了。 读者 孙郑生

此处“原”字使用是照搬
了去年更换武汉大学校长时，
教育部网站发布的消息中的
用法，消息称：“……原重庆大
学校长李晓红担任武汉大学
校长。”谢谢您对我们的关注
和厚爱。 编辑 张洪波

崔民是谁

12月9日A11版《济青高
速昨发 30余起事故》第三段

“崔民告诉记者……”仔细看
前后叙述，并无有关崔民身份
的介绍。崔民是谁？司机？乘
客？高速交警？身份不明。

读者 陈立新
崔民是现场一位目击者。

该句之前原有交代，修改时误
删，造成崔民没有了身份表
述，致歉。 编辑 刘海鹏

称“老人”欠妥

12月11日A5版《晨练老
人冰水中救起轻生女》第一
段：正在晨练的 51岁老人邵
长城纵身跳入冰冷的湖水中，
将女子救上岸后悄然离去。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
权益保障法》第二条规定，老
年人是指六十周岁以上的公
民。2005年，世界卫生组织新的
年龄划分法也提出：45岁以下
为青年、45-59岁为中年、60-74
岁为年轻的老人或老年前期、
75-89岁为老年。按国内法律
和国际惯例，51岁都不应该算
作老人。 读者 刘允辉

王莹：12月5日A10版
《撇下53名乘客，联航飞机飞
了》，小标题有“拒道歉拒赔
偿”字样。这种说法有点偏
颇，只是站在旅客的角度说
话。根据我多年从事航空工
作的经验判断，这不应该是
联航的原因。文中提到是由
于天气原因，并不是航空公
司自身造成的。题目为了抓
眼球，有些误导读者。

编辑者说：读者说得有
理。因大雾、结冰等原因延迟
起飞那是必须的，但航空方
面做好解释并道歉也是必须
的。做标题，有吸引读者的动
机很正常，但采访、行文态度
要客观，不应有偏颇。

李玉美：12月 5日A2
版《教授遇保安，谁都别滥
权》，此事近日炒得沸沸扬
扬，保安也是在履行自己的
职责。教授也是普通人，也
应该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
不是？制度的制定是针对所
有人的，所以，所有人都应
该履行这些制度，任何人不
能例外。这样想，教授就心

理平衡了。
编辑者说：这件事，是典

型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
理。其实国外的大学都是无
围墙大学，一个学校有必要
那么壁垒森严吗？我们国内，
家属区办公楼饭店宾馆，到
处都是层层保安，狐假虎威，
劳民伤财。

陶玉山：12月6日A15版
《一天就能办 咋就拖九
年》，这是一起典型的官僚主
义衙门作风的体现。记者采
访后，长期拖欠的两万余名
教师住房公积金问题迅速得
到解决，让人感到的不是欣
慰，而是心酸，更是愤懑。

编辑者说：其实这件事，
不只是“官僚主义”、“衙门作
风”，恐怕还有一点欺负老实
人的意思。但是，问题最终得
到解决，过而能改，也是好政
府，比那些死不认账、水煮不
烂的衙门还是好很多。

刘丽：12月8日A13版
《临沂一小伙要办“白菜婚
礼”》。帮助菜农的方式很多，
大张旗鼓地宣传白菜婚礼有

作秀和炒作的嫌疑。婚礼一
生一次，好事要做一生。祝福
他们的新婚。希望婚礼还是
发喜糖吧。发白菜不太合情
理，还是送给亲友吃了吧。

编辑者说：白菜婚礼，
既讨了彩头，又帮了菜农，
还别有新意与众不同，有啥
不好的？

蒋延琳：12月9日A8版
《人均欠薪超千元将挂牌督
办》，对广大农民工来说，这
无疑是一件大好事！临近年
底，拿到一年的辛苦钱回家
过年，是每个农民工所期盼
的事情。9部门联合为农民工
撑腰讨薪，无疑给广大农民
工在寒冷的冬季里送去了些
许暖意。

编辑者说：有劳动的权
利，却没有拿钱的权利，看起
来匪夷所思，但却在不断地
发生着。在中国，劳动者尤其
是农民工的权益保障，还是
任重而道远啊！

流畅：12月9日A9版《中
国应从欧债危机中学什么》，
第一段文中称：中国社会科

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
将做客齐鲁大讲坛，“畅谈欧
债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和启
示”。“畅谈”一词不妥吧？应
该是论述或讲解，也许作者
觉得是面向大众，所以“畅
谈”。但畅谈欧债危机，感觉
很不爽。

编辑者说：一词之差，感
觉殊异。对任何人任何国家
的痛苦，都不该“畅谈”。这就
像吃饭的时候忽然被一粒沙
子垫了牙，把一顿饭的滋味
都报销了。

江一帆：12月7日A12版
《黑出租每月收入近万元》，
怪不得黑出租禁而不止，顶
风而上呢，原来有这么多的
收入呀。其实我认为，黑出租
既然有市场，就有它存在的
理由。有关部门还是想想如
何因势利导，让黑出租能走
上正轨吧。

编辑者说：走上正轨，它
就挣不着钱了。黑出租违法，
正规出租呢，苛捐杂税太过
沉重，这是滋生所谓黑出租
的直接原因。

读者评报欢迎投稿：qlwbdz@163 .com 评报员之窗

小买卖

大辛苦

12月11日，淄
博市小商品街，一
名男子一人推着两
个车子做生意。买
卖虽小，辛苦很大。

拍客 孙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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