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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近些年来，动物界的互联网飞速发展，这
一次伪装选秀活动在网上举行，由专家和网
民投票评选。专家评委有资深的伪装圈大伽
变色龙先生、比目鱼先生、竹节虫先生、枯叶
蝶女士等。

经过第一轮紧张的淘汰赛，大部分选手被
筛出局，最后有十名进入总决赛：猪鼻蛇、石
鱼、撒旦叶尾壁虎、苔藓叶尾壁虎、豆丁海马、
锯吻剃刀鱼等。接下来，将进行一番激烈、精
彩的角逐。究竟花落谁家？动物网民们拭目
以待，网页点击量不断上升，举办方抓住商机，
狠狠地抬高了广告费。

猪鼻蛇是夺冠的热门选手，最初得分远远
高于豆丁海马。他的牙齿无毒，却会模仿眼镜
蛇吓唬人——高高地抬起头来，把颈部肋骨撑
开，变扁，并发出“嘶嘶”的声音，像要发起攻击
的样子，很多对手都被他吓跑了。

不过，他真正的绝活是装死——肚皮朝
天，张口吐舌，一动也不动，并在瞬间发出浓烈
的尸臭，让那些想吃他的天敌倒尽胃口，掩着
鼻子逃走。

“别出心裁，妙极！”变色龙拍手称赞。其
他评委也一致认为，很多动物都有装死的本
领，但猪鼻蛇能发出令人掩鼻而走的尸臭，堪
称一绝。网民也纷纷把票投给猪鼻蛇。

不过，猪鼻蛇“翻车”了。在演示装死过程
中，有人将他翻过来，他马上调整姿势又覆过
去，仍让白色的腹部向上，以此证明自己“的
确”死了。再次把他翻过来，他又覆过去……

看到这里，评委们先是愣了一下，然后一起
狂笑，立即将猪鼻蛇淘汰出局。网民们也纷纷
发表评论，什么“画蛇添足”“聪明反被聪明误”

“不作死就不会死”，将猪鼻蛇骂得一塌糊涂。
锯吻剃刀鱼与石鱼之间的PK，也难分难

解。石鱼潜伏于海底岩石、珊瑚间，身体完全
融入其中，不分彼此，而且肤色还会随环境不同
而迅速变化，实在奇妙。然而，他最后还是输给
了锯吻剃刀鱼——后者简直是“摇身一变”而成
的一株绿色水草，顺着水流方向倾斜，并有节律
地微微摆动，将水草的姿态模拟得入木三分。

比目鱼先生点评说：“相对石鱼隐身而言，
锯吻剃刀鱼变成的水草不只是形似，而且神
似，棋高一着！”

同时，苔藓叶尾壁虎在与撒旦叶尾壁虎的
较量中落败。他们与变色龙同属于爬行类，但
尚未成名，不像变色龙那样名播天下，粉丝无
数。变色龙作为权威评委之一，有心提携同
类，因此都给予很高的分数。但撒旦叶尾壁虎
的确实力更胜一筹，评委和网民们在一堆枯枝
败叶间寻找、辨认，半天也认不出来，惊呼他伪
装得“天衣无缝”。特别是变扁的尾巴，完全就
是一片枯叶的化身，毫无破绽，连枯叶蝶女士
也自叹不如。

争夺冠军，在撒旦叶尾壁虎、锯吻剃刀鱼
之间展开。他们各施绝技，势均力敌，专家评
委给出的分数刚好相等，难分高下。因此，究
竟鹿死谁手，就决定于动物网民们的投票了。

在起初一段时间，撒旦叶尾壁虎的得票率
不断上升，看似势不可挡——原来，爬行类的
大佬尼罗鳄发出号令，下属的鳄、蛇、龟、鳖、蜥
蜴等等各目、各科，全部成员，必须投撒旦叶尾
壁虎一票，为爬行类争光。

鱼类的一哥大白鲨得知后，冷笑一声，立
即下达一条命令：所有鱼类，包括海洋、湖泊、
河流、池塘、水沟等各个水域，无论软骨纲、圆
口纲、辐鳍纲，还是盾皮纲，三万多种，限一日
之内，每人上网投锯吻剃刀鱼一票，不得有违。

最终，锯吻剃刀鱼摘冠。

吃鸡
□钟云省

单位组织去外地学
习活动。车上，组织者
说：“到目的地得坐3个
小时的车，这一路上多
寂寞。要不，我们一起
玩个游戏吧！”“好，好！”
话音未落，马上就有许
多人放下手机，积极响
应。

“可大家喜欢玩什
么游戏呢？”组织者问。

“要不玩吃鸡吧？”秘书
小刘道。

“怎么个玩法？”有
人问。“一个人说吃鸡的
一部分，注意必须是鸡
身上的一部分，不能重
复。违规者就得唱歌，
说 笑 话 ，或 者 表 演 节
目！”

“这个游戏不错！”
组织者说，“是从后面座
位开始，还是前面座位
开始？”

“前面！”“后面！”大
家都知道鸡身上就那么
些器官，先从哪里开始，
哪里就得了先机，所以
前后都闹得凶。

“ 还 是 抓 阄 决 定
吧！”秘书小陈前后看了
看，单位一把手坐在最
前面，二把手坐在最后
面，这怎么决定好？只
有抓阄。结果是从后面
开始。

“我吃鸡头！”最先
开始的二把手自然挑了
鸡头。“鸡脖子！“鸡腿、
鸡爪子、鸡蛋、鸡心、鸡
皮、鸡下颌、鸡肠！”

“鸡火腿！”有人喜欢
吃火腿，竟然说到了鸡火
腿。“鸡火腿违规，罚唱歌
一首！”秘书小刘说。“怎
么违规了？”那人不服。

“违规，违规！鸡火
腿不是鸡的一部分，鸡
身上没有鸡火腿。”大家
群起而攻之。那人只好
站起来放歌一曲。

“鸡屁股、鸡肝、鸡
血、鸡冠、鸡毛、鸡舌
……”不一会儿，大家就
将一只鸡吃得差不多
了，还剩下王哥和一把
手。

王哥的儿子才6岁，
这次也跟了去玩。他偷
偷对王哥说：“爸爸，你
就吃鸡翅膀吧，鸡翅膀
还没人吃呢！”王哥一
笑，喊道：“没得吃了，那
我就吃鸡屎吧！”

“鸡屎也敢吃，你
牛！”大家哄堂大笑。

“鸡翅膀！”一把手
一说，大家的笑声才静
下 来 ，仿 佛 石 头 落 了
地。大家都知道，一把
手最爱吃鸡翅膀，所以
谁也没敢说。

农民坂田，天生一副好嗓子，经常在各地
表演。因为坂田演出能挣到钱，家里七八亩地
平时由老婆百草打理，农忙时，坂田会抽空回
来帮忙收割耕种。跟村里大多数村民一样，平
平稳稳，勤劳朴素，日子过得还挺不错。

坂田心地善良，日子好过了，就经常帮衬
着手头紧的人，借钱买化肥、行人情、看病或起
房盖瓦。他的出名缘于一起捐款上了新闻。
他是地地道道的农民，登报纸的那张照片，朴
素得一点也不像能捐出一百万元的人。坂田
一下成了名人。村里有玩抖音的人拍了坂田
发出去，坂田成了网红。

一大早，百草准备去赶集，当她拉开院门
想把鸡鸭放出去，怔住了！高墙院外，围满了
人，这些人大多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村里
人，他们对着百草，举着手机就是一顿猛拍。

别，别，我头没梳，脸没洗的……百草慌忙抬
起胳膊护住脸，钻进了卫生间。众人风团似的涌
进院子，有自恃亲近的人直接走进房间叫坂田。

院子、家里，比过年还热闹，坂田热情接待
并招待着。他知道，大家都是好意，都是敬佩
赞扬他的人，没有理由不好好对他们。

两个住在隔壁的村民近水楼台，有时不用
过院子来，架个梯子，靠高墙上就能拍到坂田
在院内的活动。邻居们趁热打铁，开起了直
播，轻松赚钱。他们真是高兴坏了。

坂田的生活有了大改变。打开院门时起，
从起床到洗漱、到喂鸡喂鸭、到煮早饭、下地干
活，无不被拍。百草的穿衣打扮，也被热烈地
评头论足。坂田被炒得很热乎，以至于好多外
地的小歌手也来拜访，趁机蹭热度。

每天无数访客使百草潦草了家务事，用她
的话，是没时间做。她忙，经常拿着手机刷村

民的抖音，关注人们对她的评论，参与村民的
互动，忽喜忽忧，让她不能自主。

坂田对来访者逐渐生出了情绪。不远千
里来的访客，坂田不忍拒绝，可一个村的人，利
用拍摄坂田以及坂田相关的人和事，来增加播
放量和粉丝，并直播赚钱，坂田难以接受。

他们无孔不入，让坂田厌烦。有一次，坂
田正上茅厕，农村的茅厕是没顶的，他无意中
抬头一看，吓得差点掉进茅厕，上空有一架无
人机正对着他拍摄。坂田有点恼火，还能不能
让人正常过日子了？

他找到无人机主人——同村的阿抖。坂
田问，你家那么多棉花没摘，还有空搞这些？
阿抖的棉花地紧挨着坂田家，棉花开了一茬又
一茬，有的拖下老长，下了大雨，开始烂黄。阿
抖举着手机说，无所谓啦，那点棉花能挣几个
钱？我搞几次直播，棉花钱就上来了。

坂田见他这时候还不忘拍摄，转身就走。
村子的土地依旧是原来的土地，村庄却不是原
来的村庄了。

次日，坂田的院子门锁着，外面人头攒动，
熙熙攘攘，一如往常。敲门多次也没开，有人
说坂田出名开始飘了，连邻居都不爱搭理了；
有人开始抱怨坂田说，一出名就忘自己是谁
了，昨天竟然让我还借他的8000块钱，他那么
有钱，还在乎这点钱吗？有说，我跟他说我老
婆病了，让他给点钱看病，他只给了1000块，
真是越有钱越抠门。

坂田把大门也反锁了。他呆呆地从窗子看着
翻墙进院的邻居拍摄他家的鸡。半晌，他对百草
说，生我养我的地方真舍不得啊，可咱必须搬家了。

那天晚上，坂田沉沉睡去。他还不知道，
他家那只下蛋母鸡一夜之间成了网红鸡。

句号
□李洪峰

财政局张局长从不得罪人，对
各单位送来的申请财政资金的报
告，都会爽快地签上“同意”二字，然
后落上大名。有的很快到账，有的
迟迟不到账，这让很多单位的财务
股长百思不得其解。

这天，某局文股长把近年来单
位申请财政资金的报告复印件全部
找出来，反复研究张局长的签字。
一看，没啥区别啊，都是“同意”，下
面签上他的名字，然后是省略写的
日期，而且是按分数模式写的，用的
阿拉伯数字，月在下面，日在上面。
他一笔一笔查验签字时间和到账时
间，有的到账快，有的到账慢，但始
终看不出个所以然。

他决定请财政局支付中心的出
纳小黄妹儿吃饭，要把这事儿搞明
白。小黄乖巧，灵光，办事干脆利
落，尤其对张局长交待的事心领神
会。

那天周末，文股长带了科室的
一名同事，小黄也带了一个同事，四
人在县城一家很有特色的中餐店相
聚。几杯酒下肚后，文股长就进入
正题。

“我有个事搞不明白，想请教妹
子。”文股长说。“哥子，请讲。”小黄
干脆地回答道。

“前段时间，我们单位打的申请
财政资金的报告，你们张局长字也
签了，可怎么还不到账呢？都快一
个月了，我们领导整天催我。我听
说有的很快就到账。我刚接手这项
工作不到半年，还得多向妹子学习
啊。”

“哈哈……”小黄发出爽朗的笑
声，打开了话匣子。“文哥啊文哥，你
这么细心聪明的人都还悟不出来我
们张局长的签字吗？为啥有的快有
的慢，这里面是有讲究的。”

“有啥讲究？”“你是真不懂还是
假不懂？今天也没外人，我就告诉
你，要保密哈。”小黄右手掩嘴，贴近
文股长耳根，俏皮地说了两个字：

“句号。”
声音微小得恰到好处，只有文

股长听到了。他摇头又点头，似懂
非懂地回应了一声：“啥？！”之后，文
股长没再开腔了。“回去仔细看看张
局长的签字，一个标点符号也不要
放过。”小黄生怕文股长没搞明白，
又甩出一句话。

第二天，文股长到办公室，仔细
琢磨小黄说的话。他再把以前张局
长的签字件拿出来仔细看，然后对
照每一笔的到账时间。突然，眼睛
一亮，一拍大腿，惊叹一声：“句号！”

原来，张局长签字有两种模式：
一是“同意”，二是“同意。”凡是第二
种模式的，也就是“同意”后面有句
号的签字，很快就到账，反之就迟迟
不到账。文股长瞬间悟出这两种模
式的背后含义：有句号的应该是立
办，反之就是缓办。

那怎么样才能有句号呢？他打
电话问小黄，小黄在电话里只说了
三个字：“你懂的。”文股长哈哈大
笑。有人说，如果要想到账快，事先
得单独找张局长“研究研究”。

不久，张局长被查，以受贿罪
入狱。

动物伪装选秀赛
□罗朗

名人村
□朱承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