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笔记

[心窗]
穿过川流不息的人海，走进

都市一隅的家门，总有一些小事

令你不能释怀，影响着你的心

情，把它记录下来，让它成为岁

月的书签。来稿请写明作者真实

姓名、电话、地址及本人中国银

行储蓄卡号，以便采用后发放稿

酬，谢谢对我们工作的配合！

电话：0471-6635311

Email：bfxbcyws@163.com

阿文
阿文是那种很豁达、很阳光

的男人，兼而有点小小的幽默。

负能量这个词在他这儿有点绝

缘。不忙的时候，他的身边总是

围着几个人，大家愿意跟他聊

天，愿意听他扯一些让人心清气

爽的闲篇。

但这一切都是去年之前的

事了。

去年秋天，一场职称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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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聪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人
内蒙古拜欧牧业科技有限公司的
委托就近期在社会上出现的有关
个别不法分子恶意造谣中伤诋毁
我委托人企业商誉及盗用我委托
人的名义从事违法经营活动的相
关事宜发表如下律师声明：

委托人内蒙古拜欧牧业科技
有限公司成立于2019年2月，是一
家致力于发展优质农产品和绿色
有机食品，并经过合法注册的新
兴牧业科技企业。从成立伊始，委
托人就本着惠农惠民的发展目标
和政策在全区范围内广泛开展业
务并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和良好
的社会口碑，形成了一定的市场

影响力。
近期，发现在部分地区出现了

一些不法分子在不了解我委托人的
实际运营情况，也未与我委托人进
行有效沟通接触的前提下，公然对
我委托人发表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言
论并实施了恶意的造谣中伤和诋毁
行为。该不当行为严重侵害了我委
托人的企业形象并造成了我委托人
的商誉损失。另外，我委托人还获
悉，近期还出现了一些不法分子对
外冒充我委托人工作人员的身份或
妄称与我委托人之间存在合作关系
并盗用我委托人的名义与相关善良
的农牧民朋友从事未经我委托人允
许的有关业务并从中谋取非法利

益。由于该不法分子不具备履行合
同的能力，从而导致给合同相对方
埋下了合同无法履行和损失无法追
偿的巨大的潜在合同风险。

由于我委托人拜欧牧业的成
立初衷就是一心致力于采用高科
技技术打造无中间商的新型农牧
民联合体模式，通过降低农业成
本的方式形成资源共享的全新农
业体系。此过程中，就必然会损害
原有的一些中间商和农牧产品商
贩等利益团体的利益，由此必然
会产生矛盾。但拜欧牧业一心为
农、互利共赢的初衷不变，拜欧牧
业求真务实、保证食品安全和保
真的经营理念不变，拜欧牧业不

忘初心、问心无愧！所以，为严厉
打击对我委托人商誉的诋毁行
为、为保障我委托人良好的商誉
不受损害；同时也为保障广大农、
牧民朋友及我委托人客户、合作
伙伴的正当合法利益不受侵害，
现本律师依据委托人的授权针对
以上不法行为，特此声明如下：

1、我委托人从未对外与任何
非我委托人主体的第三方或其他
经济组织或个人建立任何合作关
系，也并未向任何第三方作出正
式书面授权协助我委托人开展业
务。故请广大农牧民及客户、合作
伙伴提高警惕、擦亮双眼、仔细甄
别、避免上当受骗，保护自己的合

法财产免受侵害。
2、对于以上不法行为，我委

托人将适时启动法律程序严厉追
究相关违法人员的民事责任；情
节严重、构成刑事犯罪的，我委托
人也将依法予以追究，绝不姑息。

3、为表我委托人维权之决心，
我委托人欢迎广大农牧民积极提
供相关不法人员的线索，经我委托
人核实后，会酌情给予奖励。

委托人指定的举报热线：
苏乙拉13191434655。
特此函告
慧聪律师事务所
张顺 律师
二0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律师声明

等待
“儿子，我看建国他们已经放

假了，你们放没？你回来不？”在我

五一值班时，老家的妈妈打来了

电话，虽然妈妈说话有点不利索，

我还是听出了她的欣喜。建国是

哥哥的儿子，也是我的侄子，已经

上初中了。爸妈和哥哥在县城里

生活，而我在市区工作，是基层刑

警，平时忙碌，所以很少回家。

“妈，我值班呢！”我说。

“我听建国说这次放四天假

呢，你能回来吧？”妈妈继续追问

了一句。

“妈，我得加班，手里有一个

二百多名大学生被骗的案子，大

学生们平时有课，这几天趁着假

期要过来交材料。”我说出这句话

时，好像看到了妈妈失望的眼神。

只听妈妈说：“好，你那工作

复杂，要给弄好了，我挺好的。”

虽然妈妈极力想要保持平

静，可我还是能听出她低落的情

绪。妈妈将近七十岁了，是个地

地道道的农村妇女，没上过学，

不会写也不认识自己的名字，只

会简简单单的算术。她也不懂得

什么是国家法定节假日，更不知

道每次假期放多久，但她有自己

的方法，她会看上学的孙子建国

什么时候放假。每逢节假日建国

放假，她都会问建国：“你二叔他

们也放了吧？这次放几天？”

然后，妈妈就等着我打电话

回去，或者让建国帮拨通电话，给

我打过来询问。可我很少能给妈

妈她心里想要的那个答案，大部

分时间都是失望，有时候是一天

假期，抽不开身，有时候是值班或

者加班。可失望的妈妈非但不怪

怨我，反而总是叮嘱我要给把单

说雪
显然，朋友老祝是爱雪的。

我看他的水彩画作里，画雪的比

位的事儿处理好，出警要小心。

妈妈说没事没事，她越这样

我越愧疚，倒不如她责备我几

句，我泪眼模糊着挂了电话。妈

妈已经老了，两年前又因脑出血

而偏瘫，只能拄着拐杖行走，说

话也不太利索了。

父母辛劳一生，养育四个子

女长大成人，并且帮助我们都成

家立业。我最小，在家的日子最

少，走的也最远，也是最让他们

牵挂的。儿行千里母担忧！我知

道，妈妈只是希望我能趁着假期

回去一趟，看看我，和我说说话，

可我很多时候都无法做到。我在

实现了自己的警察梦时，也意味

着要比常人付出更多，甚至辜负

最亲近的那些人的陪伴。

五一过后，再过几天就是母

亲节了，记得每年这个时候，朋

友圈就会被全世界的母亲所取

代，各种旅游、美食、萌娃都纷纷

让道，各大书写心灵鸡汤、都市

男女、明星隐私的公众号也齐刷

刷地被妈妈们霸屏。

母亲节！一个伟大的节日，

充满着感恩，祝福，回忆，赞美。

可农民出身的妈妈根本不知道

有母亲节这个节日，更不会玩智

能手机，每当看到朋友圈里各种

赞美，感恩妈妈的话语，晒着给

妈妈买的鲜花礼物，更有和妈妈

的互动，我在祝福的同时，也很

羡慕。而我的妈妈不在朋友圈，

她在县城里养病，更在等待着她

远在城市里的儿子的归来。

我是一名人民警察，一名刑

警，我的职责是打击犯罪，保卫

人民！我也是一个母亲的儿子，

我在心里告诉自己，等办完了这

个案子，一定要尽快回家一趟，

看看许久未见的妈妈，也让年迈

的妈妈看看她日夜牵挂的儿子，

让她放心！ 文/刘金龙

◎◎生活拼盘 例很大。我也爱雪，我尤其喜欢东

北的雪。昨天来了两个哈尔滨的

朋友，他们说到东北，说的最多的

是冬天。东北的冬天话题，永远都

离不开雪。可以想象，如果没有了

雪，也许就没有了东北。

东北的雪，无论是天上在

飘，还是落地有多厚，都是那么诗

情画意，让人浮想联翩。我说东北

的雪，只要一下起来，就没完没了。

雪漫天飘飘洒洒，天地和天地之

间，完全一片雪白，或凝固的白，

或灵动的白。大地雪白，没有一

丝不同。厚厚的雪压在屋顶，冰

凌一柱柱倒挂屋檐，纯洁剔透，

感觉雪更加晶莹。还有那一处处

缈缈炊烟，扭动柔情，向着它喜欢

和爱的地方跑去……

与东北接近的内蒙古东部，

那雪也极像东北的雪。这样的雪，

也许在全国也是独一无二吧。

我还经历了另一种雪，没有

想到，雪与雪的不同，差距竟然

这么遥远。在内蒙古的中部靠北

地方，才会有这样另外不同的

雪，这一带也许属于高寒地区，

必然造就了这样环境和不同的

雪。这雪与风合作，风借雪势，形

成另外一种风景。雪不能落地便

被风吹起，在风的作用下，雪扭

动着一缕缕前仆后继，把空间染

白。此刻已经分不清天地，一片

苍茫，风声撕心裂肺，寒冷极剧

下降，仿佛空气已经凝固。当地

人把这雪叫“白毛风”。

我曾经与这样雪天有过两

次“亲密接触”。46年前，我在化

德县上山下乡，那个村子被山包

裹着，一个个山都不算高，很难

找到一棵树。村子的前面一直往

前，都是一马平川的草场，与山

一样，没有一棵树。可能正是这

样环境，才会使“白毛风”生成和

发展。到农村第一年，正逢冬天。

这天先是下雪，到晚上风起，而

且越刮越猛，白毛风便如此形

成。那时，我还不知道白毛风。谁

能想到这风一刮，就是三天。外

面天地白茫茫，10米之外就一片

模糊。开始我们还能感受到天明

天暗，后来突然感觉暗无天日

了，我们分析来分析去，肯定与

雪有关。这天一早，风突然停了

下来，我们打开门准备出去。门

一开，雪已经把门完全堵住。几

个人便开始掏雪，不一会儿我们

就看见了阳光。经过两三天的暴

风雪，此刻外面风平浪静，天那

样蓝，那蓝我至今都难忘。白毛

风的可怕，能够把房子埋掉，再

看周围村民的房子，就如一包包

雪塔。我想，如果白毛风的时间

再长几天，会不会屋里就没有了

空气？这个担忧原来没有，后来

也没有。还有一次，我要回家探

亲，早晨走的时候天开始下雪，

但没有起风。村子距离公路还有

大约十公里左右，刚出村便起了

风，但风还不大。回家心切，也顾

不上许多。谁想风越来越大，我

知道白毛风可能要来了，但对白

毛风的担心，已经被回家心情冲

淡了。距离公路还有几公里的时

候，满天风雪挡住了眼前的全部

视觉。我心里明白，此时若迷路

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在这个危急

时刻，我想起村民说的话，此时

要找电话线杆子。顺着电话线杆

子，便能走到公社（现在的乡）。

现在想起来，当时要没有电话线

杆，极有可能就没有了以后的

我。那年，救我的竟然是电线杆

子。因为白毛风，公路上面已经

没有了任何汽车。真的是应了一

句话，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

壮。那天晚上，我在公路边的道

班大炕上睡到了天亮。

我依然爱你，塞北的雪。

文/张五四

◎◎昨日重现

彻底改变了阿文的生活，或者说

是生活观。之后，单位新增加了

三位高级职称，三个人都是80

后，都曾经是阿文手下的助手。

阿文带新人向来不藏着掖着，你

问什么他就教什么，他喜欢挂在

嘴边的口头禅是：“你们的成长

成就了我的成就感呀。”一个男

人，这样没心没肺，是很难得的。

你知道，职场就像一棵爬满猴子

的树，向下看全是笑脸，向上看

全是屁股。

那场职称评定后，单位对外

招商的项目，每次需要技术人员

签字时，都是大家签完了，阿文

孤零零地殿后，而且是以唯一的

一个中级职称殿后。

阿文变了，一下子变得沉

默寡言。很多次，我都在他的微

信圈里看到“失眠”这个词。他

是真的睡不着啊。那天，忍不住

问他：“既然这么在意职称，以

前为什么不努把力，解决了。”

阿文叹了口气：“别看我整天嘻

嘻哈哈的，但是烧香拜佛磕头

作揖，这样的事我真的做不来

呀。”也是，评高级，不仅需要论

文、论著、成果、荣誉等硬条件，

还要有指标。“行到水穷处，坐

看云起时”，心态好是好，于评

职称实在无益。

阿文还是挤上了那座独木

桥。挤上后他才发现，原来聊得

开的那帮人，都有意无意地疏远

了。偶尔问一声合作成果或者出

书的事，大家不是装聋作哑，就

是顾左右而言他。

以前对阿文而言不是事儿

的事儿，彻底把阿文逼成了焦虑

症患者。 文/美丽羔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