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费
没生活费了，打电话给老爸。老爸淡定地

说：“钱已经打过去了。两万！”挂了电话，我激
动不已，果然是亲爹。去取款机一查，余额只有
500元，赶紧打电话过去向老爸确认：“不对啊，
卡上怎么只有500元？”老爸说：“500元已经不少
了，省着点花，没事就挂了啊。九筒！”

巴掌的魔力
小时候觉得老爸的巴掌有一种魔力。电视

机卡了，一巴掌拍过去，好了！收音机卡了，一
巴掌拍过去，也好了。有次，老爸教我做一道数
学题，我脑袋卡了……后来医生说：“小家伙咋
摔得这么厉害？都有点轻微脑震荡了！”

女婿能顶半个儿
周末，我来到岳母家，退休在家的岳母说：

“女婿，不用每个周末都来看我！”我：“妈，女婿
能顶半个儿，我这个半子也得尽孝心不是吗？
多来看看你也好。”岳母：“你这个半子，顶一个
儿子。我一个月8000元的退休金，你和你小舅
子，每人拿走4000元。”

旧冰箱多少钱
家里有个旧冰箱，今天问收废品的多少钱，

他看了看说，20 元。我问：“这么大个冰箱，20
元？’他：“是你给我，我给你扛下去的工钱！”我
一气之下，自己扛了下去。到了楼下，他问我20
元卖不卖。他把冰箱拖走以后，我感觉腰有点
疼，买了张膏药，花了28元。

落后就要挨打
考试结束了，小刚考了金班倒数第一，被爸

爸打了顿。回到学校后，老师让小刚谈谈成绩
落后的体会。小刚撇着嘴说：“我现在总算明白

了，落后就要挨打。”

胶指甲
一个年轻女人有个坏毛病，喜欢咬自己的

手指甲，她的手指甲总是秃秃的。一个朋友建
议她去练瑜伽，分散一下注意力。过了一段时
间，朋友问她练瑜伽的效果怎么样，是不是还喜
欢咬自己的手指甲。女人高兴地说：“现在我能
够到自己的脚趾了，所以，我现在不仅咬手指
甲，还咬脚趾甲。”

减肥“妙诀”
柯太太向罗太太诉苦：“我们结婚没多久，

我发觉他的脾气太坏，整天破口大骂，气得我已
经瘦了四斤了。”罗太太：“这种男人不可理喻，
干脆同他离婚算了。”柯太太：“我也是这样打算
的，等我减肥到一百斤时，就和他办离婚手续。”

（摘自《浙中新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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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金桃和公婆都不在病房里。
是一条促销短信的提示音，把金丽春从似睡非

睡中唤醒。听到这熟悉的提示音，恍惚中，金丽春
竟以为是自己手机的声音。等把手机拿在手里时，
她才发现那是明德的手机。打开，她先看到了那条
促销短信。这条短信的下边，就是那条唐灿发来的
收到汇款的短信。

放下手机，金丽春尚存点余温的心，一下僵
了。抱住自己，她抖得如秋天枝头上一枚风中的小
小树叶。

金丽春很怕婆婆跟她说起明德。可是，婆婆却
总是找机会跟她说明德。有好几次，婆婆说着说
着，哭了起来。婆婆对金丽春说：“孩子，看在我这
张老脸的面子上，别再提离婚的事，行吗？只要不
离婚，咋都行。”又说，“你也不是没见过咱村里那些
离婚的，到后来，有几个过的好？”还说，“妈知道你
委屈，妈也是女人。你能忍心让咱豌豆没爸少妈的
吗？”

夜里睡不着，婆婆的话在金丽春耳边一遍遍响
起，金丽春边流泪，边想着婆婆说这话时的样子，心
中一阵阵地痛。

老人的心情，她是理解的。滩里民风一向纯
朴，这几年，随着外出打工者的增多，离婚也多起

来。那些家里有儿女离了婚的老人，在街坊亲戚面
前，总觉抬不起头。还有那些父母离异的小孩，有
哪个是真正快乐幸福的？虽然爷爷奶奶姥姥姥爷
们也都很疼爱他们，但金丽春知道，对孩子来说，任
何人的疼爱，都是无法替代父母的爱的。缺少父母
爱的孩子，一搭眼就看得出来。金丽春觉得自己离
婚后能带好豌豆，能让豌豆幸福快乐地成长。但
是，父爱的缺失，真的能让豌豆健康地成长吗？有
时，金丽春心里也不太有底。

想想明德，再想想豌豆和婆婆，金丽春的心始
终深陷在矛盾的漩涡里，无法自拔。

金桃的电话越来越多了，话语里，也越来越充
满了焦虑。她说，连奶粉她都跟品牌商预订了，但
肚子就是没动静。她偷偷跑了好几家医院去检查，
结果都很正常。她怀疑是续金宝整天在外边花天
酒地的，把自己给折腾出毛病来了。

“你没让续金宝去查查？”金丽春问。
“那样可不行。万一真查出是他有问题，我连

退路都没有了。他要真有毛病，才不能让他知道
呢。”金桃说。

金丽春不明白金桃所说的退路指什么。她知
道金桃是个有办法的人，想做的事，她一定能做成
的。只是个时间长短的问题。

二十二
自从金丽春回来后，豌豆变了很多。放学回

来，放下书包就写作业，根本不用大人催。写完作
业也很少出去玩。有时她会坐在一边，看妈妈编花
篮或奶奶做家务。只有在看电视或跟小黑玩的时
候，金丽春才能听到豌豆的笑声。

金丽春知道，豌豆的小脑袋里，一定是装了她
这个年纪不该装的东西。在豌豆面前，金丽春努力
装出一副快乐的样子。但是，豌豆黑黑的大眼睛，
像是能看透她内心似的。

那天，豌豆放学回来，把书包丢到一边，也不写
作业。小脑袋靠在门框上，看着妈妈编花篮。

“今天没作业吗？”金丽春抬起头，对豌豆笑了
一下。

豌豆不说话，只是摇了摇头。
金丽春不明白，这摇头是表示没有呢还是表示

有呢？
“咋了，挨老师批评了？”金丽春站起来，走到豌

豆身边，拉起她的小手。
豌豆还是摇了摇头。

“哦，我知道了，是跟同学闹矛盾了吧？告诉
我，那个同学是谁呀？又是为了啥呀？”金丽春把豌
豆额头上的一缕长发顺到了耳后，柔声问。

“妈妈，你怎么不去看爸爸呢？”豌豆仰起小脸，
认真地看着金丽春。“妈妈，我知道你想爸爸了，爸
爸也想你。你去吧，去看爸爸吧。我在家跟着爷爷
奶奶挺好的。”

金丽春看着豌豆，不知道女儿今天怎么了。以
往，每次金丽春要去城里看明德，豌豆知道了，免不
了是要哭闹一场的。今天是怎么了呢？

想到明德，想到城里，金丽春心里狠狠地疼了
一下。

“妈妈，奶奶说，叶子的妈妈就是因为整天在家
里看着叶子，不去看叶子的爸爸，叶子爸爸跟别人
好了，要跟叶子妈妈离婚。妈妈，我不要你和爸爸
离婚。妈妈，你去看爸爸吧，我不想你。”

金丽春的泪再也忍不住了，“哗”地流了下来。
“叶子说，她爸爸不要她和妈妈了。妈妈，你

说，她爸爸是不是个坏人？叶子还说，她爸爸嫌她
妈妈没有生出儿子，就又在外边给她生了个弟弟。
妈妈，我爸爸也会嫌我不是个男孩吗？也会在外边
生一个小弟弟吗？”

金丽春把豌豆搂在怀里，泪水滴在了豌豆的头
发上。豌豆仰起小脸，金丽春看到了女儿眼睛里的
惊恐、无助和许多无法言说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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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铲、小铲吊土已经淘汰了”“盗掘采用更先
进的‘挤压式爆破法’”“安装反侦摄像头之外，在
墓葬周围‘开荒种地’‘植树造林’种大庄稼隐
蔽”……记者近期在山西、安徽、河南、陕西等地调
研发现，目前文物犯罪作案手法更加科技化。

2020年7月，安徽省巢湖市文物保护管理所
工作人员在巡查中发现，当地放王岗古墓群第七
号墓西侧有块区域的泥土与周边泥土颜色不同。
他们推测该古墓可能遭遇盗掘。

“洛阳铲已经淘汰了”
放王岗古墓群是安徽省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
接报警后，当地警方成立专案组展开侦查。

现场勘查发现，古墓的新鲜泥土上覆盖着一些树
枝，树枝下面藏有一个直径 1 米的洞穴，深达 10
米，盗洞直穿墓室，对墓室结构及墓室内陪葬文物
造成了不可逆的损害。

在警方的深挖之下，一个以巢湖居民王某某
为首，长期流窜于安徽、江西两省的盗墓团伙浮出
水面。2020 年 8 月，该案 6 名犯罪嫌疑人悉数落
网。经查，除盗掘巢湖放王岗古墓外，该团伙还先
后在安徽、江西等地盗掘古墓8座。

据王某某供述，作案时他们会随身带一本当
地“县志”，除了解地方风土人情外，还从中发现一
些古墓“线索”，如具体位置、年代、墓主等信息，再
进行“选择性”盗掘。

坐落于安徽省淮南市三和镇徐洼村的武王墩
古墓，作为目前已发掘的万余座楚墓中唯一一座
王级大墓，也没逃脱“摸金校尉”们的盗扰。

在侦破武王墩古墓被盗掘案件中，警方扣押
了大量专业作案工具，如雷管、土制炸药、升降机、
红外夜视仪、对讲机、微型探头等。

“洛阳铲已经淘汰了。”负责侦办放王岗古墓
群盗墓案的安徽省巢湖市公安局刑警二队民警张

鹤婷告诉记者，如今盗墓团伙在探墓方面很专业，
一些盗墓者还潜心研究风水、星象，找到大致位置
后，利用探针定位。“小拇指粗细的探针最长可以
接几十米，基本上三五根探针下去，就能够确定棺
椁的位置。”

安徽省淮南市寿县公安局刑警中队中队长张
学好等人说，相比于过去采用“爆破+人工挖掘”
的方式，如今他们查获的案件中，有盗墓者采用

“挤压式爆破盗掘法”。“在探针扎出的拇指粗细的
小洞中倒入炸药，‘咚’的一声闷响，就挤出一个直
径约半米的通道。”

靠着新技术、新装备的使用，以往一个墓葬需
要作业一两个月，如今只需几天时间就可以完成
盗掘作业。

“摸金校尉”们作案时除了装备更新，技术
更强之外，他们的反侦查意识和能力也不断加
强。

在 2019 年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
的“陶寺北盗墓案”中，张某建盗墓团伙每次盗掘
作案时，不仅在路口、隐蔽的小房子里安排人警戒
放哨，还收买看守墓地的保安进行放哨。

民警告诉记者，盗墓分子“踩点”以后，并非立
刻“开工”，他们往往需要若干天时间来开展隐蔽
式作业。“踩点”结束后，他们会在附近架设一个隐
蔽的摄像头，进行反侦查。在确定安全后，才会

“开工”。
警方介绍，一些大规模的陵墓，不可能短时间

内完成，为了逃避打击，有的团伙甚至在大型陵墓
旁边以各种借口盖一些比较隐秘的高墙深院，甚
至修建假坟墓，再从内部找准地点挖盗洞秘密进
入古墓葬。甚至还有团伙以开荒种地、植树造林
的名义在陵墓四周种上树木或高大的庄稼，待这
些植物足以遮盖起人的行动时才开始作案。

在2012年至2014年，卫永刚盗墓团伙在陕西
蒲城县、岐山县，以及山西代县的文保单位附近租

房开饭店。以此为掩护，在店内打洞盗掘蒲城县
城南塔、岐山县太平寺塔、代县阿育王塔地宫。

“摸金校尉”千里作案
文物犯罪链条分为“盗、贩、藏”三个环节。
记者调研发现，目前形成了出资、探测、盗掘、

运输、倒卖、走私一条龙作业的地下文物犯罪链
条。

2018年3月至2020年1月期间，甘肃省酒泉
市瓜州县境内的布隆吉东汉代墓群、潘家庄汉代
古城池遗址、双墩子汉代古寺院遗址、望杆子汉长
城遗址等古墓群和古文化遗址陆续遭到盗墓贼的
破坏性盗掘。

警方破案后发现，竟然是广西桂林的盗墓团
伙不远千里潜入甘肃境内所为，盗窃得手后他们
又偷偷潜回桂林。

而有“九层妖楼”之称的青海血渭一号墓被盗
案中，作案的盗墓团伙中，部分是外省“受邀参与”
的盗墓分子。

调研发现，盗墓出资人身份复杂，有开桑拿浴
的、建筑工头甚至是搞汽车运输的，在放王岗古墓
群被盗案中，有出资人竟是当地退休公职人员。
他们只要提供资金，就可召集到全国各地的“专业
人员”，购买“盗墓服务”。

而在贩卖环节，则有地方文物贩子、垄断精品
文物贩卖的“把头”、替境外古董店老板网罗精品
的“马仔”等诸多角色。盗挖团伙将文物盗掘出土
后，被盗文物迅速流入“黑市”，在各地文物贩子与
买家手里无序流转，甚至流向境外或者流入“藏
家”手里。

2017年以来，公安部会同国家文物局连续三
年部署开展打击文物犯罪专项行动。公安部不久
前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 年，全国公安机关共打
掉文物犯罪团伙150余个，抓捕犯罪嫌疑人1500
余名，追缴文物1.4万余件。

这其中，山西警方追缴最多。事实上，仅以青
铜器为例，河南、陕西、山西、湖北、甘肃等都是原
产地。出土的晚商时期青铜器，多是精品。这个
时期重视礼仪，尤其葬礼，铸造的铜器用料多、器
型好、厚实。

2018年以前，地上地下文物均丰富的山西省
也饱受盗墓犯罪之害。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山西将打击文
物犯罪作为其中一个重要方面，一度猖獗的盗掘
古墓葬犯罪自2018年5月以来保持了“零发案”。

“现在全国的盗墓贼绕着山西走，因为山西打得
狠。”山西省公安厅打击文物犯罪临汾中心负责人
说。

在不久前的新闻发布会上，山西省公安厅副
厅长杨通顺说：“2018 年以来山西累计破获文物
犯罪案件1559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414人，追缴
文物5万余件。追缴文物数量、移交涉案文物数
量居全国之首。”

同样作为文物大省的陕西，通过连续9年开
展“鹰”系列打击文物犯罪专项行动，共打击处
理犯罪嫌疑人 3000 多人，追缴各类文物 2 万余
件。

受访者普遍表示，对贩卖环节打击乏力，致打
击文物犯罪出现“割韭菜”难题。在盗贩文物链条
中，“一线”盗挖人员获刑最重，但获利最少，文物
贩卖环节则是暴利，每倒一手，价格几乎翻番。在
旺盛的需求刺激下，一线盗挖的“打工者”，如同韭
菜，割掉一茬又会冒出新一茬。

然而，文物贩子和藏家往往难以被打击。采
访中，受访者说，除了无序流转，贩卖者也多是单
线联系，许多盗墓者甚至不清楚自己挖出什么，更
别提卖给谁、卖到哪。这让警方在文物追缴和全
链条打击上受限。

山西警方抓获的2400多名“文物犯”中，倒贩
环节的约占四分之一，这些人基本上没有被打击

过。“有的也被抓住过，但多因法律和证据问题，难
以判刑。”民警说。

尽快扩大文物“DNA库”范围
另一个值得警惕的文物犯罪重大风险点是文

物法人违法，这是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等
实施的文物违法犯罪。

2019年9月，作为河南省南阳市确定的推进
文旅融合发展、创建5A景区的支撑工程，南阳市
卧龙岗文化园建设项目在推进过程中出现由于野
蛮施工造成南阳汉画馆文物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
问题，引发舆论强烈关注。

8月26日晚，国家一级博物馆南阳汉画馆400
余米的围墙，被南阳市卧龙区武侯祠文化园建设
指挥部全部强拆，部分文物暴露野外。在双方已
经达成协议尚未有效落实的情况下，施工单位继
续野蛮施工，馆内监控设备、电缆被破坏，又造成
了新的安全隐患。这一事件在舆论的干预下，被
迅速处置。

调研中，还有基层干警反映，2011 年涉及文
物犯罪判罚最高量刑取消死刑后，文物犯罪数量
曾一度呈现上升趋势。

国家文物局和公安部委托陕西省公安厅建设
的“全国文物犯罪信息中心”和“中国被盗（丢失）
文物信息发布平台”，已录入涉案信息1万余条、
涉案人员数千名；采集28个省份被盗（丢失）文物
信息数千条。

基层建议，尽快扩大这种文物“DNA库”的范
围和作用，采集所有重要文物的电子身份，全国一
盘棋，为斩断被盗文物流转路径和追缴海外流失
文物提供技术支撑。“为我们的文物登记造册，即
便流落到海外市场也知道、有证据证明东西是我
们的。”山西省公安厅相关负责人说。

（摘自《新闻第日电讯》）

盗墓用上黑科技，还常打着“植树造林”名义

梨花格 谜底全部取谐音扣合谜面。示例：
制服缘何变坎肩（梨花格·音乐家）谜底：殷秀梅
（因袖没）。

白头格 谜底必两字以上，首字读谐音扣合
谜面。示例：走读生（白头格·哲学名词）谜底：
形而上学（行而上学）。

粉底格 谜底两字以上，末字谐音扣合谜

面。示例：纺织厂做广告（粉底格·机构名）谜
底：宣传部（宣传布）。

卷帘格 谜底三字以上，倒读后扣合谜面。
示例：久仰（卷帘格·外国名著）谜底：高老头（头
老高）。

秋千格 谜底两字，倒读后扣合谜面。示例：
请留步（秋千格·歌曲）谜底：送别（别送）。

上楼格 谜底三字以上，谜底中末字移至首
字之前扣合谜面。示例：环球旅行（上楼格·哲
学名词）谜底：世界观（观世界）。

下楼格 谜底三字以上，谜底中首字移至末
字之后扣合谜面。示例：劳动节后是国庆（下楼
格·四字成语）谜底：一五一十（五一十一）。

徐妃格 谜底两字以上，去掉左边或右边的
相同部首扣合谜面。示例：总持反对看法（徐妃
格·化学元素四）谜底：铑钚铜镱（老不同意）

虾须格 用法：谜底两字以上，首字拆分为两
个字后扣合谜面。示例：哑姑娘（虾须格·四字
成语）谜底：妙不可言（少女不可言）

遥对格 谜底与谜面字数相等、字义对仗、平
仄协调（类似对联）。示例：今天少款二十元（遥
对格·成语）谜底：此地无银三百两。

求凰格 用法：除要求谜底与谜面字数相等、
字义对仗、平仄协调外，谜底中还应有成双作对
含义的关联词，如：匹、配、关、齐、会、偶、联、对
等。示例：方针（求凰格·数学名词）谜底：对角
线

骊珠格（探骊格）谜目隐含在谜底中（即不
标谜目），与谜底连读扣合谜面。示例：一段台
词（骊珠格）谜底：电影演员陈述。

（摘自《甘肃日报》）

那天，老许和老妈让我上网查查中老年人
怎么保持身体健康。我依言搜索起来，一字一
句念给他们听：“按时作息，不抽烟、不喝酒
……”老妈说：“我就说你不该喝酒的，回头该
把酒收起来……”一回头，老许的身影早没
了。老妈火急火燎地打开橱柜，里面的酒果然
全没了。

老妈叉着腰吼道：“老许，把酒交出来！”老
许眼巴巴地瞧着我：“闺女，我不喝酒才生病
呢！能不禁酒吗？”我还没来得及说话，老妈便
跑过去拎着老许的耳朵，让他把酒交出来。

就在两人为喝酒争论不休时，老许接到了
警察的电话，让他去领我弟。到警局之后，我们
了解到原来是我弟喝醉了和几个小混混起了冲
突。

老许撸起袖子，使劲拍了下弟的肩膀：“我
告诉你，以后不许喝酒了！”我弟梗着脖子说：

“你都做不到的事情，凭什么要求我？”老许气得
挺直腰背，立下从此不再喝酒的誓言。

我弟不相信老许能戒掉酒，承诺只要老许
不喝，他也绝不沾。哪知，从哪以后，老许当真
没碰过酒，爱上了可乐，尤其是冰冻过的可乐。

我有些疑惑，去问老妈。老妈指了指阳台
的方向——老许正拿他的专用酒杯倒上一杯冰
冻的可乐，捻一粒老生米入口，又抿一小口可
乐，舒服得眼睛都眯没了。

老妈小声道：“冰冻的可乐十分呛，和酒的
口感有那么一点点相似。他这是找精神寄托
呢！这碳酸饮料对身体也没啥好处呀！”

我弟挠挠后脑勺，满脸羞愧，走过去二话不
说夺过可乐，将酒塞回老许怀里：“我以后不喝
酒了，你不用为我将就了。”老许抱着酒瓶子，反
复和我弟确认：“当真？”得到我弟的确认以后，
老许迫不及待地给自己倒了杯酒，轻抿一小口，
边咂摸边乐得眯起眼。

看着老许这副模样，我们都笑了。老许为
我们将就的太多，这一次也该我们为他将就
了。 （摘自《家庭百事通》）

情深非过，但不该毫无底线。
追名的人，名就是他的底线；逐利的人，利

就是他的底线；爱你的人，你就是他的底线；慈
悲的人，众生就是他的底线。毫无底线，就意味
着没有忌惮，所以也最危险。

毫无保留地倾其所有，从来就不是爱的最
佳方式，没有了自我，爱就会失去意义。

交浅言深，从来就是公认的关系禁忌。这
种禁忌，是对距离和分寸的提醒：距离错了，关
系就会出错。

与人往来，有所言，也有所不言。进退有
度，才能淋漓自由地呼吸。也许，某时某刻，心
中即将裂出惊雷，但是，也不必全抛人前。

都说陪伴长情，大概是因为寂寞难挨吧。如
此，总会有人愿意冒险全抛一心，祈求换个长久的
你来我往。可对方是否心甘情愿收下，是不能不

顾的。抛给别人的，如果是个秘密，弦外之音便是
要叮嘱对方做个守口如瓶的人；如果是份情义，言
下之意便是希望对方厚意相往，切莫有负。

全抛一片心的人，胆子也是大的：如此低入
尘埃，毫无保留，倾囊而出，能否被善意回应呢，
答案却并不好说。如果是一览无余地曝私，是
不是也会失之轻率呢。当然，对收受的人而言，
这些无疑都会成为负担，有种拖泥带水的沉重。

春来看花，雨后观虹，夜半读月，雪里嗅梅，
人间深情，对美好的欢欣与热衷，自然而然为
好，一强求就会落入偏执，倘若还要全抛一心，
便是顽执。 （摘自《今晚报》）

老许戒酒

何必
全抛一心

灯谜的“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