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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着兰博基尼去割草

本来我可以买台芬特，大家都说这个牌子的
拖拉机最好。或者也可以买台杰西博公司的快拖，
因为我跟杰西博家族是朋友。可我只想要台兰博
基尼，而且我真的买了。确切地说是一台兰博基
尼R8270DCR拖拉机。

这台拖拉机可不是一般地大，它的前轮比我
还高。你得爬四级梯子才能够得着门把手，然后爬
几级才能进入驾驶室。这还没完，你还得再往上爬
一点才能坐到座位上。

实际上它块头大到连我的谷仓都装不下。不
得已我只好又盖了栋新谷仓。干农活的人见了它，
都毫不例外地会用他们浓浓的乡音说出同一句
话：“这玩意儿也忒大了！”但在我看来，拖拉机就
像男人的尊严，谁会嫌它大啊？

不过这些老乡倒也没说错，它确实大得有些
过分了，不仅谷仓放不下，它连我车道上的大门都
进不去。没办法，我只好重修车道。另外，它也太有
劲儿了，如果你在它后面挂上其他农机设备，分分
钟就能被它扯成碎片。

我承认，兰博基尼拖拉机是有点复杂。只要一
发动，那根直径18厘米的垂直式排气管就会发出巨
大的轰鸣。接着你挂上挡，再用另一根挡杆也挂上
挡，如果这个时候你松开离合，就会发现还有一根
挡杆同样需要挂上挡才能起步。如果行进中需要
变挡，那就得用上第四根挡杆了。听说这台拖拉机
的前进和倒车挡位加起来总共有48个之多。还好它
只有两个刹车踏板和油门踏板。老早我就数过，驾
驶室里共有164个按钮。结果等我掀开扶手，下面还
有24个。这些按钮上一律没有标签。这可真够闹心
的，要知道它们操纵的东西，可是轻而易举就能把
我整成残废啊。

终于，经过一番折腾，它总算动起来了。但我

立刻就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拖拉机有减震系统，
座椅也有，而且它们是独立运作的。因此，当拖拉
机爬坡时，座椅就自动往下降。这表示你可能会在
后背遭受严重挤压与脑袋被撞之间自由切换。于
是我不得不死死抓住方向盘，结果刚开了3分钟，方
向盘掉了。不是开玩笑的，方向盘真的掉了。

换成开车，时速40公里在我眼里算什么，但在这
辆拖拉机上，我却被吓个半死。从那以后我就龟速
开拖拉机，即便如此，我还是撞过六个大门、一道树
篱、一根电线杆、一辆拖拉机，还有一个集装箱。

尽管如此，当我坐在开着空调的拖拉机上
缓缓向前，我突然开始理解为什么阿甘在经历
了那么多事情之后，最后却乐意开着割草机去
给学校的足球场割草。而一到发动机过载的时
候我就格外开心，因为从排气管传来的巨大轰
鸣会盖住马库斯·布里斯托克（注：英国喜剧演
员）的声音。

每当我干完一块地里的活，爬下梯子，坐在刚
刚被我碾坏的栅栏上就着啤酒吃鸡肉三明治时，回
头看看自己的劳动成果，心里还颇有一点点自豪。
我明白，虽说这工作不像医生或护士，但用自己的
双手在地里种出粮食，做成啤酒、面包和植物油，无
疑比大呼小叫地开着车子转圈圈要有意义得多。

种地就能强身健体

去健身房你都干什么？举几下杠铃，对着镜子
孤芳自赏一阵，然后回家。倘若你用传统工具干些
传统农活，那么一天下来你必然也会有所收获。

别跟我说你没地，那是理由吗？你不也没健身
房吗？你花钱到别人的健身房里健身，如果你肯付
钱，我也愿意让你到我的农场上帮我砍柴火。实际
上，这或许还能解决因为农业补贴缩减而导致的
经济问题。农场主们可以租些斧头，吸引一些年轻
的健身爱好者，让他们到林子里砍树去。

现在是一年中最好的时节，播种已经结束，而
因为空气湿度大，多风，暂时还不适合喷洒农药。
农场主们被迫关心起自己的身体来。除此之外他
们只能干些杂活，比如修理大门，替换腐烂的篱笆
桩子，补一补被獾拱破的围墙。所以，假如你希望
拥有傲人的腹肌，只需给我100英镑，我立马就能给
你安排工作。

为了杜绝光说不练，我决定从修剪树篱开始，
真正行动起来。正常情况下，我会在拖拉机后面挂
一台又大又难看的机器，从树篱上梳一遍，树篱中
的所有东西都会被绞得稀巴烂。那种效果基本相
当于拿电钻在装着牛奶什锦早餐的袋子里搅一
搅。因此，我们才选择在这个时间修剪树篱，再晚
些小鸟就该在里面筑巢了。

但今天我不打算用机器，而是决定亲自动手。
这意味着我需要某种工具，也意味着我有机会去
逛一逛StowAg。这是天底下最好逛的农资百货了。
一开始我的注意力全被那些猪食槽、饮马桶和一
看就很结实耐用的手提电锯给吸引住了，但最终
我还是来到了卖剪枝器的区域。可选的类型实在
太多，但我这个人喜欢把重量和能力画等号，所以
就挑了个最重的。回到家，我换上健身服：一件猎
装绒大衣，再穿上一双长筒雨靴，便向着那绿色的
巨人出发了——— 去年，一道树篱把一扇不怎么常
开的大门给裹了个严严实实。

我来教你如何干这项工作。首先找到蔓生到
大门上的枝条，而后顺藤摸瓜找到它在树篱上的
主干，把剪枝器伸进去，双手用力一剪。随后抓住
剪下的枝条往外拉，等枝条上的尖刺把你的手划
得鲜血淋漓时，放下枝条，回去，开车到StowAg百
货，买一双结实的工作手套。

没过多久我便得心应手起来。弯下腰，伸出剪
枝器，扎稳马步，使出浑身力气剪断更粗的枝条。
剪枝器笨重不堪，我的胳膊很快就酸痛难忍，臀大
肌紧张得直哆嗦，心脏怦怦跳个不停。外面的气温
只有零下1摄氏度，我的脸却红扑扑的，大衣里面汗
津津的。剪下的枝条堆成了小山，更重要的是，我
那扇不怎么用的大门又可以自由地打开了。

这天下午，我决定在农场上栽些篱笆桩子。这
份工作的健身效果更为出众。还是那句话，有一种
机器可以轻而易举地搞定这件事，你只需坐在温
暖的拖拉机驾驶室里按个按钮就够了。但我选择
了传统的方式，用一个打桩器亲手栽桩。才打了两
个桩子，我的胳膊就吃不消了。它们像塞了僵尸香
料一样无精打采地垂在我身体两侧。而我还要长
途跋涉，爬上全英格兰最陡的山才能回到农场。关
键是鞋子上的泥巴足有90公斤重。

当天夜里我只感觉神清气爽、浑身舒畅，连喝
红酒或啤酒的念想都没有。我甚至对莫吉托也提
不起兴致，反倒喝了不少农场上的矿泉水，还用我
自种的小麦做成的面包做了个番茄火腿三明治。
农场在我心里有着多重意义：它是风景，是生意，
坦白地说，是一笔财富。它能让我把个人资产光明
正大地传给子女，而用不着担心税务员找上门来。
不过我还从来没想过它会成为我的健身会所。可
事实摆在眼前。我很享受在农场上的劳作。

(本文摘编自《克拉克森的农场》，内容有删减)

2008年，英国媒体人、作家杰里米·克拉克森买下一个有6000亩土地的农场，雇佣当地人经营。十年后，他突发奇想，亲自去经营农场。又是开农场商店，
又是开餐厅，辛苦劳作一整年，他最后只挣了144英镑。这段经历被摄成了真人秀纪录片《克拉克森的农场》，他还出了一本记录务农生活的同名新书。提起笔吐
槽起务农生活的克拉克森，比真人秀纪录片中每天有应对不完的困境、茫然失措的他更有意思。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不如如意，但克拉克森还是渐渐发现，“夕阳西
下，坐在我的拖拉机上，看着田野中的野兔、小鹿以及黄莺，那种感觉令人陶醉。我以前可不知道从这些东西身上竟能能体会到如此纯粹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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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迁安置公告
山东教学仪器厂旧城改造项目回迁居民：

山东教学仪器厂旧城改造项目安置房1、2、4
号楼已具备回迁条件，计划于近期为选择上述安
置房的被征收居民办理回迁手续，现将回迁安置
相关事项告知如下：

一、时间、地点及所需材料
(一)时间安排：2023年3月28日至2023年3月29日

(二)办理地点：明湖壹品苑4号楼底商
(三)所需材料：请相关回迁居民持《济南市国有土

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原件及复印件2份、被征收人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5份(正反两面复印在一张A4纸

上)、银联卡(交纳房屋差价款、维修基金、物业费、水电
开户手续等，可使用手机银行转账或借记卡)。

被征收人无法亲自到场的，被委托人须持本
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5份、被征收人身份证原件
及复印件5份、《授权委托书》及上述其他材料办理
回迁入住手续。

二、过渡费发放截止时间
山东教学仪器厂旧城改造项目上述回迁安置房

过渡费发放截至日期2023年3月31日，逾期未办理回
迁安置入住手续的居民不再计发过渡费。

三、注意事项
1 .请回迁居民按规定的时间办理回迁入住手续，

不可提前或延后。办理回迁手续同时一并结算安置房
差价款。为保证现场秩序，非回迁居民禁止入内。

2 .办理回迁安置手续时每户原则上限定2人进入
回迁现场。

3 .因各种原因在上述规定期限内未办理回迁手
续的居民，另行通知回迁手续办理时间。

办公地址：明湖壹品苑4号楼底商
咨询电话：15954127579

济南市历下区房屋征收服务中心
2023年3月18日

时间
交付范围

原楼号 新楼号

3月28

日8:00-12:00

山东教学仪器厂安置房

1号楼1单元
明湖壹品苑1号楼1单元

3月28日

13:00-17:00

山东教学仪器厂安置房

2号楼
明湖壹品苑2号楼

3月29日

8:00-12:00

山东教学仪器厂安置房

1号楼2单元
明湖壹品苑1号楼2单元

3月29日

13:00-17:00

山东教学仪器厂安置房

4号楼
明湖壹品苑4号楼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处置方式：按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处置管理

办法(修订)》规定的方式整体进行公开处置，处置方式
为挂牌转让、公开竞价、拍卖等。

交易条件为：要求买受人信誉好，有付款能力并可
承担购买债权所带来的风险。

对交易对象的要求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
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且以下人员不得购买：国家公
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
司的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
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
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
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
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公告期限：自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止；公告
期内同时受理该资产处置有关异议和咨询，如对本次
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山东省分公司联系。

联系人：董先生，朱女士
联系电话：0531-86059725，0531-86059781
邮箱：dongyang@chamc.com.cn，zhulili@chamc.com.cn
山东省分公司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经三路89号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山东省分公司纪委与纪检监察部门：0531-
86059702 山东省分公司审计部门：0531-86059715

监管部门：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山东监管局：
0531-86063055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
监管局：0531-86192983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2023年3月18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以下简称：山东
省分公司)拥有山东志成投资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等3户不良债权，拟
进行公开处置，现予以公告。请投资者登录中国华融网站(http://
www.chamc.com.cn/)查询或与有关部门接洽查询，具体债权信息如下：

注：1 .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基准日的债权本金余额，基准日后
债务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利息、违约金、相关费用等按照相关合同
协议、生效法律文书及法律法规的规定计算。上述债权及其项下权
利义务一并转让。

2 .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
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
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 .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 .本公告清单列示的金额由于计算方法等原因与实际金额可能

存在较大误差，具体以相关合同协议及有效法律文书计算为准。

公公告告资资产产清清单单 基准日：2023年1月31日 货币单位：人民币 万元

序号 债务人 本金 担保人

1
山东志成投
资建设股份
有限公司

6070 . 00
张子华、安瑞成、周建成、马有纲、路明亮、刘
向群、济南市塑料四厂有限公司以名下位于
济南市市中区建设路86号的房地产提供抵押

2
山东志成橡
塑有限公司

2423 . 25

济南市塑料四厂有限公司、安瑞成、王宝
鸿、王运军、济南旭升橡塑有限公司、济南
市塑料四厂有限公司以名下位于市中区建

设路86号幢6-11幢房产提供抵押

3

山东特利尔
营销策划有
限公司医药

分公司

1397 . 99

济南旭升橡塑有限公司、刘清涛、翟振杰、崔
敏、安瑞成、王宝鸿、济南市塑料四厂有限公
司以名下位于市中区建设路86号幢1-5幢房
产提供抵押和周建成450万、胡淑云350万、于
春晓200万持有济南市塑料四厂股权质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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