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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思杨听到这，终于明白了。原
来李达你心里已经想好要不要去，
只不过在纠结琪琪的想法罢了。

刘思杨吸了一口烟，笑了笑。
“李达，跟兄弟说说，跟琪琪

发展到哪一步了？”
李达脸一红，其实跟琪琪还真

没有到哪一步，只不过最近接触得
比较频繁，时不时地出去吃个饭，
时不时地陪着菁菁去游乐场。有时
候，李达还去琪琪的家里陪着菁菁
玩侦探推理游戏。

刘思杨没有想到他们互动已经
如此频繁了，真看不出李达这小子
还挺积极主动嘛。不得了，我刘思
杨还真得刮目相看了。

刘思杨说，去一定要去，不管
琪琪是否知晓此事，你一定要去。

李达说，万一像你说的，削一
顿菁菁怎么办？

刘思杨笑了起来：“李达，那是我
不知道你们已经如此熟悉了。现在就
算琪琪不知晓此事，那也不能对菁菁
怎么样的。你就放心吧，我支持你。”

李达点点头。
就在李达前脚刚刚踏出刘思杨

办公室时，刘思杨喊住了李达，“李
达，争取年底，请我跟你嫂子喝喜
酒。”

李达笑了笑，没有回头。做出一
个“OK”的手势，大步流星走了。

刘思杨不知是激动还是咋的，居
然来了一句国骂。

别看菁菁这孩子年纪小，但思维
还蛮缜密的。自从认识这个李达叔叔
之后，就越发喜欢他。李达对菁菁的
关心，让菁菁体验到了这十几年来所
缺少的“父爱”。菁菁人小鬼大，发
现了一个秘密，那就是李达单身，而
且还没有女朋友。这丫头首先就想到

了自己的妈妈。李达那么帅气，妈妈
那么漂亮，再加上自己，要是组成一
个家庭，那应该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家
庭了。所以菁菁这孩子从一开始就

“行动”了，时不时地邀请李达到自
己家做客，时不时叫妈妈一起去李达
家里，又时不时地让他们两个带着自
己去郊游、去游乐场。

菁菁对李达和琪琪之间的关系起
到了催化作用，这也让两个人越发熟
悉起来。这人在一起待得时间久了，
就容易产生友情。要是单身男女在一
起久了，就会容易产生感情。所以，
李达在与琪琪熟知的这段时间内，内
心就开始起了变化。怎么说呢，李达
觉得自己爱上对方了。但是，李达知
道，爱不能轻易说出口，不能因为自
己的“随性”而连跟琪琪朋友都做不
了。

菁菁告诉琪琪，这个周末我们班

要举行亲子活动，我希望把李达叔叔
一起叫上。琪琪说，奇怪了，以往你
们学校的亲子活动都是我一个人去的
啊。怎么这次还要两个人一起去，难
道你们学校还有硬性规定？菁菁说，
这次因为有个活动需要三个人一起配
合，所以……琪琪说，菁菁，不要闹
了，我们这个活动就不参加了，参加
其他的活动。但菁菁不依不饶，说这
个活动我最喜欢，人家小朋友都参
加，我为什么不参加？

菁菁的话说到琪琪的痛处了，这
么些年来，琪琪内心其实是愧对菁菁
的，一个孩子没有父爱，总归缺少点
什么。琪琪也想给菁菁一个完整的家
庭，但这些年来，都没有找到合适
的。所以在生活中，别人家孩子有
的，菁菁也会有，甚至还要比人家
好。但是就在父爱这一块，琪琪是没
有办法给的，所以琪琪才会对菁菁倍

加疼爱。以前，菁菁小，琪琪能忽悠
过去，但是随着菁菁长大，她就会问
琪琪，为什么别人有爸爸，我没有？
琪琪用了一个最老套的方法，对菁菁
说，你爸爸去了远方。这方法还真有
用，也骗了菁菁好几年。但是近一两
年时间，菁菁没有那么好骗了。但
是，菁菁似乎知道了缘由，也不再问
琪琪我的爸爸去了哪里，这让琪琪很
是欣慰。但这一次，琪琪感觉逃不过
去了，因为菁菁非要让自己和李达一
起参加她学校的亲子活动。

琪琪倒不是不想满足菁菁的愿
望，只是这个活动的名称太怪异，非
叫亲子活动。这真要是把李达一起带
过去，那不是说明菁菁有爸爸了吗？
也说明自己有丈夫了吗？这也太难为
情了。再说，菁菁好多同学的家长都
知道自己单身，把李达带过去，那岂
不是闹翻天了。

谁的二胎（八十九）
苏晓

小赵一直在看着手机，十二点
了，下午一点了……百无聊赖地数
着时间，索性拿出计算器，计算一
下到下班还有多少秒。还有九千三
百秒。唉，这时间可怎么过啊？

小赵大学毕业刚到这个单位工
作，做着半死不活的办公室文员的
活，一个活蹦乱跳的大小伙子干着
文静姑娘的活，小赵越干越无聊，
谋划着往哪跳槽。

办公室门外一阵杂乱的脚步声
及嘈杂声。有点反常！小赵操起手
机，赶到门外。一帮人正往车间的
方向走，平日里四平八稳的领导此
时有些失态。

“人怎么样了？”
“有没有打120？”
小赵回身抓了一个安全帽，也

赶紧跟了上去。
偌大的车间里此时空无一人，转

过两道门才看到一个大家伙前围了好
多人。领导来了，人群主动分开。小
赵这才看见大家伙底下一个血肉模糊
的人。才看了一眼，小赵就有些气血
翻涌。他晕血。已经有工人在想法子
救人了。行车驾驶员也已到位，照
理，把那个大家伙吊起来就行了。可
是这个铁疙瘩如今落在一个很刁钻的
位置上，一头抵住墙，一头压着伤
者，幸亏有一个小设备挡了一下，不
然也就不用救了。大家伙中间还有一
堆废料起了跷跷板的作用，一动，就
会翻滚到伤者身上，一个血肉之躯，
如何能抵住几百吨重的铁家伙的挤
压。

小赵从围观的工人口中已大致听

明白了事故发生的过程。工人违规操
作。行车底下站人，那是公司严令禁
止的事，且到处贴着醒目的标语。这
个工人抄捷径，从正起吊的大型设备
下面经过，好巧不巧，缆绳断了，几
百吨重的大家伙从天而降，幸亏跑得
快，不然早成肉泥了。饶是这样，怕
也是去了半条命了。

现在关键是怎么把人救出来。很
多人已经在用一些铁块废料之类的垫
高设备，以便行车提起设备时不至于
再压到伤者。领导到场更是细致关
照，亲自动手。今年的安全奖看来是
泡汤了，要再出了人命，怕饭碗都不
保了。一切准备就绪，领导示意行车
起吊。刚一动，那垫着的铁块、废钢
之类顷刻就塌了，急得几乎所有人大
喊：停！

重新垫结实了，再起吊，还是不
行！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伤者流血
越来越多。看来只有一个办法了，那
就是砸墙，把抵住设备另一头的墙砸
了，设备自然往那头翘，工人就获救
了。

可是这也有问题，这堵墙是承重
墙，不仅承受着这个车间顶棚的重
量，还有沉重的行车的重量。要让这
么个大家伙探出头，砸一个狗洞类的
怕也不抵事，可是万一砸过头了，屋
顶压下来，下面有那么多人，这个责
任又由谁来负？听到这个法子，已经
有胆小的退出了车间。没时间考虑那
么多了。时间就是生命，这句话此时
被一再提起。

众人拾柴火焰高，有人出点子，
在横梁下面先砸个洞，穿过一个钢

棒，在墙两面用两辆升降车架住，这
样万一屋顶坍塌，下面的人还有时间
逃生。领导采用了这个建议。大型机
械单位，设备都是齐全的，效率也是
空前的。很少下车间的小赵听多了领
导抱怨工人刁滑，干活拖沓懒散，此
刻却是满耳的“快，快”，个个在与
时间赛跑。没有人吩咐，不用人催
促，准备工作很快完成了。然后就是
砸墙，那砖墙哪有铁家伙硬实，不一
会就砸了老大一个洞，破败的墙承受
不住铁家伙的挤压，自行坍塌了一大
片。大家伙往墙外翘了出来。人终于
得救了……屋顶看来暂时也无虞。

看着120车闪着急促的灯鸣叫着
离去，一直挤在人群中的小赵舒了一
口气。掏出手机看了看，咦，怎么到
下班时间了？！

时间
王建珍

老刘去看望老连长，上了公交车，看座位已经
坐满了，就随便找个地方站着。旁边坐着一名年轻
的孕妇，脸色苍白，看得出来她很疲惫。她看到老
刘站着，欲站起来给老刘让座，老刘故意把脸转到
一边，表示拒绝。老刘的身体硬朗，站几站路没有
一点问题，老刘想她要站几站路身体肯定会吃不
消。

老刘转过脸，目光和一名小伙子无意撞到了一
起。小伙子的眼神一阵慌乱，他大概是害怕老刘会
对他做出什么出格的行为，赶紧站起来给老刘让
座，老刘看到他站起来时身子趔趄了一下，面部掠
过一丝不易觉察的痛苦表情。年轻人轻声说：“大
爷，您坐。”老刘本意是拒绝的，但老刘看到刚才
那名年轻孕妇慌乱地低下了头后，就果断地接受了
小伙子的好意。

没过两分钟，公交车靠站牌停下了，老刘站起
来，对小伙子表示了谢意，让他继续坐。老刘下车
了。

老刘还没有到站，还需要走好几站的路才能到
老连长的家。

老刘下车是因为觉得小伙子比他更需要那个座
位，他得找一个合适的理由让给他。小伙子这么善
良，得成全他的善良。他已经无意中“伤害”了那
名年轻善良的孕妇，不能再伤害这个小伙子。

老战友聚会那天，老刘把循环滚动着“请勿让
座，谢谢”字样的LED牌子别在胸前，这是老刘
让孩子从网上给他买的。老连长了解了前因后果，
颇有感慨，现在大家对老年人的印象不太好，网友
还给老年人贴上了“坏人变老了”的标签，好像现
在的老人年轻时都是坏人一样，直接影射了一大批
无辜的老人，导致许多人遇到老年人就惧怕，这对
他们老年人非常不公平！

老连长曾经为这个事苦恼过，今天看到自己的
老部下老刘胸前别的牌子，突然有了想法，对十多
名老部下说：“大家回去后都带着身边的老哥们儿
老姐们儿去健身锻炼，拥有一副硬朗的身板，出门
别去和年轻人争座位。年轻人整天没日没夜打拼不
容易，他们压力大呀，累啊！他们都是好孩子，咱
们也要努力做个人敬人爱的好老人！”

老连长说出了老刘心里想说的话。老刘立正
站，身挺直，右手并拢，对老连长敬了一个军礼，
大声说：“是！”其他战友也跟着敬礼，大声说：

“是！”

老刘
尚庆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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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继续扩大
“冬游西藏”影
响力和号召力，
第三轮“冬游西
藏·共享地球第
三极”优惠活动
于 15 日正式启
动 。 西 藏 将 于
2019 年 10 月 15
日至2020年3月
15日对进藏旅游
者实行一系列特
殊优惠政策，除
寺庙景区外，包
括布达拉宫等全
区 国 有 3A 级
（含3A级）以上
景区免费游览。

据介绍，第
三 轮 “ 冬 游 西
藏”优惠政策有
以下几个方面：
除寺庙景区外，
布达拉宫等全区
国有 3A 级 （含
3A级）以上景区
免费游览，国有
3A级以下和非国
有A级景区门票
在淡季价格基础
上减半；全区三星级（含三星级）以
上星级宾馆（饭店）、国际品牌及精品
酒店房价按照不高于旺季价格的50%
执行；旅游运输企业按照不高于旺季
价格的50%执行旅游淡季价格；各航
空公司淡季平均折扣不低于50%，鼓
励区内旅行社与航空公司达成合作；
对通过旅游包机、专列形式，组织旅
游者进藏旅游的企业予以奖励；对区
内旅行社组团累计接待游客达到1000
人（含1000人）以上的予以奖励10
万元，每增加100人（含100人）追
加奖励5万元，单个旅行社累计奖励
金额不超过80万元。

西藏自治区旅游发展厅有关负责
人表示，自2018年西藏启动“冬游西
藏”优惠活动以来，经过第一、第二
轮“冬游西藏”市场促进优惠政策的
开展，顺利破解了西藏旅游“半年经
济”难题，助推旅游业进入发展快车
道。 （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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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款路虎揽胜星脉

新款雷克萨斯RX

做好准备：这些新车都要等
车展上重磅新车一款接着一款，让人目不暇接。盼来一款新车上市，如果你以为就

能马上下订提车回家，就显得太天真了。现在不少重磅新车和热销车型的提车时间都长

达3个月以上，而提车要等半年的案例也不少见，对于那些急切换车的消费者来说，这

并不是个好消息。那到底哪些车型的提车时间比较长呢？这就是今天要提及的。

新车售价：13.98~23.98万元
新车亮点：新增冬季续航增程系统
提车时长：约3个月
威马EX5在造车新势力中表现比

较抢眼，补贴后的售价区间13.98~23.98
万元，共有400km、460km、520km三种
NEDC综合续航里程版本可选。大多消
费者都选择威马EX5的中低配车型，基
本能满足城区代步需求。值得一提的
是，刚在8月份推出的威马EX5 520
车型，新增冬季续航增程系统，通过柴
油作为外部热源，支持同时对电池包和
座舱进行加温，意味着冬天的时候再也
不用担心纯电车的续航里程会变短。不
过，大多准车主都表示若选择网络订购
的话，提车时间更是长达3个月，而到
店订购现车的话也要等待1个月时间。

新车售价：32.80万元
新车亮点：增程式续航1000km
提车时长：6个月
理想ONE是理想汽车旗下的首款中

大型增程式SUV，于今年4月份正式上
市，仅仅推出一款车型，补贴后售价为
32.80万元，并答应消费者在今年第四季
度正式交付，订金为5000元，若中途放弃
预订，订金可退。而就在10月15日，理想
汽车推出2020款车型，老款尚未交付便
推出新款，此举引起已订购老款车型用户
极大的不满。幸好，理想汽车发布公告称，
将直接向首批用户交付理想ONE 2020款
车型，只是2020款产品升级部件较多，理
想ONE的交付开启时间也从今年11月调
整为12月，时间延后1个月。这意味着最早
一批预订的用户，提车时间长达大半年。

新车售价：39.80~79.90万元
新车亮点：新增6/7座布局
提车时长：3个月左右
RX 450hL作为高配版车型售价高

达67.20万元起步，但依旧深受消费者
的喜爱。最近雷克萨斯发布最新的销量
数据，雷克萨斯在华销量达到17736
辆，同比增长10.2%，在车市寒冬中销
量不降反增，可见品牌与车型都得到极
大认可。本来老款的雷克萨斯RX就加
价并供不应求，如今新增六座、七座布
局的450hL车型，更满足多人家庭的
出行需求，订单量激增，只是产能严重
不足。

新车售价：57.28~87.88万元
新车亮点：配备路虎全地形科技
提车时长：2个月
价位较高的豪华车都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配置选装特别多，别看揽胜星脉
的起售价仅57.28万元，若选装一些配
置下来，就算低配车型落地价也将近70
万元。更关键的是部分4S店还要强制客
户加装才能提车。可选装套件比较多，
所以很少用户会选择购买现车，大多消
费者都会选择订车的购车形式。据说揽
胜星脉刚上市那会提车还要等一年之
久，不过这一信息尚未能证实。目前不
少准车主反馈，星脉现在提车需要两三
个月，选装越多或许提车时间会越短。

上述这些车型，提车时间长主要跟车型的产量有关，特别是新能源车，
与电池供应商脱不了关系。提车时间太长，确实非常影响消费者的购买欲，
所以你若是非常喜爱某款新车的话，那么趁它在上市前预售就应该抢先入
手，提车时长会大大缩短。如果你是要买劳斯莱斯、宾利和法拉利的话，那
么提车时间或许要等一年以上，毕竟物以稀为贵嘛！ （大咔）

总 结

新款威马EX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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