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薛建国

臭名昭著的湖南省郴州市原市委副书记、

市纪委书记曾锦春已于去年 1 2 月 3 0 日被执行

死刑。近日，媒体披露了曾锦春临刑前与记者的

一番对话，颇可玩味。

“现在要是还给我一次机会，我唯一的愿望

就是要好好孝顺我的母亲……我对父亲没有尽

到孝，父亲病危的时候我不在，父亲没有得到及

时的抢救就去世了。这是报应啊。我对不起父亲

……这让我终生遗憾。 ”谁说贪官无情，曾锦春

在说这话时就流泪了。

知道要死了， 曾锦春才有机会想到自己的

父母，愧不能尽孝。 一番道白，把与他对话的记

者都打动了。 这一道白，是人性的回归，可惜太

迟了。 人一旦涉贪，被金钱左右，亲情会被冷漠

代替，友情会被铜臭包裹。

“对父母亲不孝的人，不管他当多大的官，

做多大的老板，都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 ”曾锦

春的这句临终之言能使更多人免遭“报应”吗？

曾锦春说：“我母亲没想到我是这样的人，

她总认为我是好人。 ”那么，曾锦春认为自己是

好人还是坏人呢？ 曾锦春对自己的认识、“定

性”，似乎取决于处境，不是取决于自己的行为。

这里，曾锦春使用了“好人”、“坏人”这一对词

语。 滚滚红尘中，人们早已不问是“好人”还是

“坏人”了，只问是不是“成功人士”；或者说“成

功”便是“好”，“不成功”就是“不好”。 用这个标

准看，曾锦春不是“坏人”，而是“不成功”。 如果

他有办法逃脱惩罚，他就是“成功人士”，还是

“好人”。

贪官的临终“善言”没有起到警世作用，皆

因是套话。说套话是官场之病，套话等于空话甚

至假话，入耳难入脑，既教育不了别人，也教育

不了自己。套话说多了，以至他们的临终“善言”

仍是套话腔调。

□新京

针对部分市民手机短信、微博收到“海鲜

受核污染”、“不要再吃海鲜”等传言，上海市

农委、食药监局、商务委等五部门紧急澄清谣

传。 上海供应的海产品主要来源于江浙沪东

海近海养殖和捕捞，相关海域未受到日本核

污染影响，进口海产品经过严格检验，市民可

放心食用。

抢盐风波刚刚退去，“海鲜受核污染”传

言又在坊间愈传愈烈，任由其发展将可能重

创海产品业，带来新一轮的社会恐慌，未雨绸

缪，在群体性恐慌尚未导致巨大危害之时，及

时展开疏导，才是明智之策。 对此，上海五部

门的“紧急辟谣”无疑开了个好头。

日本核电站危机引发的恐慌情绪，其实

并不可怕，因为关于核污染的种种谣传，往往

不值一驳，只要权威信息披露能跑过谣言，第

一时间告诉公众真相，恐慌很容易消弭。 关

键是要有对突发事态的高度敏感，以及“只争

朝夕”的急迫感和决心。

上海 5 部门通过电视、 网络紧急辟谣的

做法可圈可点，据《新闻晚报》报道，对于核污

染是否影响食品安全，上海市科协还组织了

一场专家与科技记者信息沟通会，核专家详

细回应了民众的疑虑，这些措施显然相当及

时。

在如今这样一个信息时代，从报纸、电视

等传统媒体到门户网站、论坛、博客、微博、手

机等新兴媒介，现代科技为信息的快速传递

带来了巨大便利。 当危机来临时，常常会有

谣言也利用信息技术的优势，快速蔓延，但反

过来，信息科技的高度发达，也让辟谣变得不

再困难，相关部门的权威信息通过一条群发

短信、一条微博，就能获得巨大的传播力。 据

媒体报道，在抢盐风潮中，中国盐业总公司

5 0 条微博辟谣， 两天内就有一万多粉丝力

顶。 充分运用新兴媒介，加上传统媒体的报

道，如此全覆盖式的信息传播，使得权威部门

的辟谣速度完全有能力超过谣言的传播速

度。

谣言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面对谣言，反应

迟钝，消极对待，让权威信息落在谣言后面，

错失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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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连载

车子行驶到祖坟的旁边， 陈保省

没有下车， 他从车窗上看有个人在上

坟。由于许多天待在病床上，陈保省眼

花缭乱，头昏脑胀，看不清楚那个人的

脸。他想等那人走后再去上坟。陈保省

跟司机说：“我这会儿觉得血压又升高

了，要是我在坟上一直起不来，你过去

看看。 ”司机点了点头。

坟上的那人压过纸，磕过头后，径

直朝着车子走了过来，越来越近。快走

到车前时， 陈保省惊讶道：“这不是世

诚大哥吗？ ”不用问，韩世诚又来为陈

保省的老人上坟了。 陈保省推开车门

下车，摘下墨镜，迎了过去。

“回来了，兄弟。”韩世诚走过来热

情地打招呼。

“我真没脸见你！ 又在替我行孝

了，大哥！ ”陈保省说。

“过年呢，都兴这，人死如灯灭，其

实啥也没有。 坟上你都不用去了。 ”韩

世诚说。

“大哥，刚才我到老院，春联你贴

过了？ ”

“是。往年，石头回来都是他去贴，

今年， 石头跟他的老师到加拿大考察

去了。 昨天，他还给家，还有三叔都来

了封拜年信。以后，家里这些事你都不

用操心了。 ”

“唉，谢谢你了！谢谢你和大嫂。过

年，还缺啥不缺？ ”

“都齐了。 这会儿不是以前，过年

过难呢。现在一年四季都有白面，真是

天天过年。过年后，我打算跟你嫂子去

鹤壁一趟，晶晶的工作顺利吧？ ”

陈保省低下了头， 长叹一声说：

“不提她了！不提她了！有她就当没她！

唉，闺儿大了不由爹！ 不提她了！ ”

“闺女嘛，迟早是一门亲戚。 闺女

是在眼皮底下长大的，出嫁时，要给孩

子添添箱。世信、世儒、三叔都要去。典

礼的好日子定了没有？ ”

“不说她了，不说她了，提起她都

把我气死了！ 下八辈都不要这种妞！ ”

陈保省不停地摇头， 他伸出手握住韩

世诚的手诚心地说，“好人啊！好人啊！

改日我再见大嫂、三叔、世信他们。 单

位的事很多，我得回去。 ”

车子启动了， 慢慢消失在淇河的

尽头。 村子里响起了除夕的鞭炮声。

四十七

春节过后， 陈晶从几百里地外赶

了回来，买了很多礼品，希望父母能原

谅自己， 重新接纳她。 陈晶来到了门

口，轻轻按动门铃，那清脆的铃声响一

下，她的心就“扑通”一下。 那一刻，陈

晶多么盼望妈妈出现在门口， 但她又

怕见到妈妈那痛苦无奈、 无比气愤的

表情。 门终于开了， 陈晶妈妈看是陈

晶，门都没开全，又关上了，一句话都

没说，把她当成了陌生人。陈晶不敢再

按门铃，被妈妈无言拒之门外，还不如

被妈妈痛骂、痛打一顿。 可是，事情不

能假设。父母不接受自己，陈晶无望地

看着周围熟悉的一切，泪水夺眶而出。

陈晶想，她不能在这儿久站，爸爸是个

要脸面的人，让别人看到就不好了。于

是， 她提着礼品一步一步离开了这个

往日温馨的港湾。 陈晶看到那些欢天

喜地，从身边擦肩而过的人们，不由暗

想———这世上恐怕只有自己有家不能

归，还被拒之门外吧。 从小学到大学，

自己一直是爸爸的骄傲， 是他人前夸

耀的话题。从记事到现在，爸爸只骂过

自己一次，就是因为自己选择了刘怀，

爸爸那愤怒的眼神和不能容忍刘怀的

表情， 都说明了自己选中的女婿不是

他的乘龙快婿。而往日，自己每次从学

校回来，妈妈都会既心疼又兴奋，又拿

吃的，又倒水，只要自己脸上稍微有一

点不高兴，妈妈总是问半天，生怕自己

在外边受委屈，受欺侮。

夜深人静，街上往来的人少了，偶

尔有几个路人， 不是喝得醉醺醺的醉

汉，便是无家可归的流浪汉。陈晶脚下

的鞭炮碎屑沙沙响，她神智恍惚，总感

到身后有人在跟着她。 陈晶有些害怕

了，她用公用电话给家里拨通了电话。

“喂。”接电话的人是陈晶的爸爸。陈晶

连忙说：“我是晶晶呀。 ”随即，电话挂

断了，再拨就没人接了。

到哪儿去过夜？路边的几家旅店、

宾馆门口都挂着“初六营业”的牌子。

到哪儿去？ 陈晶壮了壮胆子又走到家

门口，她掏出钥匙插进锁眼，可门反锁

着。 她又按按门铃， 房间的电灯拉灭

了，没有一丝动静。

陈晶又陷入了无限的沉思中。唉，

爹娘彻底不要自己了，谁能接受自己？

自己到了这种田地，埋怨谁呢？怨刘怀

吗， 可自己为什么明知是个陷阱还要

往里跳呢？ 唉，现在想起来，或许自己

是错上加错， 如果到北京找石头哥的

时候， 自己不意气用事， 给他解释清

楚，或许大度的石头哥会原谅自己，和

石头哥又会重归于好， 可自己一错再

错，直至毫无回旋余地。几年的大学生

活，是刘怀帮助了自己，但又是刘怀给

自己在学校造成了那种尴尬处境。 现

在，又是刘怀给自己断绝了回家之路。

回去吧，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给王

八跟鳖走；回去吧，许都那个地方还能

遮风避雨，还能接受自己。

陈晶拖着像灌了铅一样的双腿，

走到火车站。一看列车时刻表，陈晶的

脑子“嗡”了一声，她赶紧扶住了墙：明

天早上 8时才有火车。 候车室内空无

一人，陈晶走了出来，身上一阵发冷，

她急忙跑回候车室里。

起风了，风摇着树枝呜呜直响，像

鬼哭，像狼嚎，陈晶吓得一个哆嗦接着

一个哆嗦。陈晶全身冻得直抽筋，她靠

着柱子一闭眼睡着了，梦中，韩振淇笑

嘻嘻地走来说：“俺娘要我来接你，去

咱家吧！ ”“真的？ 我的好哥哥！ ”陈晶

向韩振淇扑去， 可她一个趔趄栽了下

去，摔得胳膊剜心地疼。陈晶睁开眼睛

一看，候车室里仍然只有她一个人，她

哭了。

一个饥寒交迫的不眠之夜总算熬

过去了， 又经过几个小时的火车颠簸

后， 陈晶回到了学校， 她倒下就睡着

了。刘怀问她情况，她哼哼几声又睡着

了，叫她吃饭，她睁不开眼，哼哼几声

又闭上了眼睛。一连睡了三天三夜后，

陈晶长叹一声坐了起来：“我以后咋办

呢？ 天啊！ ”

春节长假过去了， 陈晶不得不回

到鹤壁，在厂区附近租了间房子，以便

夜间有个归宿之地。 为了添置生活必

需品，陈晶今天买来锅碗，明天买来铺

盖被子，没几天几千元钱就花出去了。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 不生儿养女不知

报母恩， 陈晶坐在屋子里， 长出一口

气。 她动手生着了煤球炉。 第二天，陈

晶下班回来，火已灭了。 几天来，不是

火灭，就是燃乏，整天得生火，陈晶的

眼睛被熏得像得了红眼病。有时候，陈

晶干脆不生火倒头就睡， 可半夜突然

醒来，陈晶会问自己：“这就是人生？这

就是生活？ ”

生活本来就拮据， 可陈晶和刘怀

每月还得给交通部门作贡献。开始，每

到星期六，不是刘怀来，便是陈晶去，

一来二去，几百元钱就没了。 渐渐地，

他们来往的次数减少了， 逐渐变成电

话、书信往来，几个月也不见一次面。

可就是见面， 刘怀再也没了以前那种

亲密、温情，他时不时板着脸，指责陈

晶把家里收拾得不规矩， 衣服洗得不

干净。就连陈晶精心给他炒几个菜，他

不是嫌咸了，就是埋怨淡了。

正值青春年华的陈晶， 几个月没

进过理发店、美容院，更不舍得花几十

元钱买套化妆品。清秀、漂亮的陈晶不

见了， 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眼睛

无光、表情呆滞、皮肤粗糙、头发像茅

草一样、沉默寡言的半老徐娘。

冬去春来，一年的时光又过去了。

陈晶坐火车从许都回来路过省城，一

些青年女性扛着大包小包挤进车厢，

她主动给人家让位子， 帮助人家往行

李架上放包。 从她们口中，陈晶得知，

她们多是离职经商， 一件衣服从批发

到卖至消费者手里有可观的利润。

回到鹤壁，陈晶考察了市场行情。

后来，在去许都的途中，她在省城停留

一下，转了几个批发市场。经商的想法

在陈晶的脑海里形成了。 她与刘怀商

量后，刘怀双手赞成。

刘怀知道这里面的利润和门道。

过去，郑向阳经营服装成为他的财源，

而现在，郑向阳离去了，光靠工资，刘

怀时常感到囊中羞涩。 钱是感情的基

础，异地夫妻，就连火车票钱都拿不出

来，只能隔河相望，能成为恩爱夫妻？

刘怀来了精神， 说不定今天的陈晶就

是昨天的郑向阳，所以他特别支持。

（45）

□王帅

因受吃碘盐可以防核辐射谣言的误导，

上周，全国掀起了“抢盐”风潮。 3 月 1 7 日上

午，谣言波及我市：市民们纷纷走出家门，四

处寻找碘盐，街谈巷议也都是围绕着哪里可

买到碘盐展开；部分商场、超市、零售点的碘

盐迅速售罄；本报热线电话快被打爆，众多

读者表示买不到盐。

为何这么多中国老百姓都慌了神儿？ 随

着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泄漏事故造成的影响

逐渐升级，关于核辐射的各种消息瞬间铺天

盖地，引起公众的恐慌心理。 在我们接受的

教育里， 如何防核辐射的知识似乎少得可

怜。 谣言的杀伤力很大，尽管不常露面的核

专家扎堆儿出来向公众讲解各种防辐射的知

识，比如服用稳定性碘，能阻断 9 0 % 放射性碘

在甲状腺内的沉积……于是，民众有了服用

含碘的药品或吃含碘的食物就可以防核辐射

的误解，并逐渐把误解扩大到碘盐上。

我想，应该还是有一部分人明白核辐射

的传播道理，但为何他们也卷入到抢盐大军

中呢？ 从众心理在作祟，这是中国人的老毛

病了。 2 0 0 3 年非典时期，老百姓疯抢板蓝根；

去年，老百姓听信某位“养生专家”指点，绿豆

紧俏，销售价格连连看涨。

众所周知，食盐是国家实行专营的商品，

既然如此，国家怎会让碘盐缺货呢？ 抢盐风

波出现后，市政府筹措财政资金 1 2 0 万元，紧

急调进各类食盐 6 0 0 吨， 保证 3 个月的库存

量，并着手组织食盐的调运、投放工作。

风波过后，肥了一批囤积居奇、哄抬盐价

的不法经销商，而那些高价买进碘盐的普通

老百姓只能追悔莫及。 所以，咱们老百姓在

普及防核辐射知识的同时，还应提高自身素

质，多些理性思考，切勿听风就是雨。

面对“盐荒”不能听风就是雨

信息时代，辟谣其实并不困难

巨贪临刑前的话里话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