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8日下午5点，儿子发信息给我：
“搞完了”！之前的几年他在这个时候发
出的信息总是这样三个字：“放学了”！
就在他参加高考的第一天6月7日下午5
点发出的信息仍然还是“放学了”三个
字，而“搞完了”的信息传递给我这样两
条信息：“儿子总算考完了，他真的辛苦
了”，“我接送儿子的任务完成了， 也该
歇息了”。

思绪一下子回到了19年前， 儿子
1992年11月出生，出生不到一个月就和
妈妈回到了衡阳外婆家， 不到1岁妈妈
因为去珠海工作，他一个人留在了外公
外婆身边，一待就是三年。期间我大概每
个月都会去看他， 因为外公的学校在衡
阳的一个小站， 我每次去那里必须坐慢
车，一般要3个小时，有时候误点可能要
在车上摇上近5个小时。看到儿子一般都
在吃东西，他好像什么都能吃的，在玩什
么记不得了，只是觉得他总是有点躲着
我一样，我带去的吃的、玩的东西，一般
都是外婆拿给他， 什么时候叫我爸爸，

新 语 随 笔

我们杂志，有一期封面用了球迷
光膀子“不雅”照。不久就接到一封手
写的读者来信，非常不客气地批评这
期封面，用了“恶心”、“羞耻”、“粗俗”
等毫不客气的词语。读到它，我的心
一紧，第一反应是，“糟糕，有人不喜
欢”。 可是主编和其他人的反应大大
出乎我的意料。一句话，他们很高兴。
他们颇为兴奋地议论：“还有人愿意
花时间亲笔写信寄给我们， 难得。现
在，所有的读者来信都是伊妹儿了。”
这封信在接下来那一期的“读者来
信”栏目中被发在第一封。

后来，我就想了想，我和他们为
什么有这样不同的反应。美国是个多
元社会，崇尚个性。一般的事情是没
有什么统一标准、谁对谁错的。对一
个事物，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是
很正常的。大家早习惯了听不同的声
音。大家也习惯了发表自己不同的声
音。为什么在课堂上美国人那么踊跃
发言，因为他不会犹豫地去想，我这
个发言是对还是错，他只是想，我来
说说我的想法，所以开口就说。既然
对一个事物不会有统一的看法，一个
封面也一定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听
到不同的声音， 他们认为是很正常
的，不会大惊小怪。相反，如果有什么
“全 体 一 致 喜
欢”、“全体一致
通过”，他们会觉
得难以理解。

对一个事物，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是很正常的。

不同的声音
■章新语

2011年8月24日 星期三 编辑/刘蕊 美编/陈懋 校对/苏亮C14 副刊·百家

免费热线：12580呼三湘都市报 新闻热线：0731-84326110�����发行热线、投诉：0731-84316668、84315678、84329777���广告热线：0731-84329988�����本报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一段 440号 邮编：410005

借款炒股 13808412461
日息万五，随借随还，低门槛

高薪诚聘
会计：女 35 岁以上，全职，销
售财务管理经验， 熟悉财务
软件，性格好，耐心强，住汽
车南站附近。住家保姆：女 30
岁左右，身体健康，性格好，
能独自负责 1 岁小孩日常生
活及家庭卫生，能下厨房。 导
购员数名： 女 30 岁左右，有
建材行业导购经验， 底薪加
提成，居然之家高桥店、湘江
世纪城店，红星美凯龙店。
电话：13786181660

旺铺转让
韶山南路红星建材市场临旺街
铺转让。 15084923999陈先生

无抵押无担保贷款月息
2%。 电话：13588080095湘诚贷款

手机定位
追 踪 卡

定位手机位置短信拦
截， 跟听并自动录音，
清单查询。《货到付款》
13297921355张先生

85151519
85495777

专业搬琴 拆装家具空调

搬家 回收

财运来 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84725488
85594898

搬家行业诚信经营单位聘
搬
运
工

南京中豪船务直聘
普通船员 40 名：18-55 岁，无不
良记录， 身体健康， 年薪 6-10
万，签合同，办保险，包吃住。
电话：18251962323 025-85017991

鬼手千王牌具 13357229900
麻将一打三包胜， 烂牌也能自摸，
扑克变牌发牌控牌认牌神出鬼没。

男女公关伴游，收入
丰厚 13808489611急聘

网 址：www.newoman.com.cn
招生电话：0731-85215955、85210852

长沙竞男女子专修学院

开办艺术幼师（学前教育）
欢迎有胆识的初中、高中、大专生来校接受独特教育
竞男你炒股 我出资 84257918

捕捉机
可捕鱼深宽 25 米 680 元；70 米
1500元等多种型； 高频激光捕猎
机：可诱捕野猪、野兔，山鸡，鸟等
多种动物， 3千米 1380元；5千米
2300元等多种型号。 将详细地址
姓名发到 13553452644 即免费寄
资料光碟参考。 广东廉江市宝丰
电子厂 0759-6629362

84478678
专业搬家 移空调一定发

搬家移空调 回收电脑蚂蚁85710002

招生 招聘

全 省 招 商

转让 出租
来力台球器材招商
经营高中档美式、 英式、 九球台球
桌；代理世界知名品牌球杆，杆桶盒
及球杆维修业务。 15802556328

镗工、数控车、普车、加工中心、钻工、
焊工、油漆工、叉车工、滚齿工、勤杂
工、鼓风机公司 86963628诚聘

臻藏世家湖南分公司
诚聘湘绣、苏绣、十字绣绣工，月薪
可达 1 万元以上， 生熟手不限，免
费培训带走加工。 电话：83589883

三叶牌具 18773111186
租售各类分析仪， 最新广角镜
头，高清透视眼镜、感应变牌仪、
万能一体机等。 传授顶端实战牌
技。 火车站天佑大厦 1919室

18673115558
单人操作
【找旭刚 一切好商量】

新一代无条件限制， 无环境要
求， 实战全桌面乱丢乱放扑克
分析，桌上不摆手机，适合扑克

任何玩法， 纯傻瓜式操作实战精
品。专供各类未上市流通高科技实
战高端牌具，低价各类眼镜扑克麻
将，《授》独家变牌、遁牌、运牌魔术。

批
发

必胜牌技
批 高 端 牌 具 ， 教 实 战 牌 技
独家推出三星翻盖分析仪镜头。
联系电话：13507434677 李老师

15111152628博艺牌具
背面识别普通牌， 真功夫纯手法空
手变牌独门绝技，包教包会。批发各种分
析仪。 火车站天佑大厦 2014房

普通麻将扑克一摸即变包教包会
租售扑克分析仪牌只需过手自动感
应报牌,特价高清博士伦,安装四口
程序机。 火车站 QQ 电脑城 A 栋 7 楼

千王牌具13487564225

娱 乐 设 备

王者牌具
最新斗牛、三公扑克分析仪不限
场地自动探测庄闲绝杀，高清博
士伦眼镜看清所有扑克麻将，化
学变牌一摸即变安装四口程序机。
火车站凯旋大酒店 A 座 1602 室

15111263016

华声在线同步发布

郑重提示：本栏目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慎重核对对方资质、场所和产品，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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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75895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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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广告发行点：18973045315
湘潭点：13307326463

缺资金找国融
低息快捷解决企业及各类项目
借款，矿业、电站、农林业、交
通、能源、新（在）建项目、房地
产开发项目等。 028-68985858

芙蓉露干洗机水洗机
汽车南站涟源百货城 0731－85054362

客户经理、讲师
专员。 84533500平安保险诚

聘 跑胡子碰胡子独创祖传秘笈
洗牌认牌算牌随心操控。 扑克移
牌过牌发牌变牌神出鬼没无需科
技设备。 长沙 13808484200

无敌字牌开门
授徒

麻将机
报牌仪多功能

程序麻将机、扑克报牌仪、变牌衣、高
清隐形眼镜、白光麻将、扑克等。安装
麻将机程序。13467671788

工商代办 82147786

提示：请慎重审核对方资质，勿向私
人账户支付费用，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理财 代办

贷款 13874807772咨询
有抵押，低息贷款，无抵押，信誉贷
款 。 即 日 放 款 。 韶 山 路 66 号

快取专本硕
一建咨询 15274911684

特价工商税务 84432855

财福投资
自有资金 低息借款

各类企业、项目借款：房地产、
电站、矿产、学校、农林业、养殖
新建项目等。 028—68000198

湖南中亿佰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是经湖南省工商局登记
注册的大型投资管理服务机构， 致力于为投融资双方牵线搭
桥。 帮助有富余资金的客户寻找投资渠道，安全、高效、有保障；
为需钱的中小企业和个人提供融资平台，专业、规范、速度快。

中亿佰联，投资服务金桥

总店地址：长沙市五一大道 389号华美欧大厦一楼
24小时服务热线：0731-88888292 网址：www.hnzybl.com

皮肤专科产品厂家招商
河北皮肤病研究所研制， 治疗痤
疮、黄褐斑、各种皮炎湿疹癣等“博
禾”系列产品诚招专科合作、代理商、加
盟商。 网址： www.hb-boon.com
QQ:925666155 T：15128146485

●黄春和●粉面土菜馆转让
百年老店，营业中。 电话：18673155608

太升投资
自有大额资金寻求项目投资合作
（区域不限）多方式灵活运作
电话：400-0011-424 028-86913008

13607480245高
价收空调厨具

仓库废旧

快速包办
信誉第一，好借好贷，快速包办中
小企业贷款，贷款额度高，息底，外
地可，可加急办理，下款快速，资金
雄厚（不诚勿扰）。 027-84594133
18971254402 何经理 武汉汉阳区
钟家村汉商大厦 1801室

省 AA 级驾校，市十佳驾校，市驾培
行业“质量信誉”排行第一。 学员报
名，上门接送。 一人一车，计时训练，
随 到 随 学 。 总 部 ：8８８８６２８８、
8８８８５２８８ 开福分校：88615111 湘江
世纪城：85360001长沙晚报：84515757

猎鹰驾校
驾 校

铁马驾校
随到随学、确保拿证，广电西湖楼：
84256158、84258746、84259778。 星沙
汽配：84258666 望月湖 84431978

场地设施最标准，服务管理最规范的花
园式驾校，真正的一费制。 日夜练车，校
车接送，学车考证方便快捷。 总部
T：84254269、84254279 火车站：85869677

长沙大学商翔
驾校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人到中年了吗？人 间

还想做个年轻的爸爸
■吴伟

怎么叫的， 叫了几次等， 确实记不得
了，但我知道他从小就是怕我的。

儿子回长沙家里后， 我找朋友把
他送进了国防科大幼儿园， 因为我们
家当时住在伍家岭的九尾冲， 离科大
是很近的， 我的交通工具是一台蓝色
的光阳125摩托车。刚开始儿子是坐在
前面的大油箱上，后来大概是他5岁的
时候，因为吃得多他有点胖，就改坐后
面了，为了安全，我就拿一根扁扁的橡
皮带从后面搂着他，扣到我的前胸。记
得有一次踩急刹车， 我和他连同摩托
车侧翻倒地， 儿子好好地在我的背上
趴着，有惊无险。

6月8日晚上， 朋友们打电话来问
我：儿子考得怎么样?你晚上怎么过?
我说：喝酒去！因为近一个月没有外出
了， 憋得慌， 和儿子一样也紧张得要
死，儿子已和同学约好玩通宵，我也放
松放松。吃饭、唱歌、消夜、打牌，直至9
日凌晨6点， 我才躺在朋友家的沙发
上，7点50分儿子发信息说： 他已到学
校参加毕业典礼。 想想朋友见面说的
第一句“如何规划未来的人生”的话，
就不禁悲从中来： 难道40出头的我就
因为儿子要读大学了就从此松懈下
来？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人到中年了
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