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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有个段子，短且精彩，
不妨摘录于此：“出生一张纸,
开始一辈子；文凭一张纸，奋斗
一辈子；婚姻一张纸，折腾一辈
子；做官一张纸，争斗一辈子；金
钱一张纸，辛苦一辈子；病历一
张纸，痛苦一辈子；悼词一张纸，
了结一辈子。”

人生几十年，不论怎样折
腾，搞出多少花样，说到底，其实
都是在为了这些纸、围绕这些纸
而打转转。这些个纸，说轻可以
轻如鸿毛，说重也可重如泰山，你
可以看透，也可淡化，但却无论如
何是离不开这些纸的，所谓成功
者，就是写好了这几张纸，所谓失
败者，就是这几张纸没写好。

“出生一张纸”，这是我们的
出生证，从这一张纸开始，每个人
便有了或长或短、或平淡或伟大
的一生。最后，根据我们的人生
成就大小，贡献如何，这张纸或被
送进废品站里废物利用，或放在
历史博物馆里供人瞻仰纪念。

“文凭一张纸”，如果从小学
读到博士毕业，大约需要二十多
年，便占到了人生的三分之一。
也见过一些中年人，为提拔、晋
职所需，都大半辈子过去了，还在
为文凭而奔波。因为“一张文凭，
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
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
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
都掩盖起来。”（钱钟书语）

“婚姻一张纸”，有的写满了
甜蜜与幸福，恩恩爱爱，白头到老
还约定了下辈子；有的写满了苦
恼与无奈，争争吵吵、打打闹闹了
一辈子；还有的干脆劳燕分飞，各
奔前程，把结婚证换成离婚证；也
有的结了离，离了结，结了再离，
光这一项就闹了好几张纸。

“做官一张纸”，自然是指委
任状、任命书之类。做官的人，

无不希望“天天向上”，仕途顺畅，
无奈僧多粥少，桥窄路挤，竞争自
然难免，手段也很难文明。政府
任官，百姓选官，无非要求官员一
要干事，二要干净，一个官员不论
大小，都有画句号的那一天，但愿
你的这张纸上写满优良记录。

“金钱一张纸”，谁也少不
了，是我们生活质量的前提和保
证，但捞得太多也没用处，或会
反受其害，因而尤需记取“君子
爱财，取之有道”，不做金钱的奴
隶。倘若为了这张纸，贪污受
贿，坑蒙拐骗，贩毒走私，杀人越
货，最后很可能会把这张纸换成
一纸判决书，成为“人为财死，鸟
为食亡”的又一例证。

“病历一张纸”，这张纸大伙
都唯恐避之不及，但谁也少不
了。年轻时，体壮如牛，不知生
病为何物。不知什么时候起，我
们开始有了病历，上面的内容越
来越多，越来越复杂，进医院比
进商店更频繁，打针吃药成了家
常便饭。没办法，积劳成疾，运
转几十年的机器该维修了。既
然在所难免，那就持达观态度，
既来之则安之吧。

“悼词一张纸”，这是盖棺而
论的最后一张纸，为了让家属满
意，逝者安息，这张纸也不可或
缺，且大有讲究。逝者家属无不
希望写得好一些，执笔部门也都
善解人意，尽力“妙笔生花”，
好在大家也都不计较了，宽容悼
词里的溢美之词，再刻薄的人也
不缺这种“风度”。

这个段子最后还有几句话：
“看透这些纸，轻松一辈子；淡化
这些纸，明白一辈子；写好这些
纸，快乐一辈子!”搞笑中透着深
刻，戏谑里含着睿智，以出世之
心论入世之事，实为高明通透之
论。

不 觉 走 到 了 烧 烤 一 条
街。老孙似乎来了兴致，说：

“雷管，干脆我请你喝点儿夜
啤酒，周末嘛！平时要请个领
导也难，反正我回去了也是孤
枕难眠。老秋作陪！”老秋念
着那几百元一斤的野生天麻，
就找个借口道：“我，我拉肚子
呢，得回去上厕所哈。”不想雷
馆长用烟头一指：“那不是
吗？”老秋一看，不由暗暗骂
道：他妈的这城市建设真快
啊，烧烤一条街啥时配置了新
厕所？

当下三人喝起了啤酒，胡
乱聊着。老秋壮着酒胆，终于
给雷馆长说出了职称的事。
雷馆长皱眉道：“这个恐怕有
难度哦。一是给我们馆的名
额有限，二是那副研究馆员、
研究馆员，要有专业论文。你
虽然有作品，而且还不少，但
它不属于论文啊，难办！难
办！”老秋语塞。老孙喝高了，
大大咧咧道：“论、论文个球！
还不都是抄的？网上一下载
就、就搞定！或者你出、出点
银子，找个级别合适的杂志发
表，随便搞、搞定！”雷馆长扫
了老孙一眼，皱眉道：“还得考
英语呢！”老孙骂道：“真不晓
得这是个啥、啥球规定！我们
就一县级文化馆，搞好群众文
化就行了嘛，要英语球、球
用？难道还要我们这些人去、
去 参 加 外 事 活 动 出 国 交
流？——真那样倒还安逸了，
人家莫言一农民，小学文、文
化，不照样去斯德哥……尔

摩 、摩 ，摸 到 大 奖 了
么？”雷馆长不满道：

“‘摸’到大奖？你以为
人家那是‘豌豆滚到磨
眼 儿 头 —— 遇 了 圆
（缘）’？那你好久也去
摸一个回来看看。”老
孙“嘿嘿”一笑，转头喊
老板加菜。雷馆长又
提醒道：“听说你跟新

来的小汪……”老孙提高嗓门
道：“狗日的些又在背后胡
说！老子……”雷馆长挥挥手
打断了他，垂着眼说：“我只是
作个善意提醒，人家还小，你
自己搞好你的书法就是，莫老
都老了出作风问题。”老孙还
想说话，老秋似乎没有听到他
们的对话，突然发话问道：“真
的可以交钱就发表论文啊？
这也太俗了嘛。”老孙用筷子
指点着他叹道：“你、你呀！还
算活在21世纪的吗？骨、骨灰
级的迂腐、腐！——老板，再
烤串豆腐！”

菜点了不少。但这顿酒，
老秋喝得有点堵，觉得羊肉串
啥的，好像都有点馊，变味了。

终于喝完了夜啤酒，雷馆
长跟他们挥挥手就走了。老
孙摇晃着身子去付账。老秋
猛地想起了什么，赶紧转身一
阵狂奔，很快就跑到了扔天麻
的地方，却傻眼了：那个垃圾
桶里已空无一物，早被环卫所
的清洁车收走了。

是夜，单身汉老孙又被隔
壁的大动静整得睡不着。可
惜他听到的不是他想听的床
上那种鱼水交欢的声音，而是
茶杯之类猛烈地强吻地板所
发出的清脆的破裂声。

个性好强的俞老师气得
第二天一大早，就赶班车回了
乡下学校。临走时声称，老秋
要是还这么无所作为、稀里糊
涂地混将下去，这日子还真没
法过了。 （三）

人生写好几张纸
□陈鲁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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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消息

南外万达路黄金地段门
市两间，面积 62m2，夹层高
2.8 米 ，含 夹 层（精 装 住 房
62m2）家具家电齐全，通水电
气，两证齐全，整体优价出售。

电话：15082891379

门市急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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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外吴家沟路
92号对外招租，面
积 约 7000m2，可
整租，可分租；可
做办公室，也可做
仓库。
电话：18784843063

出租库房
办公室

位于凤凰小区内，底
楼一门市约 80 平方米，
对外出售。属市中心商
圈，欲购从速。

电话：13980192678

门市出售

达川区龙会有一猪场
出售，面积110亩，圈舍面
积6000平方米，另有3栋
圈 舍 基 础 已 整 理 好 ，可
建。年出栏7000头，手续
齐全，建场2年，正常饲养
中。有意来电，也可长租。
联系人：唐老师
电话：13508257700

猪场出售

西外有一库房出租，
面积约 2000m2,大型车
可自行出入。

电话：13568163957

库房出租

四川省煤田地质局一
三七队（达川区绥定大道
二道 756 号）有商铺，于
2019年11月31日到期。

现将商铺面向社会公
开招租，有意者请与 137
队后勤部门联系。
电话：15183589996阳

15881453596李

门市出租
市内黄金地段

通川区来凤路(距
中心广场 50 米处)
一茶楼带足浴，面
积 650 平方米，接
手即可经营。有意
者面谈。
电话：18881838666

茶楼转让大型停车场（修
车厂）转让，黄金地
段，有意者电话联系：
13989178830

停车场转让

四川金虎安保公
司需聘人防部干
事1名；常年招聘

保安、保洁员若干名。招
聘条件、薪酬待遇、报名方
式等请详询何主任。
2126110 15881812505

聘

二手进口车优价
出售，中介勿扰。

电话：
15181879989

二手车出售

西胜街37号门市，
面积 300 平方米，通
水电，可做通信、服
装 、医 药 、超 市 、育
婴、家电等门店，价
格面议，有意者请拨
打 18990715037 罗
先生。

门市出租

通川区西外达人街
餐饮临街旺铺，约 50 平
方米，接手即可经营。

电话：13668360555

旺铺转让

中央公园小区 6 号
楼对外招租，凡具有正规
办学资质的幼儿园（托幼
所）等企业于 2019 年 11
月 12 日至 2020 年 1 月
10 日内均可联系本公司

（同等条件下，小区业主
优先）。

电话：18398869269

招 租

位于达州市通川区朝
阳东路214号门市对外公
开竞租。

联系电话：2374110

门市招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