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伯特·默克多在牛津大学学
习时，有一年学校放暑假，默克多想
要勤工俭学， 听说有一家著名企业
正在招聘业务员， 他就跟几位同学
一起去报名。

负责招聘工作的男子给大家分
别发了一张调查问卷， 上面的内容
除了一些基本的个人爱好和理想之
外， 还有很多看起来跟招聘工作没
有丝毫关系的问题， 足足罗列了三
十多条， 工作人员特别强调答卷不
限时间，越随意越好。

别人最多用半个小时用“选择”
回答的方式交出了答卷， 默克多却
整整用了两个小时才完成任务。同

学听说他答出了问卷上的全部问题
后哈哈大笑，说这一定是世界上“最
笨的答卷”。谁也没想到，仅仅过了
一天， 默克多就接到了被录用的通
知， 那些嘲笑他的同学却没能得到
这份薪水诱人的工作。

多年之后， 默克多所创建的新
闻集团已经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
国际化程度最高的综合性传媒公司
之一，净资产超过400亿美元，被称
为“传媒巨头”的他，有一次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提到了往事， 他说：“当
你遇到难题不知所措时， 不如就选
择最笨的办法来解决它吧。”

■张军霞

1916年， 保罗·盖蒂以500美元
的低价， 从拍卖所里买到了马斯科
吉郡一块无人问津的土地， 尽管拍
卖的人声称它是“上好的农场”。不
过，保罗·盖蒂对农场的经营却毫无
兴趣，他买下后就叫来了钻井队，结
果挖出了一个大油田， 日产7000桶
石油，保罗·盖蒂立刻变成了举世闻
名的石油大亨。

当时， 几乎所有美国人都又羡
慕又嫉妒地赞叹说：“保罗·盖蒂真
是太幸运了！”但事实上，他们只是
看到了保罗·盖蒂的这次幸运，他们

不知道的是保罗·盖蒂此前的经历。
在此前的20年里，保罗·盖蒂为

了寻找和开挖油田已经花费了父亲
留给他的所有家产和积蓄， 他自己
办的小工厂也被他卖掉了， 他甚至
为了寻找油田而差点葬身山林……
在倾家荡产之后， 他又举债寻找油
田。这次，他看准这片农场下面有石
油， 于是再次向银行借钱并将它买
了下来。 没有人知道如果这次他又
失败了会怎么样，但非常幸运的是，
他成功了。

■李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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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广场那些年长沙策 老树画画

遗失声明
茶陵县马岭花炮有限责任公司
遗失湖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局 2013年 7 月 2日发的安全生
产许可证，编号为（湘）安许证
字【2014】06060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东正益创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纪要决定解散，请
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
权。 联系人：汤群，电话 18073760285

◆纪建国(身份证号码为 430122
196210080450）遗失货运从业
资格证，特此声明作废。

◆王欣雨（父亲：王葵，母亲：
叶小花）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G430094553,声明作废。

郑重提示：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微信办理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经办

热线
60元/行（每行限 13个 6号字）

◆周溆芳子，女，遗失中南大学
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 2015
年毕业生报到证，证号：2015
10533203528 号。 特此声明。

◆杨熙悦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父
亲：杨培龙、母亲：阳维），编
号 N430235727，声明作废。

◆李想（父亲：张小勇，母亲：
李丛）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H430138771,声明作废。

◆李亦旋（父亲：李建民，母亲：
符朝晖）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F430289994,声明作废。

◆中南林学院万忆遗失报到证，
编号 03105381528，声明作废。

◆刘梓沂（父亲：刘昊 ，母亲：
夏榕）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P430963585，声明作废。

◆赵翔（父亲：赵小波，母亲：
杨艳华）遗失宁乡县妇幼保健
院出生医学证明，出生证编号
M430975486，声明作废。

◆谭陈熙(父亲:陈向阳，母亲:
镡湘敏)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B430016162，声明作废。

◆何珠亮（父亲：何志浩 ，母亲：
罗运花）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G430930955，声明作废。

◆曾一帆（父亲：曾智 ，母亲：
丁琳）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M430011535，声明作废。

◆梁俊哲（父亲：梁能文 ，母亲：
梁志丽）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K430435500，声明作废。

◆王雅丽（父亲：王祖授，母亲：
吴云霞）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K430503260,声明作废。◆刘芷曼（父亲：刘阳 ，母亲：

吴丽坤）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O430612199，声明作废。

◆尹惠（父亲：尹国辉 ，母亲：
刘艳）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1140926，声明作废。

◆刘俊如（父亲：刘建军，母亲：
彭灿华）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J430438986，声明作废。

◆郭奕凡(母亲：林苏美，父亲：
郭跃常)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O431143555，声明作废。

◆郭奕琳(母亲：林苏美，父亲：
郭跃常)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K430928088，声明作废。

全省范围内有分类广告承揽经
验的团队或个人均可申请分
类广告代办。 详询请拨———
84464801、13875869988
QQ：602058576
鼎极文化（三湘都市报分类广告部）

诚招全省分类广告代办点

人世知音总难觅，有话你说与谁言？独自行到山深处，拥花悄悄仔细谈。

长沙五一广场因新中国
成立后修建的五一路而得
名。 而后来建成的湘江大桥
（即橘子洲大桥）， 使得五一
广场一度成为了连接南北、
串联东西的城市咽喉要道，
因此不想热闹都难。 而从走
马楼遗址挖掘出土的三国时
期简牍分析得知， 五一广场
一带自古就是繁华之地。看
来五一广场一带的热闹与繁
华，乃一脉相承。

由于五一广场视线较开
阔、场地亦宽敞，因此这里便
成为了大型群众活动的集散
地，每年的五一劳动节、十一
国庆节，那真是红旗招展，锣
鼓喧天， 惊天动地， 喜气洋
洋。 我记得，1990年市委、市
政府为了喜迎北京亚运会，
还在五一广场组织了一场相

当喜庆、热闹的群众集会。
五一广场不仅热闹繁

华，而且还弥漫着文艺气息。
附近大型电影院就有三家：
燎原电影院、 银星电影院以
及湖南剧院， 这都是一些老
资格的影院 。据说 ，梅兰芳
那次来长沙演出就安排在湖
南剧院。那个时候，父亲喜欢
带我去五一广场一带看电
影。另外，五一广场的大众游
艺场（今万代酒店所在地）也
是我们爷儿俩常去的地方。
90后、00后对大众游艺场自
然毫无印象； 而不少长沙70
后以及80后那些年却是这里
的常客。

在大众游艺场玩累了，
肚子咕咕作响的话， 那么距
此几步之遥的九如斋食品店
的灯芯糕、绿豆糕、法饼等等

糕饼一定会让你大饱口福。从
九如斋食品店走出来， 逆时针
沿着五一广场行走， 便可以先
后看到湘绣大楼、玉楼东饭馆、
凯旋门照相馆以及五一路文化
办公用品商店。

我在广州工作几年间，五
一广场一带的高楼大厦如雨后
般的春笋建了起来，商场、酒店、
写字楼尽情地装点着五一广场，
游子故地重游不免啧啧感叹“我
的天”。地上热闹非凡，而五一广
场的地下亦是人流如潮，地铁1、
2号线交会于此， 大伙儿坐上地
铁嘻嘻笑道“好方便”。

如果你逛过天安门广场、
红场和布拉格广场的话， 那么
一定会觉得五一广场确实小，
可是五一广场带给长沙人的美
好回忆也真不少。

■黄显耀

爱情粽讲故事

母亲是北方人， 结婚前
从未吃过粽子。 父亲却是南
方人，从小就爱吃粽子。母亲
不会包粽子。记得小时候，奶
奶曾耐心地教母亲包粽子。
先将两张粽叶并到一起弯成
勺形，然后往里灌米，再放进
一颗红枣或蜜枣。 重要的是
捆扎的工夫要好。 左手要牢
牢地拿着粽子，防止散开，右
手要迅速地将细麻绳绕着粽
子缠紧，系活结，然后用剪刀
剪去线头。可是，母亲总也学
不会。

奶奶去世后， 家里没人
会包粽子了。连续几年，父亲
和我都没有吃上粽子。 父亲
抱怨母亲太笨， 母亲说：“你

不是也不会包，还说我！”
前年夏天， 父亲心脏病

突发，医生开了病危通知，母
亲哭着问父亲想吃点什么。
父亲叹了口气说：“说也白
说，你又不会包。”

我对母亲说：“我去买几
个来。”可是，跑遍了医院附
近的商场， 都没有买到一只
粽子。端午节早过了，粽子早
撤下商场的柜台了。

母亲羞愧极了， 衣不解
带地陪伴在父亲身边。 父亲
的病终于好了，出院那天，母
亲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那天晚上， 母亲学习包
粽子。整整包了一个晚上，细
麻绳把手指勒出了一道道血

痕。母亲终于学会了包粽子。
去年端午节， 母亲包了好

几种粽子。有蜜枣粽，有肉粽、
蛋黄粽、水果粽。我也从商场
买了叉烧粽、烤肉粽、火腿肠
粽。中午，所有的粽子全都摆
在桌上，我让父亲分辨哪些是
母亲亲手包的，哪些是我在商
场买的。父亲一笑，很快就把
粽子分成两类。 我惊奇极了，
父亲分得对极了。父亲说：“我
的小名叫山子。 你妈包粽子
时，总是把细麻绳缠成山字的
形状。你看！”

我一看，果然如此。母亲笑
着点点头，劝父亲多吃点。一瞬
间，我明白了，什么是爱情。

■夏爱华

我怎样接小广告非常道

住在城市中的人，只要出
门，不管是在路上，还是在商
场、剧场、医院、车站等公共场
所都可能遇到发小广告的。有
时出去一次还可能遇到多个。
发小广告会影响城市卫生。因
为许多人接到小广告后或看
了几眼，或根本没看就随手扔
了。不管怎么说，几乎无处不
在的发小广告现象已经成为
城市中的一道“景观”，一个客
观存在，短期内不大可能被彻
底取缔或自生自灭。 不仅如
此，近年来小广告在有些地方
还有愈演愈烈之势。 既然如
此，我们就要直面这个问题。

面对发小广告的人递过

来的小广告， 人们的态度无
非接与不接两种。 不接小广
告的人， 有的是手中拎着东
西或推着自行车，不方便接；
有的是不愿接，嫌拿着麻烦。

我对他人递过来小广告
的态度是一个字，接（只要不
是双手都拿着东西）。 我认
为，这是尊重对方的表现，而
且自己也不会损失什么，只
是举手之劳。根据我的观察，
在数量庞大的发小广告群体
中不大可能有衣食无忧的富
二代或官二代。 他们有些属
于家庭贫困的在校大、 中学
生利用课余时间勤工俭学，
有的是城市贫民———还有的

是残疾人。总之，他们都属于弱
势群体和城市中的边缘人。

接过来的小广告如何处
理？有时我嫌拿着不方便就扔到
附近的垃圾箱里，有时拎着包就
装到包里，还有时骑自行车出行
就夹到自行车的后衣架上。时间
一长，夹在自行车后衣架上的小
广告大多被捡破烂的拿走
了———这也正是我希望的。

我这样做并不是支持发小
广告的行为。 而是在目前相关
各方还没找到更好的替代发小
广告形式下的一种既不破坏城
市环境卫生， 又对发小广告的
同胞们表示友善的次优选择。

■王志广

石油大亨的“幸运”

财看见

传媒巨头交出的最笨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