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要：
到了5个月，唐鹏带着林君去

医院做了穿刺。结果很快出来，还
是那个主任医师接待了他们，医生
拿着报告看了看，表情异常严肃，
沉默了片刻才开口：“我很抱歉地
告诉你们，孩子确诊是唐氏综合征
患儿，母亲得尽快接受引产。”

本来是想威胁那些坚守的钉
子户，但是因为没有控制好，挖掘
机撞垮了那幢二层楼房的墙壁，一
共压住了三人，一位老人重伤，送
医院后抢救无效死亡，另外两人轻
伤。冯全当即被控，后来经法院判
决过失杀人，判处六年有期徒刑。

当然，这是公安的审讯记录，
真实的情况有一些出入。那个夜
晚，苏小军把当晚行动的人分批召
集到公司办公室里进行训话。苏小
军是万大志的司机，公司一切非法
的纠纷基本上都是由他出面具体
解决，苏小军杀气腾腾地煽动说：

“给我弄，今天一定全部推平！只要
不死人，我保你们卵事没有。”

似乎的确是这样的，他们有
政府下达的拆迁文件，有警察帮
助维持秩序，从江城组织了几卡
车身强力壮的年轻人来帮忙，对
方妄想用一些老弱病残来阻止大
千房产拆迁，无异于螳臂挡车。进
入大千房产这么久，冯全也见识
了公司兄弟在左岸水榭中的一些
所作所为，一些非常过分，近于违
法的行为，并没有受到警察和法
律的过问和惩罚，似乎正如苏小
军宣称的那样，大千房产是市里

扶持的重点企业，老板胡迁手眼
通天、后台强硬，这增强了他的信
心，因为希望得到赏识，那天晚上
他主动请缨并且一马当先，但是
结果却是六年的徒刑。

宣判之后，冯全没有去想冤
死在他手下的人，只觉得自己亏
大了，尤其是这半年多来，他似乎
是被遗忘了，除了他的父母，公司
从来没有专门派人来探望过他，
并且当初要他一力承担所有责任
而承诺的保外就医和一笔十万元
的赔偿，在付了两万元后再无下
文，他母亲去问过，根本见不到万
大志、恭晓和胡迁，只有苏小军对
他母亲简单解释了几句，说目前
公司资金紧张，钱以后再考虑，同
时，最近风声很紧，死者家属一直
在闹，保外就医也只有以后再说。

最后一击是叶杨的工作组。
他从母亲口中知道这个工作

组是专门为调查“11·7事件”真相
而来，但令人惊异的是，无论是工
作组，还是大千房产，都没有来找
过他。工作组的工作似乎完全变

成了安抚遇难者家属，而公司，似
乎根本就没有考虑过他会有什么
异常，担心过他会翻供或者其他
什么的。这不仅是一种轻视，也是
一种侮辱，他们认为他不可能也
不敢，这让冯全恼羞成怒，为了扳
回局面，挽回自己的损失，他决定
弄点儿什么事出来，让他们———
工作组和公司——— 知道他的厉
害，让他们知道他的重要性。

他的性格是那种通常所谓的
强烈自尊和强烈自卑的综合体，
因为自卑而异常自尊，因为自尊
而不能容忍别人对他的忽视，总
想做点儿什么来突出自己，这就
是他在去年那个夜晚为什么会表
现得那样冲动的原因，也决定了
现在他做出的选择。

当监狱开展例行帮教工作，号
召犯人检举揭发，将功赎罪时，冯
全不再沉默。考虑这件事很可能是
因为苏小军和万大志欺上瞒下，从
中短了他的钱、摆了他的道，他把
矛头直接指向苏小军和万大志。

谢疤癞是一个狡猾的老江

湖。这跟他三十多年的偷扒盗窃
经历有关。虽然他几年前就洗手
不干了，但是今年春季过后，他的
一位朋友来找他：“老谢，有件事
只得麻烦你了。”他的语气充满真
诚的歉意，但不容拒绝。

就这样按照朋友提供的情
况，他轻轻松松地摸进陆虎城的
家，拿到了那个指使曲哥的人想
要的东西。他把东西交给曲哥的
时 候 ，曲 哥 把 余 款 如 数 给 了
他——— 这在这位黑道凶徒来说，
是很罕见守信的行为，谢疤癞以
为他至少会扣一万去。“没事了，
你就按你平时怎么着就怎么着，
有事我会通知你。”

果然没事，四月底的时候，曲
哥再次出现在他门市：“老谢，还
得麻烦你。出去玩两个月吧。”他
递了一叠百元大钞给他。依然是
那种面无表情的冷漠，但是谢疤
癞感觉得出曲哥有些异样，似乎
有丝惊慌藏在那张面具之下。

提要：
方宏伟无法理解这段古文和招

聘的关系：“诸葛亮招武将的法子，能
用来招销售吗？”

提要：
冯全今年二十七岁，江城

人，单身，身材瘦小，相貌清秀，
性格内向，进入大千房产两三年
也没有给人留下一点儿深刻的
印象，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沉默讷
言得近乎害羞的人，在去年十一
月七日那个夜晚，莽撞地开着挖
掘机冲向要拆迁的楼房。

“只需稍作修改，就可以了。”雷
励行放下咖啡。方宏伟半信半疑，不
敢与老板造次：“今天，咱们试试诸
葛亮的法子？”

雷励行放下咖啡：“好，我们便
用这个法门，先测诚信。诸葛亮说

‘期之以事而观其信’，他们填写了
EXCEL的使用水平，大多数选择‘非
常好’，只有一个人选择‘一般’，他
叫周锐，其他人选择‘好’。骆伽，把
表格挂起来，看看他们的诚信。”

骆伽把表格贴在白板上，轮到
周锐的，忍不住偷偷看一眼，与模板
几乎一样。心想，如果是自己肯定先
选择“非常好”，结果却一定不好，便
会露馅，看来周锐并非仅仅是傻。雷
励行站起来，指着第一份表格：“这
个人自称很好，表格在这里，你看。”

方宏伟笑出声来，表格上仅有
乱七八糟的几行文字，边框和字体
都不对，更别提复杂的计算公式和
宏。雷励行抓起表格揉成一团，扔进
垃圾箱：“夸夸其谈，故事编得漂亮，
却是绣花枕头。正如刘备白帝城托
孤时对诸葛亮评价马谡的那句话，

‘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就是这种
人。”

雷励行又抓起一份表格，点评：
“罗小希，中文用宋体，英文用ariel，
一律五号字，规规矩矩。她说到做
到，与自我评价基本相符，可用。”
周锐的表格与模板如同一个模子刻
出来，却自认水平一般。雷励行的目
光转向骆伽：“问问周锐，他为什么

谦虚？”
“可是，我……”骆伽早与周锐

熟识，却中断了联系。周锐常常发来
短信，在网上为菜地锄草浇水，骆伽
故意避而不见，却没想到要在这种
场合与他重逢。“怎么？”雷励行略知
一二，目光中带着疑惑。

骆伽无法推脱，离开雷励行办
公室来到人力资源部门口，里面就
是周锐。她曾经想象过重逢的情景，
却不是此情此景。既然早晚都要见
面，躲也躲不开，还不如干脆一些。
她推门进去，周锐张大嘴巴，眼珠几
乎弹出，轻轻呼唤：“伽伽？你！”

在这种面试的场合，骆伽只能
走到周锐面前，如同陌生人：“周锐，
你说自己的表格水平一般，其实却
做得很好，为什么？”

“伽伽，你怎么在捷科？为什么
不理我？”周锐目光痴呆，没有听清
问题。众人都看出异常，赵勇知道内
情，捅捅周锐，让他注意场合。骆伽
不想惹出事端，命令周锐：“出来。”
周锐恍若梦中，出了会议室，骆伽迎
面问道：“我的热干面和豆皮呢？”

“找不到你，全吃了，害得肚子
痛了三天。”

“笨蛋，”骆伽语气依旧，她没时
间多聊，再次问道，“你说表格水平
一般，其实却很好，为什么？”

“我对老版本比较熟悉，新版本
没有用过。”周锐面试不会撒谎，真
是笨死了。骆伽有心捉弄，严肃地问
道：“你没有销售经验，为什么要应
聘售前工程师的工作？”

“我们一起见过客户。”胆大的
赵勇偷偷溜出来，抢着回答，替周锐
争取。骆伽提笔在简历上补充进去
销售经验。

“我不做销售。”周锐大声抗议
骆伽修改简历。

“哦，这不是销售，是售前工程
师。”骆伽离开，周锐真是死脑筋，人
可以实在，但不能太实在。转念一
想，如果遇到雷励行，眼神和动作都
会暴露出内心的秘密，怎么能瞒得
过去？即便瞒得一时，可以瞒得一世
吗？嗯，骆伽明白了一个道理，做人
还是实在好，至少不用总惦记着谎
话会露馅，傻人确实有傻福，自以为
聪明的人反而常常搬起石头砸自己
的脚。

听到这话，林君痛苦地闭上了
双眼，唐鹏扶着林君，不知怎样安
慰才好。半天，林君睁开眼睛。“您
说，这样的判断可不可能是误诊
呢？”

医生放下报告：“我理解你们
的心情，但根据报告的数据显示，
这的确是非常典型的病例。”林君
摸了摸自己的肚子：“可我还是要
把孩子生下来，我不相信他是不健
康的。”医生不再和她说话，看了看
唐鹏道：“我们对你和孩子进行了
仔 细 的 检 查 ，各 种 特 征 都 表
明……”

林君的声音高了起来，也更为
坚定：“可不论怎样，我都要把孩子
生下来，我们自己会对孩子负责，不
用医院负责！”医生摘下了眼镜，“这
事怎么说呢？对我们医院来说，是不
可能……”林君站了起来：“你这家
医院不可能，我就换一家医院，我就
不相信全中国没有生孩子的医院
了。”

医生也站起来道：“你冷静一
点儿，我们的建议都是为你们着想
的，你现在还不能想象把这样一个
孩子生下来的后果……”

林君打断了医生的话，拉起唐

鹏：“你不用说了，我们谢谢你的好
意，唐鹏，我们走。”

两个人回到了家里，一直沉默
着。唐妈妈看了看两人拿回来的报
告：“你说我们怎么会这么倒霉呢，
这来来回回都折腾了多少回，临了
居然会是个傻子，哎呀，我真是想
不通啊！”说着，唐妈妈也掉下泪
来。

唐鹏看着自己的妈妈，再看
看林君，也不知说什么好，大家都
不说话，只有唐妈妈的抽泣声。林
君忽然抬起头道：“妈，您别难过，
傻子又怎么样？傻子难道您就不
疼了？这是我和唐鹏的孩子，是您
的孙子，是您的亲孙子！就算你们
都不疼他，他还有我这个妈！”说
着，林君也哭了起来。

唐鹏安抚着林君：“君君，别这
样说，谁说不疼他了。”林君泣不成
声道：“我知道，你们虽然都不说，
但我知道，你们和医生一样，也要
我去把这孩子打掉，可我告诉你
们，我不会去，我死也要把我的孩
子生下来……”

到了晚上又是让人难耐的沉
默，这一夜林君很晚才睡，唐鹏也
翻来覆去到4点来钟才睡着。第二
天早上，唐鹏一睁眼就已经8点多
了，他迷迷糊糊地伸手摸了摸一
旁的床，一片冰凉，他一下子就醒
了，从卧室里走出来：“妈，您看到
君君吗？”

唐 妈 妈 正 在 厨 房 里 做 着 早
饭，眼圈也是一片黑：“没有，没有
啊 ，她 没 在 睡 觉 吗 ？我 也 是 刚 起
来，就一直在厨房里呢。”唐鹏忙
打电话，手机铃声在房间里响起
来，唐鹏急道：“她手机也没带。”
唐妈妈冲进了卧室，看了看空无
一人的床，也急了起来：“她一个
人上哪儿去了这是？她还大着肚
子呢。”想了想，她明白了，“我看
林君是想自己躲起来，把孩子偷
偷生下来！”

唐鹏沉默了片刻，打定了主意，
“妈，我们分头行动，你去打电话，苏
娜、李欣，还有她姑妈舅妈什么的挨
个打。我等下去报警。”唐妈妈赶忙
去拿电话，一边走一边念叨着：“对
对，一定要报警，你记得把林君的照
片拿上，全身的，大头的，还有她大
着肚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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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音：
谐音：淡
释意：1 .恬静、安然的样子。2 .水波纡缓的样子。
用法：〈形〉1 .同本义：水波摇动的样子。烟波澹荡摇空碧，楼
殿参差倚夕阳。——— 白居易《西湖晚归回望孤山寺赠诸客》

2 .恬淡。澹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 柳宗元《晨诣超师
院读禅经》

〈动〉1 .消除。如：澹灾(消除灾害) 2 .另见
常用词组：澹泊(恬淡寡欲;不追求名利)；澹澹(水波荡漾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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