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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我离开家去上大学，清晨，您用自
行车驮着行李送我，我还记得那个早晨，初
升的太阳把蓝天衬托得粉红，就像我的心
情，我终于要飞向蓝天了！您跟我说：“不要
担心我和妈妈！努力学习！”我头也没回地
走了，不敢回头是因为我怕我会掉眼泪！

那年，我决定离开河南台去中央电视
台，因为要摔碎铁饭碗北漂，全家人反对，只
有您支持我，在您的书桌前，您认真地对我
说：“想好了就去吧，但记住要努力面对今后
的挑战，不要后悔！也不要担心我和妈妈！”

最初的西部频道，家乡是看不到的，您
听说装有线电视可以看到后，一生节俭、也
只看新闻联播的您，自己找到有线电视台，
花了您一个月的工资装上了设备！您还跟
电视台打电话说：“我想关注西部大开发，千
万别把西部频道删掉！”

我调入文艺中心，主持了一些广受欢迎
的节目，回家探望您，您对我说：“大街上会
有人叫你的名字吗？如果有，要停下来跟人
家打个招呼！”，可是您并没有跟任何人说过
您有一个央视主持人的儿子，依然过着自己
安静、孤独的日子！

在音乐频道时，正赶上全国频道扩张，
到处都看不到，您心急如焚，当听说机顶盒
可以看到时，您又找到电视台花了几千元买
了机顶盒，连调试工人都说这个老先生不
像是有钱人，但挺新潮啊！可谁知道这背后
的父子情深！

您脾气不好，我小时候挨过骂、也挨过

打，有一次在电视节目里说了，我很担心您
会看到，果不其然，春节时，当屋里就剩下我
时，一个苍老的、悲伤的声音说：“爸爸在你
小时候打过你，爸爸跟你道歉！”我没有说
话，并不是没有原谅您，而是我哭了！

有一次，大量的工作，我发烧了，您跟我
说，您曾经在学生即将高考时腿受伤，但您拄
着双拐坚持上课！我知道您在激励我：宁负自
己，不负苍生！于是，我又站在了舞台上！

可是当我看到您躺在冰柜里、躺在鲜花
中，这让我该如何面对！抱着您驶向陵墓，
我没有哭，我知道您在我的怀抱里，就像当
年您抱着我一样，我轻轻拂去骨灰盒上的灰

尘，轻轻的对您说：“不要怕，从今往后，您就
住在我心里！”

以前我每次回老家，返程时，您都会给
我一封信，让我在路上看，里面是近期我念
错的、或同事念错的字，到京后跟您报平安，
您就会问我有没有看，再考试我一遍，有时，
压力大的我也会很烦，您就不高兴！我们不
欢而散！可是今天回忆来却是那般留恋！

我知道人来到这世界就会离去，但唯有
经历才知这生死离别的痛苦！ 您曾经跟我
说过，有一天当您离去，让我不要哭泣，您不
希望儿女哭坏身子！您放心，我尽量不哭，
因为您在我心里！

朋友请我题几个字，想挂在新居
客厅的墙壁上。我便在朋友面前展
纸、磨墨，写了四个字：常想一二。

朋友说：“这是什么意思？”我说：
“俗语说‘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但
除去那八九成不如意的事，至少还有
一二成是如意的、快乐的、欣慰的事。
我们如果要过快乐的人生，就要常想
那一二成的好事，这样就会感到庆幸，
懂得珍惜，不致被那八九成的不如意
打倒。”朋友听了，非常欢喜，抱着“常
想一二”回家去了。

几个月后，他又来向我求字，说：
“每天在办公室劳累受气，回家后，看见
那幅‘常想一二’就很开心，但是墙壁太
大，字显得太小，再给我多写几个字
吧！”对于好朋友，我一向是有求必应，
于是，又写了下联“不思八九”和横批“事事如意”。

后来，我再婚的消息披露报端，引来了许多离奇的传说
与流言。一天，朋友打来电话，说：“我也想不出用什么话来
安慰你，就给你念念你写的字吧。常想一二，不思八九，事事
如意。”

朋友的这个电话使我很感动，我常觉得，在别人的喜庆
中锦上添花容易，在别人的苦难里雪中送炭很困难。那种比
例，也是八九与一二之比。不能雪中送炭的不是真朋友，当
然更甭说那些落井下石的人了。

不过，一个人到了四十岁，大概也练出宠辱不惊的本事
了，便不会在乎这锦上添花、雪中送炭，或落井下石。我们经
历过生命的痛苦与挫折，经历了情感的相逢与离散，已探索出
积极的、快乐的、正向的理念，这种理念，正是“常想一二”。

“常想一二”的理念，乃是在重重乌云中寻觅一丝黎明的
曙光，乃是在滚滚红尘中接收一些宁静的消息，乃是在濒临
窒息时做一次深长的呼吸。

扭开收音机，才知道如今仍有人通过电
台点歌。这是一种多么古老的行为呀。在我
成长的年代，很多同学听收音机的目的就是

为了听听有没有人给自己点歌。同时也急着
拨打电话，希望能被接通，把自己想说的话
和想让对方听到的歌传送出去，让那个夜里
在桌前点灯做功课或者读书的人听见。这叫
作凭歌寄意。

以歌传情，是许多恋人乐此不疲的事
情。但是送一张唱片、传一首歌，与在电台
点歌的性质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是私密的，
后者却是公开的。或者我们应该更准确地
说，在电台点歌好像是私人的，其实又是公
开的，于私密与公开之间呈暧昧之态。

有时，这是一种炫耀。就像有些小白领
花半个月的工资，在铜锣湾人流最密集的地
方，登一天的大屏幕广告示爱；又如某知名
富商，在畅销的报纸上买下整版送给女明星
来证明自己。他们相信如此敞露内心，最能

感动对方。而且这也就等于宣告：我将，或
者我已经独占这个情人。

可是还有一种情况，点歌的人不报真实
姓名，也不张扬对方的名字，他只是用了一组
只有彼此才能明白的昵称，甚至可能隐藏得
更深，干脆为自己起一个无人识得的别号。
这样做是冒险的，因为这首歌极有可能无法
达成任何效果，犹如一封没写收件人地址的
信，寄了，可是寄不到，混杂在满天乱飞的旋
律之中，转瞬即逝。更何况我们的情人或许
喜欢宁静，永远不听收音机。如此，点歌已不
是情意的传达方式，而是自恋的体现。

当恋人陶醉在这样的乐曲之中，他其实
是在进行一个复杂的诠释过程，不断在乐曲
与个人经验之间来回修剪，好使其完全合
模，化身成最私己的信息。

这封信，我用一生写给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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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都好
我们班班花暗恋班上一个男生，男生数学好，班花数

学不行。有一天，班花鼓起勇气问男生：“你帮我补数学好
不好？”男生悠悠地看了她一眼，淡淡地道：“一个家里，不
用两个人数学都好。”

理想
家人围着 6 岁的儿子，问他的理想是什么。儿子说：

“我想当医生。”
外婆说：“医生好，社会地位高。”奶奶说：

“待遇也不错。”爷爷说：“除了工资还有其他
的收入呢。”外公说：“找对象也方便。”

儿子疑惑地看着他们，
说：“不是说，医生可以治病
救人吗？”

突然被告知房产将被拍卖

据判决显示，年过6旬的男子杨某诉称自
己此前常在国外居住。2009年3月，杨某聘请
了男子徐某担任其在广州期间的司机一职。
杨某称，基于对徐某的信任，他将在国内相关
事务均交由徐某处理。2009年6月，杨某称他
与司机徐某签订了借名买房协议书，约定由杨
某出资及承担月供、以徐某名义在番禺区购买
了一栋3层的别墅。之后，杨某称他还以同样
的借名方式，分期付款买了一辆奔驰车。

杨某称，上述别墅在 2011 年 1 月份收
楼，他一家人搬进去居住至今。别墅首付、
月供、装修费、专项维修基金、物业费、水电
费也均由他在实际支付。2011 年 11 月，杨某
还在别墅门口立了一块镇宅石以纪念其父
亲，上面刻了自己的名字。

但到了 2014 年 11 月的 1 天，杨某突然发
现别墅大门上被张贴了一纸法院执行拍卖
文书。经查他才知道，原来他的司机徐某因
在 2012 年向人借了 300 万元，未如期归还被
人诉至法院并败诉，但徐某未履行，第三方
债权人遂申请查封了在徐某名下的上述别
墅及奔驰汽车，案件进入执行拍卖程序。

情急之下，杨某向白云区提起了执行异
议之诉。杨某称，自己才是涉案别墅的所有

权人，司机徐某只是名义上的所有权人，且

涉案房产尚未办理正式产权登记。相关购

房资料、收楼资料、付款票据，以及涉案奔驰

车的登记资料等均由他本人在保管，房产和

车辆也一直是由他在实际占有、使用。

杨某还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一份司法鉴定

书，鉴定结论称杨某、徐某之间签订的《借名

协议》签订于2009年，早于司机徐某向第三方

借款的 2012 年，因此杨某认为司机徐某的个

人借款与其代持房产及车辆无关，不应查封、

执行上述财产。一审开庭期间，徐某也承认

涉案房屋及车辆确实是由杨某出资购买、使

用，他本人没有任何出资，只是代持关系。

对此，第三方债权人向一审法庭提出异

议，认为杨某所称与徐某之间的代持关系，本

身不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并称不排除杨某和

徐某二人存在共同侵害第三方债权的情况。

同时，第三方债权人还对代持协议所作的司法

鉴定提出了质疑，认为法庭不能仅凭杨某和徐

某之间的陈述来认定上述财产的归属。

一审判涉案房产不得被执行

对于此案，白云区法院经一审审理查
明，杨某与徐某于 2009 年先后签订了借名购
房、购车的协议，约定了“由杨某出资，委托

以徐某名义购买，杨某享有对房屋、车辆的
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徐某未经杨某书
面同意，不得擅自处分该房屋、车辆，以及后
续如何办理变更手续等”内容。

白云区法院认为，从涉案查明的事实
看，如被告徐某是涉案房产实际购买人，不
可能所有款项资金均来源于杨某。且在法
院对涉案房产查封后，杨某仍为该房屋还
贷，显然与常理不符。同时，杨某提供了大
量交付涉案房产水费、管理费等单据，若其
不是涉案房屋使用人，不可能保留大量单
据，第三方债权人也没有证据证明该单据是
徐某为逃避债务向杨某提供。另外，杨某提
供 的 镇 宅 石 上 刻 有 碑 文“ 纪 念 父 亲 杨 某
某”。若该房屋为徐某所有，按民风、民情，
其不可能允许他人在其房屋内竖立碑石。

白云法院另外查明，2009 年 7 月，原告杨
某授权徐某在其汇丰银行账户内直接办理
签发支票、进行转账及提款等业务，该授权
登记书上记载徐某为“董事长助理”。此后，
徐某在该账户内多次将资金划拨至其账户，
并用于归还房贷和车贷。

该院一审判决，上述涉案被查封的房
屋、车辆所有权为杨某，被告徐某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中，不得执行上述杨某的房产和车
辆。目前，该案已进入二审程序。 (南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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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小伙鲁少卿被人以找工作为由骗
入传销组织，在反抗中涉嫌捅死传销人员，
最终法院以证据不足为由判其无罪，并驳回
了死者家属的附带民事诉讼请求。中国裁
判文书网近日公布了该案一审二审判决书。

一审判决显示，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认
为，被告人鲁少卿受到被害人李某等人的不
法侵害时，掏出水果刀进行防卫，以及在控
制与挣脱过程中李某被水果刀刺中胸部致
死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公诉机
关指控鲁少卿持水果刀故意伤害致死李某
的证据不足。由此判定鲁少卿无罪。

判决书披露了案发过程。鲁少卿是河
南方城县人。河北人赵某和鲁少卿在天津
一起工作时相识，2015 年 10 月，赵某被骗入
廊坊市广阳区北旺乡一村庄内的非法传销
窝点。为发展下线，2016 年 3 月，赵某电话联
系鲁少卿。鲁少卿被骗至廊坊后，赵某和另
一传销人员张某龙到车站接鲁少卿，并提议
鲁少卿购买生活用品，鲁少卿买了一把折叠
水果刀、拖鞋和水果。

之 后 ，3 人 打 车 到 传 销 窝 点 所 在 村 路
口。据鲁少卿陈述，当时村里很黑，没有路
灯，他由此怀疑赵某等是非法传销人员。此

后，赵某拿着鲁的行李进入一个院子，留下
张某龙看管鲁少卿。据其中 1 名传销人员贾
某的证言，3 人伙同张某龙将鲁少卿摁倒在
地，其中被害人李某负责控制鲁少卿的右
手，另两人控制左手、捂嘴。据当时在屋内
的传销人员证词，他们跑出来看，鲁少卿穿
带血的衣服逃走，被害人李某前胸有很多
血。因抢救无效，李某急性大失血死亡。鲁
少卿逃走后，回到了老家。次日，鲁母带他
到派出所投案。

廊坊市检察院认为，鲁少卿的行为应当
以故意伤害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鲁

少卿为使本人人身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
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行为明显超
过了必要限度，系防卫过当。

但是廊坊市中院认为，根据具体案发过
程，对李某被扎伤死亡，鲁少卿具有最大的犯
罪嫌疑。但鉴于本案证言反复、矛盾、缺失，
不能排除李某是被他人误伤等合理怀疑。

廊坊市中院认为，鲁少卿受到不法侵害
时，掏出水果刀进行防卫，以及在控制与挣
脱过程中李某被刺致死的事实清楚，证据确
实、充分。但鲁少卿的行为致李某死亡的证
据不足。由此，2016 年 12 月，廊坊中院判定
鲁少卿无罪，并在当年 12 月 9 日予以释放。

该案二审判决书显示，一审判决后，被
害人李某的家属不服，提出上诉。廊坊市人
民检察院也提出抗诉，河北省人民检察院支
持抗诉。2017 年 10 月 31 日，河北省高院做
出终审判决，驳回抗诉和上诉，全案维持原
判。 (界面)

陕西一男子强制猥亵未成年人

女儿帮父逃匿也获刑
近日，陕西韩城市人民法院对被告人李甲以强制猥亵罪

判处有期徒刑 1 年 6 个月，对被告人李乙（系李甲之女）以窝
藏罪判处有期徒刑 6 个月，缓刑 10 个月。

2017 年 12 月 2 日 10 时许，被告人李甲将被害人王丙骗
至其家中彩钢房后，强行将王丙推倒在床上后撕扯开其外
衣在其胸部乱摸，被赶到现场的王丙之母发现制止，被告人
李甲乘机逃跑。案发后，公安机关告知被告人李乙其父李
甲涉嫌犯罪，让其配合公安机关寻找其父亲并规劝其投案
自首，被告人李乙明知其父李甲犯罪的情况下，联系到其父
后未向公安机关报告，并向其父提供隐藏住所、财物，帮助
其父逃匿。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李甲强制猥亵他人，其行为已
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
强制猥亵罪；被告人李乙明知其父涉嫌犯罪而为其提供隐藏
住所、财物，帮助其逃匿，其行为已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第三百一十条规定的窝藏罪，韩城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
告人李甲、李乙所犯罪名成立。被告人李甲猥亵已满十四周
岁的未成年人，对其依法本应从重处罚，鉴于李甲当庭自愿
认罪，故对被告人李甲酌情从轻处罚；对被告人李乙应依法
惩处，鉴于被告人李乙有坦白情节，系初犯，故对李乙的辩护
人辩称其有坦白情节、一贯表现良好，建议对其从轻处罚之
辩护意见予以采纳。韩城市人民法院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法》相关规定对二被告人做出如上判决。 (华商)

“组团”实施敲诈勒索
南宁6名协警被批捕

南宁玉洞警务站的 6 名协警因涉嫌“组团”实施敲诈
勒索。日前，被南宁市良庆区检察院批准逮捕。

今年 4 月 12 日晚 8 时许，南宁玉洞警务站的潘某某等
4 名协警开着汽车在辖区内转悠，寻找疑似违法的人员，
打算借警务人员身份要挟他们私了，以此获得钱财。

4 人行驶至良庆区良玉大道与东风路交叉路口时，看
见有两人驾驶的厢式小货车在给泥头车加油，怀疑是卖私
油的违法车辆，便通知在警务站值班的另外两名协警。

10 分钟后，另外两名协警穿着制服开着警用巡逻车来
到现场，然后以卖私油要带回所里处罚为由，要挟小货车
司机交 3000 元私了。小货车司机因害怕处罚便通过微信
和支付宝转账 3000 元到指定账户。事后，6 名协警每人分
得赃款 400 元，剩下 600 元作为车辆维修和保养费用。经
查，6 名协警嫌工资太低，在盘查卖私油货车和私卖腰果
货车、抓获盗窃嫌疑人和违法吸毒人员等疑似违法行为
时，通过“私了”的方式要挟对方交付钱财。

检方认为，6 名协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威胁或
要挟的方式，强行索取他人财物，触犯刑法相关规定，应
以敲诈勒索罪追究刑事责任。 (南早)

男子常居国外借司机之名在广州买豪宅，司机欠外债被起诉

价值千万元别墅差点被拍卖
在广州市白云区法院近期作

出的一份判决中，男子杨某借司
机徐某之名在番禺买了一套别墅
及一辆车，后司机欠下外债被人
起诉，导致杨某价值千万的别墅
和车辆被查封并面临被拍卖。杨
某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后，白云区
法院认定了他对涉案房产及车辆
享有所有权，故一审判决在司机
徐某欠债被执行一案中不得对其
上述财产进行执行。目前该案已
进入二审程序。

河南一小伙被骗入传销组织，反抗中涉嫌捅死1人

法院认定属防卫判其无罪

不是一切大树，
都被暴风折断；
不是一切种子，
都找不到生根的土壤；
不是一切真情，
都流失在人心的沙漠里；
不是一切梦想，
都甘愿被折掉翅膀。
不，不是一切
都像你说的那样！

不是一切火焰，
都只燃烧自己
而不把别人照亮；
不是一切星星，
都仅指示黑暗
而不报告曙光；
不是一切歌声，
都掠过耳旁
而不留在心上。
不，不是一切
都像你说的那样！

不是一切呼吁都没有回响；
不是一切损失都无法补偿；
不是一切深渊都是灭亡；
不是一切灭亡都覆盖在弱者头上；
不是一切心灵
都可以踩在脚下，烂在泥里；
不是一切后果
都是眼泪血印，而不展现欢容。

一切的现在都孕育着未来，
未来的一切都生长于它的昨天。
希望，而且为它斗争，
请把这一切放在你的肩上。

———答—答一位青年朋友一位青年朋友
的的《《一切一切》》

□□舒舒婷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