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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你的青春是暖暖的

◎作者：九

序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不像网络写手的网文
作者。 九序是一个很特
别 的 作 者 ，非 常 有 灵 性 ，
擅写青春校园文章

★不像 网 文 的 网 络 红
文。 散文化的风格，文笔
灵 动 ，人 物 真 实 ，充 满 文
艺格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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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连胤愕然。
他怔怔地看着她， 一颗心又汹
涌又迷茫，说不出是什么感觉，总觉
得她吃错药了， 才会说出要写检讨
书的话，这是要记大过的。
表面上风平浪静的校园， 底下
其实波涛汹涌， 在校学生每个人只
有两次大过的机会， 要是被记了大
过，就等于有了污点，走到哪都要被
同学嘲笑。
然而赫连尹的退让并没有换来
海阔天空， 恐龙不肯罢休， 板着脸
说：“
不行，这事非同小可，我必须跟
你父母谈。 ”
赫连尹脸色惨白， 恐龙又说：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如果当时你没
有换班的念头， 不就不会发生这样
的事了吗？电话报来，我要跟你父母
说明这个情况。 ”
在老师看来， 要求写检讨的孩
子都是因为心虚， 就跟小偷偷了东
西被捉获一样， 被抓到了就跪地求
饶说是第一次，请求从轻发落。而要
是没抓到，他们绝对不会自首，并且
心安理得地享受着不属于自己的劳

动成果。
六班年年拿第一， 要不是因为
赫连胤家世显赫， 也排不进这样优
秀的班级， 多少父母送礼都挤不进
这个好班级，而赫连胤却不懂珍惜，
把难能可贵的学习机会拱手让人。
赫连胤分的是好班， 而赫连尹分的
是差班，于是恐龙断定，是赫连尹私
下撺掇赫连胤换班的， 她连尊师重
道都不懂，还想留在六班，简直是笑
话！
作为一个严格的教师， 恐龙是
绝对不会纵容这种错误的。
赫连尹低头沉默。
这是她第一次面对老师的责
骂，小小而紧张的心脏颤抖着，有些
呼吸不顺。
她既不想得罪老师， 又不想哥
哥生气，怎么样才能让事情圆满呢？
思来想去不得要领， 只得抿着唇不
语。
“
我再问你一次，你家里的电话
是多少？ ”恐龙冷声追问。
赫连尹似乎打算不再开口，面
无表情地看着地面，权当没有听见，

倔强地坚持着。
恐龙见状，更是怒意难平，指着
赫连尹破口大骂：“你还有没有把老
师放在眼里？电话是多少？你今天要
是不说出来， 明天就不用来上课
了！ ”
言下之意，竟是要休她的学。
书架旁的赫连胤微微皱眉，赫
连尹没有察觉，垂着头不听不闻。
“
你真是够厉害的啊？换班还不
算，现在还公然挑衅老师，真不知道
你父母怎么教你的， 一点教养都没
有……”
恐龙越骂越难听， 没惹怒赫连
尹，倒是惹怒了赫连胤，只见他扭了
头，妖邪的眸底没有一丝温度，冷不
防说了句——
—
“
你说谁没有教养？ ”他冷冷看
着恐龙，眼眸深处透着骇人的寒意。
气温忽然降了下来。
窗外下起了大雨，天雷滚滚，噼
里啪啦地敲打着玻璃窗。
少年走来， 慢慢拿起恐龙桌上
的试卷，在恐龙错愕的目光中，他美
丽的手指一动， 试卷就被撕成了一

框架效应

思维的精进

◎刘sir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高

效 人 生 修 炼 手
册——
—高 效 的 时 间 管 理
技 巧 ，让 我 们 掌 握 时 间 ，
让时光不要匆匆溜走

★有 效 搞 定 人 际 关 系 的
策略， 让我们在形形色
色的人中游刃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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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只不过是在提醒我们，
应该反省一下自己之前处理问题的
方法。 所以， 我们在思考问题的时
候，要有系统和全局观念，不要解决
了一个问题， 继而制造了更多的问
题。一定要确保，你是真正地解决了
问题，而不是转移了问题。
四、打破“我就是我的职位”的
局限
我们接受的教育一直在强调忠
于职守， 所以我们总是把自己的工
作等同于自己的身份。 20世纪80
年代初， 美国一家大型钢铁公司准
备为被裁员的职工提供培训， 以帮
助他们找新的工作。 然而， 事与愿
违，工人们对此兴趣不大，宁愿打零
工。心理学家便去调查，想找出问题
的原因。结果发现，这些钢铁厂职工
遭受了严重的身份认同危机。 工人
们说：“我还能做什么呢？ 我就是个
机修工。 ”
原来， 他们总是把自己的责任

限定在自己的职位界限之内。
当人们只关注自己的职位时，
他们不但局限了自我的发展， 还会
缺乏责任感， 因为他们只想做好自
己的分内工作。
美国一家汽车公司曾经拆过一
辆日本进口汽车， 想知道为什么日
本人能以低廉的成本做到高度的精
密性和可靠性。结果他们发现，那辆
车的发动机缸体上有三处都用了同
一种标准的螺栓。 每一处螺栓都固
定了一个不同种类的部件。 而在美
国车上， 这三处组装需要三种不同
的螺栓，这使得组装工作速度更慢、
成本更高。 美国人为什么要用三种
不同的螺栓呢？ 因为底特律的设计
公司有三组工程师， 每一组只对他
们自己的部件负责。 而日本汽车设
计团队只有一个总设计师， 整个发
动机的组装程序都由他负责。 讽刺
的是， 每一组美国工程师都认为自
己的工作很成功， 因为他们的螺栓

和组装都一样好用。所以，一定要打
破“我就是我的职位”这种观念的束
缚，你才能走得更远。
五、利用好思维的误区，也可以
给你带来帮助
在营销学上有一个经典案例：
街道两边各有一家粥店， 生意
都很红火，客流量差不多。 然而，晚
上结算的时候， 左边这家的销售额
总是比右边那家多出不少。于是，右
边的粥店的老板找了一个市场调查
员来找出原因。 调查员先来到右边
的粥店。从进门到点餐，服务体验都
加
很好。点完餐之后，服务员问他：“
不加鸡蛋？ ”调查员说加。 服务员便
给他加了一个鸡蛋。 每进来一个顾
客， 服务员都要问一句：“加不加鸡
蛋？”有说加的，也有说不加的，大概
各占一半。
调查员又走进左边的粥店。 服
务员问他：“加一个鸡蛋还是加两个
鸡蛋？ ”调查员笑了，说：“加一个。 ”

三国谍影2：雾锁荆州

◎作者：何

慕

江苏人民出版社
★谁谋杀了关羽？国内首
部大格局古代谍战小说
系列第2部， 再现关羽大
意失荆州的历史细节
★三国版《伪装者》，讲述
《三国演义》 忽略的情报
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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沓碎纸，而后一抛，零碎的纸张纷纷
坠落。
满地都是白色的碎纸。
他踩上去，微微低头，笑容恣意
张扬：“
恐龙，你刚才说谁没有教养，
你再说一次？ ”
他故意激怒她。
果然，恐龙脸色难看，厉声道：
“你刚才说什么？ ”
这个外号她从来没有承认过，
这是讨厌她的学生取的， 对她来说
是一种羞辱，亦是种伤害。
赫连尹闻言一怔。
这才如梦初醒般抬起头， 眸底
就像荒凉的沙漠，映着美丽的少年，
少年眼尾一挑，明明冷眉竖眼，却妖
娆得惊艳万里山河。
这便是与生俱来的吧， 无论作
何表情， 眉心的妖意总能在第一时
间怒放，沁入人的脾脏，让人想恨都
恨不起来。
他站在恐龙跟前， 绝色面容略
带讽刺：“刚才谁说我妹妹没有教
养，我说的就是谁！ ”
（精彩下期继续……）

诸葛瑾道：“只查一条线， 蜀地
连弩。 不管行刺的幕后主使是江东
系也好，是关羽也罢，我们顺着连弩
一查便知。 ”
“可是查索连弩， 要到蜀地去
……”
“主公已经命我出使荆州，明日
就可启程。”诸葛瑾道，“关羽天下名
将，在荆州陈兵十年，吴侯早已视之
为心腹大患。刘备在汉中大胜，蜀军
气势正高， 如果这次刺杀甘宁是关
羽所为，说不定，他会趁我们与曹操
在合肥鏖战， 出兵夺回湘水以东的
荆州三郡。 这次出使，名为提亲，实
则是试探下关羽的口风， 并查证甘
宁遇刺一案。 ”
虞青这才明白， 诸葛瑾夤夜前
来，跟她谈了这么多，其实是在考量
这次出使荆州要不要带上她。 如果
刚才她回答得稍有私心， 应该就是
另一番安排了。回过神来，虞青突然
意识到，诸葛瑾的话里有一个问题，
她抬头问道：“
提亲？ 不知道是什么
亲事？ ”
“吴侯要为公子孙登向关羽的
女儿关凤求亲。 ”

后面进来的顾客， 爱吃鸡蛋就要求
加两个，不爱吃的就要求加一个。也
有要求不加的， 但是很少。 一天下
来， 左边这家粥店就要比右边这家
店多卖出很多个鸡蛋。
同样的粥店，同样的服务，不一
样的提问方式， 却赢得了不一样的
价值。销售不仅仅是方法问题，更多
的是对消费者心理的理解。
这在心理学上叫作“框架效
应”。 语言的框定，可以改变人们的
认知。 一个手术如果说成活率有
68%，很多人就会去做。 但是如果说
死亡率有32%， 奇怪的是愿意去做
手术的人反而会减少。 但从本质上
来说，这两种情况是一回事。只是措
辞变了一下， 却得到了截然相反的
答案。这就是语言的框定，这是我们
在认识事物时创建的一种心理结
构，通过改变措辞，我们改变了看待
和理解事物的方式。
（精彩下期继续……）

江东往事
“这合适吗？ ”虞青忍不住问道。
“合适不合适，不是需要我们去
琢磨的。此行的目的，主要是探听关
羽虚实，亲事成不成，倒是其次。 这
次出使除了要你护卫， 还要带上贾
逸。 ”
“贾逸？ 贾逸这个人可是……”
“虽然不能信任他，但这是孙郡
主的意思，吴侯也同意了。解烦营就
是一把刀，握刀的人往哪里挥，你们
就往哪里砍。 往日的仇怨如果与今
日的利益无关，能放下就放下。 ”诸
葛瑾道。
“如果我放不下呢？ ”虞青默然
道。
“放不下也要放下。 ”诸葛瑾顿
了顿，“
不过老夫也素来厌恶朝秦暮
楚之徒，如果在荆州境内，他被蜀人
所杀，倒不能说你处事不当。 ”
虞青默不作声， 握紧了腰间的
佩剑。
贾逸躺在崭新的竹榻之上，嗅
着竹席的清香， 伴着窗外吹来的阵
阵凉风，却全然没有放松的心情。
这里的条件， 确实比下榻的那

家客栈还要好上几分。 能享受这种
待遇，自然是托了孙尚香的福。
对于孙尚香， 贾逸还是很熟悉
的。建安十三年，刘备为了巩固与孙
权的联盟，迎娶了孙尚香为妻。不过
据说两人成婚之后，关系并不好，最
后闹到分城而居。其间，孙刘两家更
是因为荆州之地，发生了数次冲突。
于是两年后，趁着刘备入蜀的时机，
孙权又派人迎回了孙尚香。
孙尚香回来五个月后， 在孙权
的授意下组建解烦营。同年，指挥解
烦营在庐江南渡、濡须之战、皖城之
战等战役中大放光彩，与进奏曹、军
议司齐名天下。但在三年前，孙尚香
却突然退位，解烦营也分为两部，由
胡综和徐详分别任左右两部都督。
卸任后的孙尚香一改常态， 平时出
城渔猎，踏青赏景，并不参与军政要
事。自己一个叛逃而来的人，能得到
她的举荐进入解烦营，实属不易。不
用说，是寒蝉活动的结果。
寒蝉的影响力， 能达到这种地
步，贾逸并不觉得奇怪。作为一个延
续了九百年的隐秘组织， 若没有这
种影响力，才会让人觉得奇怪。只不

过，这些隶属于寒蝉的世家，恐怕除
了家主，都不知道寒蝉的存在。 就连
孙尚香，不管出于何种利益交换，将
贾逸纳入荫庇， 都不会知道贾逸的
真实身份。
想到此， 贾逸不禁生出一丝惆
怅。 当初在进奏曹之时，自以为干练
果断，机敏过人，一心想飞黄腾达，
官居高位之后，向司马懿报仇。 到头
来却发现自己的父亲， 很可能真是
个贪官。 是的，就算是为了汉帝而贪
腐，贪腐的钱都用来私筹军械了，但
那又如何？ 那就不算贪官了吗？
在许都之时，自己加入寒蝉，倒
不是出于对寒蝉理念的认同， 更是
出于先活下来的权宜之计。 贾逸没
有想到的是， 寒蝉竟然把他安插到
解烦营内，当作了一枚暗桩。 既然已
成为寒蝉的暗桩，理应将身份、任务
之类的事情交代清楚，以便行事。 现
在倒好，已经进入解烦营月余，贾逸
还没有接触过寒蝉的人。 寒蝉似乎
把他丢进解烦营之后， 就把他给忘
了。 接下来，要如何做，才能确保寒
蝉的利益不受损害？
（精彩下期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