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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眼

冬雪的画
◆河南 戴玉祥

阳光灿烂的大街
◆辽宁 李桂平

美术课上，老师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小村
庄，又在小村庄周围画上了连绵起伏的山
峦。
老师说，同学们，黑板上的画，由于没有
必要的人物出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只是
一幅静景，也没有什么深刻的思想内涵，老
师希望你们添加些适当的人物，让画面动起
来，让思想内涵深刻起来。
同学们画起来。
老师走下讲台，在过道上来回走动。
春兰同学画好了。
春兰同学将画送到老师面前，让老师指
点。
画面：朝阳撒在小村庄里，一位少妇，手
牵着小女孩，向村外走去，不远处，是一处隧
道，隧道那头，隐约可见戴红领巾的学生，她
们，雀跃着，好像，还唱着歌。
老师说，春兰同学的画，很有创意嘛！
紧接着，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表扬
了春兰同学，说春兰同学的画，虽然只画了
妈妈送女儿上学这样一个很普通的画面，

但，面对围住了小村庄的山峦，春兰同学没
有畏惧。老师手指着画上的隧道，继续说，
这个隧道的出现，不仅解决了小村庄与外界
的联系问题，更主要的，是反映了春兰同学
创作时，充分展开了想象的翅膀，
很好！
老师刚说完，夏草同学站起来，走到老
师面前，将画好的画捧给了老师。
画面：小村庄的上空，一行大雁排出八
字形正向山峦飞去。连绵起伏的山峦，一条
环山小路上，几条汉子，赤裸着上身，肩挑堆
满桃子的箩筐，
正吃力地走着。
老师看后，
连声赞好。
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表扬了夏草同
学，说夏草同学的画，现实感强。同学们知
道，一个被大山包围着的小村庄，盛产的桃
子运不出去，只好烂掉。但夏草同学没有让
它烂掉，夏草同学另辟蹊径，在那连绵起伏
的山峦上，画上一条山路，这一画，小村庄里
的物产都可以运出去了。山路上正吃力走
着的几条汉子，就是例证。另外，一行正向
山峦飞去的大雁，寓意相当深刻，它说明什

么，说明大自然上的生灵，不囿于被封闭、被
隔绝，
何况人呢？
老师说后，
又在过道上来回走动。
不断有学生将画好的画，拿给老师看。
老师很满意，脸上，绽着笑容。但，冬雪同学
的画，
却让老师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老师目聚着冬雪同学的画。
画面：被连绵起伏的山峦包围着的小村
庄里，有一户门被锁上的人家，门被从里面
拽开了一条缝，
露出一只粗糙的手来。
老师说，冬雪同学，画了半天，你只是在
老师原画的基础上，让门裂开道缝，也太简
单了吧！老师问你，门缝里露出的那只手，
什么意思？
冬雪同学说，
那是我妈妈的手。
你妈妈的手？老师来气了，你妈妈是女
人，
手会那么粗糙？
冬雪同学说，我妈妈常年在建筑工地干
活，
能不粗糙吗？
老师转移话题。
老师说，那你怎么忍心将妈妈锁在屋
里？
冬雪同学听后，眼角滑出泪来，抬手抹
了下，目光在全班同学脸上碾过后，声音低
低地说，老师，春兰、夏草那画，我也能画出
来，
但我不想那样画。
老师惊奇。
老师说，
为什么？
冬雪同学仍声音低低地说，小村庄周围
那山峦，再高一些，才好呢，干嘛挖隧道修山
路呀！
冬雪同学这样说过后，眼角又滑出泪水
来。这次，冬雪同学没抹。冬雪同学说，妈
妈在外地打工，我都三年没有见到她了。她
要是回来，我一定给她锁在屋里，再也不让
她走了……

泡菜坛子
◆江苏 朱承荣

阅微

张顺提着两个大袋子，风风火火地撞开
院子门大声喊，翠兰赶紧做饭，刘书记晚上
来吃个便饭！
翠兰没精打采地侧躺在床，听到这话挑
了挑眉头说，
又来？！
谁让你泡菜做那么好！刘书记说上次
吃了你的泡菜，总是忘不掉，这次下乡办事
又想起你的泡菜了。张顺拖着媳妇进了厨
房。
得了吧，定是你死乞白赖地求人家来
的。上次镇领导让你陪钓，就差下水给书记
鱼钩上戳鱼了。临走赏你几条小毛鱼，看你
高兴得跟捡到宝贝似的。
女人家就是头发长见识短。张顺说，你
儿子张小将在书记手下做事呢，咱好好做
饭，说不定给你儿子随了个好前程。
翠兰还是提不起精神。她郁闷好些天
了，她偷偷摸了摸右手无名指上的戒痕，哪
里敢把祖母绿戒指弄丢的事告诉张顺，那可
是他奶奶传下来的宝贝。张顺紧催，翠兰撇
撇嘴，她说梳洗穿戴一下，好歹来了客人，不
能邋遢着让张顺丢脸。
这婆娘，就是爱俏。但她的家常菜手艺
没得说，烧炸蒸煮，样样拿手。
夕阳像个咸鸭蛋黄。张顺两口子忙得
差不多的时候，刘书记和
秘书进屋里来，看着一桌
子大荤，刘书记说，老哥，
早说好了，一叠花生米，
几个素菜，最多弄个红烧
肉就成了，看你整这一桌

子的，多麻烦。秘书跟着笑问，张大哥，上次
那个泡菜有没有啦，书记可惦记了，他说十
个荤也比不上那一口。张顺连忙说，有，
有！我们家泡菜一年四季都做的，小将和翠
兰都好那口，
一会让翠兰抓一碟过来。
席间张顺说到儿子小将，刘书记说，据
下属反映小将踏实肯干，我也观察过也确实
如此。张顺连连点头谢谢刘书记夸奖。
厨房里的翠兰伸着耳朵听着，喜上心
头。她从小坛子里夹了一点点泡菜放在袖
珍碟里端上桌。看得出刘书记是真喜欢翠
兰的泡菜，两三筷子，泡菜就没了。刘书记
指着空碟笑着说，翠兰妹子，还有吗？还像
上次那样把坛子也搬来吧！说完哈哈大
笑，众人也都跟着笑。
张顺抢着说，有有！他转脸去厨房把
泡菜坛子抱了出来放在桌角说，紧吃！翠
兰用干净筷子又夹出些。这泡菜坛子甚是
小巧，虽然陈旧，但擦得很干净，细腻的釉
质散发着青绿的光韵，非常好看。翠兰穿
着复古改良旗袍白净净地坐在坛子旁边，
像一幅画。刘书记指向翠兰说句顺口溜，
古董加美人，张顺有福人！众人又笑起来。
一席饭罢。刘书记特别开心，他从包
里 掏 出 一 个 长 盒 子 递 给 张 顺 说 ，这 个 给
你。张顺接过来打开一看，竟然是一颗人
参，看着也不知道多少钱，不敢接。刘书记
装着要生气的样子说，这老来家里叨扰的，
这样，你收下，这坛子泡菜给我带走舍得不
舍得？
张顺连忙说，哎呀，书记啊，不就是一

坛子泡菜嘛，拿走就是，吃完了说一声，翠
兰再给你做好送去。
临走，翠兰将坛子搬进厨房，又精心擦
洗了一次，这坛子是她过门前老家集市买
的，有感情了。
半月后，小将升职。升职那天，张顺收
到刘书记托人送来的一个神秘礼盒，打开
盒子，里面还有个小盒，再打开，竟然是枚
祖母绿戒指。戒指下压着一个纸片，上面
写着：此物甚是贵重，只是我惯不收礼，请
张顺老哥收回。泡菜倒是可以常有。
张顺惊奇自己娘们怎么会背着他把传
家宝给送了，他拿着戒指质问翠兰。翠兰
愣了半晌，惊梦似地恍然大悟，原来掉泡菜
坛子里了！真是因祸得福，遇到了刘书记
这样的官。
从此，翠兰的泡菜就成了刘书记肠胃
里的常客。
半年后，张顺听到镇上闲言碎语，说翠
兰跟某领导有染。夫妇二人心如明月。
一年后，刘书记被举报，涉嫌贪污受贿
和作风问题等被双规，听说其中一件古董
青釉坛子价值不菲，贿赂者还别有用心地
用此坛子装上泡菜，里面放了一只贵重的
祖母绿黄金镶边戒指。调查组正在进行
中。
有人背地里说，张顺那小老儿就等着
人来抓他吧。
又半年，刘书记的官位不降反升。走
马上任之前，他特意见了张顺夫妇说，谢谢
你们送的特殊的礼物啊！

九江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公开招聘聘用制辅警
因工作需要，九江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委托九江市人才市场面向社会公开
招聘聘用制辅警,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计划、岗位及主要条件

招聘计划 100 名，
其中：
1、01 岗 20 名（女性）,高中及以上学历，年
龄 18 周岁以上，35 周岁以下，身高 1.58 米以
上。
2、02 岗位 80 名（男性），高中及以上学历，
年龄 18 周岁以上，35 周岁以下，身高 1.70 米以
上。
主要从事专职留置看护、协助民警日常巡
逻执勤、维护社会治安、服务群众等工作。

9:30-11:00 《综合基础知识》闭卷笔试。
4、资 格 审 查 时 间 ：2018 年 10 月 16 日
9:00-16:00。
5、面试时间：
2018 年 11 月 3 日。
6、体能测试时间：
2018 年 11 月 7 日。
7、体检时间：
2018 年 11 月 13 日。

三、聘用及待遇

详细情况请登录九江人才网了解（网址 www.jjtl.com.cn）。
咨询电话：8576818、8566077（蔡老师）

逗弄着别人怀里或婴儿床上
的孙女时，突然觉得自己空
落落的。
我们是为儿子。她是为
女儿。最终目的，都是为孩
子。为那个小家庭。她愿意
咋样就咋样，别当回事。老
公说。
她认了。
她生气的是今天早晨。
小两口都去上班了，她刚把
洗过的碗碟放进橱柜，就感
觉到异样，亲家母幽灵似的
出现在身后，手环着碗沿抚
摸一圈，
接着是下一只碗。
你干什么呢？鲍大纹
说。
我检查一下，看你洗干
净没有？
她脑袋瞬间大得像筐，
真想撕破脸皮，问眼前这个
女人，她哪来的优越感？就
因为她生活的城市大而自己
生活的城市小？就因为她是
事业单位而自己是个体户？
就因为她老公是高薪而自己
老公是打工族？
她忍住了。
她像绵羊那样看着她，
看着那双胖乎乎的玉手慢腾
腾地、左右上下移动，直到结
实的身板带着它们离开。然
后，从卧室传来一声爆笑，婴
儿啊啊啊地说着什么。
你要多想想人家的好
处。鲍大纹的耳边又响起老
公的话。
好处？是有。她去针织
品店买睡衣，给鲍大纹也买
一套。过年了，穿新的。还
有，她告诉鲍大纹，回家以
后，沾水的活儿、脏活儿、累
活儿，都让男人干。实在干，
也要戴橡胶手套，干完，别忘
擦护肤霜。
好，等你回林溪，那些活
儿都我干。他说。
将来，儿子是不是要承
担所有的家务？她问。
你别瞎操心。
鲍大纹就这样说了一
路，早已止住哭泣。超市近
在眼前，她将手机从耳边移
开，直接塞进衣兜。这次，她
连假装挂机的动作都省略
了。她才不会没心没肺地将
这些垃圾都倾倒给丈夫，让
他在家干着急，
有什么用？
她带着一大堆购置的东
西回家时，赶上儿媳回来送
奶。
王 妈 妈 ，你 可 回 来 了 。
儿媳说。
我跟你爸聊会儿天。她
假装很平静，可听出自己声
音不对劲儿。
儿媳跟进了厨房。
鲍大纹将东西放在厨台
上，一样样往外拿，包装袋窸
窸窣窣地响。她的动作越来
越快，
手抖得也越厉害。
我干脆挑明了吧，她说，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把经营
半辈子的幼儿园兑出去，上
这儿来，就是想帮你们，把经
验用在孩子身上。但我也想
通了，你们不想用我，我就回
去。但没有合适人选的前提
下，我先干着。什么时候不
用，
我什么时候走。
王 妈 妈 ，你 不 干 怎 么
行？儿媳上前搂着她的肩
膀，眼睛瞟着门外：孩子可是
咱们老王家的，她怎么折腾，
孩子都姓王，
不随她姓。
鲍大纹不出声地笑了。
她一直都这么告诉自
己的，这就是底线。可由儿
媳 说 出
来 ，就 感
觉别有一
番滋味，
不 错 ，像
咖啡糖。

岁月

此次招聘的辅警人员实行劳务派遣制，与
九江仁实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签订两年的
劳动合同，试用期 2 个月，合同期满经考核合
格，
可续签劳动合同。
二、招聘程序及办法
试用期月薪 2500 元（含个人缴纳社会保
1、报名时间及方式：2018 年 9 月 6 日 9:00
至 10 月 6 日 16:00 在九江人才网（网址：www. 险及公积金部分）。试用期满、考核合格后正
式聘用，月薪 2800 元（含个人缴纳社会保险
jjtl.com.cn）上报名及缴费，缴费时间延期到 10
及公积金部分），并建立工资增长机制；根据
月 7 日 16:00 止。
工作需要提供制式服装；提供工作餐；享受
2、准考证打印：2018 年 10 月 10 日 9：00 至
“五险一金”
待遇。
10 月 13 日 16：00 在九江人才网上打印《笔试
本公告由九江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负责
准考证》。
解释。
3、笔 试 时 间 ：2018 年 10 月 14 日 上 午

鲍大纹一走出皇冠小
区，再也控制不住，哇地哭出
声。她掏出手机：我要回家，
我要回家……
老公吓一跳，随即镇定
下来，极尽柔和地对着电话
说：
我知道，
你再坚持坚持。
我坚持不住了，快憋疯
了啊。
她像个受尽委屈的孩
子，在繁华宽阔、阳光灿烂的
大街上边走边诉说，泪眼汪
汪，惹得路人回头瞧她。可
她不在乎。只要走出儿子那
一百三十平的屋子，这个城
市就没她在乎的了。
其实，在那个屋子，她在
乎的也不多了。
儿媳不吃带叶的菜。那
就不做——她压根就不买。
儿媳不做饭。儿子也不
做嘛，凭什么要求人家的孩
子？
儿媳不洗衣服——她一
声不吭地将脏衣服堆放到洗
衣机上。鲍大纹给儿子和孙
女洗衣服时，顺便把她的也
洗了，
不差一个人的。
儿媳只负责给孩子喂
奶。到晚上，她将奶水一次
性地挤在有盖的杯子里，放
进冰箱，然后，屋门一关，像
只猫似的蜷缩到床里去了。
孩子跟哪个老的睡、即使闹
翻 天 ，与 她 都 没 半 点 关 系
了。仅仅上个班，还喊累，还
这儿痛那儿痛地嘟囔。
鲍大纹那时候可不这
样。她上班，洗衣，做饭，收
拾屋，带孩子，样样争分夺
秒。婆婆也帮他们带过孩
子，可只要他们夫妇中的一
个人回家，她立刻走人，多一
分钟都不呆。
那是什么年代？这是什
么年代？老公说。
什么年代？她想了想，
儿子今年二十八，儿子做父
亲的距离呗，就这么长时间，
什么都跟从前不一样了。
那边陷入沉默。
为什么不公的事都让咱
们摊上了？她说，使劲擦掉
眼泪，我生儿子时，婆婆摆着
婆婆的谱。我好不容易当上
婆婆，盼到儿子生孩子，我倒
成孙子了。
老公哈哈笑起来，笑得
几乎岔气，说，大家不都这样
嘛。
其实，最让她感觉不舒
服的是亲家母——那个白白
胖胖的青岛女人，笑呵呵地
斜睨着她：千万别把儿媳当
姑 娘 ，羊 肉 贴 不 到 狗 肉 身
上。回头，又对女儿说，千万
别 把 婆 婆 当 妈 ，那 纯 糊 弄
人。鲍大纹纳闷，这人咋这
么说话？再细一琢磨，也不
在乎了。
鲍大纹爱说爱笑。直到
有一天，她意识到，无论她说
什么，亲家母都在那儿扯着
嗓子喊：你说的不对，不是那
么回事。儿媳也搅和进来，
明目张胆地站到妈妈那边，
二比一。鲍大纹可不想掐
架，她开始变得寡言少语，时
间久，觉得自己就跟哑巴差
不多了。三个女人一台戏，
说的就是她们。她可不想给
儿子添堵，身为外企经理，单
位的事就够他焦头烂额的
了。
孙女哭。她刚抱到怀
里，亲家母提着裤子从卫生
间窜出来：放下放下，你的手
那么粗，我们宝儿细皮嫩肉
的，
蹭破了怎么办？
她又恼又羞地笑了。
以后，抱孩子成为亲家
母的专利。
其余的家务都是鲍大纹
的。有时，当她无限喜悦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