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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整个景区有大小 54 个湖泊相连
接，看湖面上柳叶小舟竞相追逐，
穿着雨衣的人们互相泼着水，情形
十分热闹。但我们想想此举还是
作罢，水仗打得有谁感冒了，也不
到云南红河州的弥勒市，我们
是好玩的。最后选择乘坐电动画
在湖泉生态园住了一晚，这是个集
舫船，花上两个来小时，将天鹅湖、
住宿、会议、餐饮和游乐于一体的
普者黑湖、仙人湖等主要湖面游一
开放式公园。全国各个城市中，与
游吧！然而车至景区外端的双甲
佛同名的，还是很罕见的，因而还
山码头，跑到售票处一看，窗户紧
有“佛城”之称，据说当地不少人都
闭，一张纸条写着类似于“下午无
信佛。早晨起来，我们原定是要去
船，明天趁早”的字样，才下午近 3
锦屏山风景区，瞻仰一下弥勒坐像
时，画舫船就租光了？询问工作人
的。虽然同我们奉化雪窦寺身高
员 ，说 是 游 客 太 多 ，船 确 实 租 光
33 米的弥勒大佛相比，这座 19.9
了。大家兴趣顿失，明早我们还要
米高的弥勒坐像，是不能再称之为
赶到贵州的兴义州参观马岭河大
“世界上最大的布袋僧坐像”了。
峡谷和万峰林呢！怏怏而回的路
但吃早餐时听店家说，佛像眼下正
上，总还得找些事情来做做吧，大
在拆建，要将原来水泥雕塑改成铜
家抽签一般选了个观音洞去钻
铸的。于是我们就径奔文山壮族
钻。可是进了这个已近乎干涸的
苗族自治州的普者黑村了。
溶洞，我发觉基本上像是一个寺
从弥勒到普者黑，也就 200 多
庙，里里外外摆放着各种佛像，称
公里的路程，我们中午 12 时多点
之“观音洞”倒是挺贴切的。不过
就抵达了。云南的六大旅游区块，
大家进去不到一刻钟，都纷纷地转
我就是文山一带没来过，这里有两
了出来。
个著名的旅游景区，普者黑和坝
出洞之后，大家百无聊赖地随
美。先前也看过一些名家的介绍
着人流走动，慢腾腾地看着两边的
性散文，知道“普者黑”是彝族语
风光，一座座窝窝头似的小山，耸
言，意思为“盛满鱼虾的湖泊”，现
立在翠绿色的田野上。路边开始
已成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
凋谢的荷塘，稀稀疏疏的粉红色花
4A 级旅游区，融汇了孤峰、青流、
朵已打不起精神，但有几位在荷塘
幽洞、奇石的灵巧秀丽与江南水乡
边钓鱼的人倒是聚精会神，劲头十
的小桥、流水、人家的古朴神韵，被
足。慢慢地我们竟走到了菜花箐
誉为“云南小桂林”。读过这些文
村，古装玄幻电视连续剧《三生三
章，我脑袋中一直有这么个印象：
世十里桃花》的外景地之一就设在
普者黑是个幽僻的小乡村，低调地
那里。远远望去，一片清澈透明的
隐藏在山水之间，肥沃的土地、清
湖面上有座小岛，上面有几棵桃树
澈的湖水、接天的荷叶，宛如世外
灼灼耀眼。
“三生若梦，十里桃花不
桃源、田园圣境。
见不散；缱绻情深，相思相守不负
然而车进景区的中心，让我大
不忘”。然而，菜花箐村有的是油
惊失色，仿佛世上的游客一时间都
菜花，唯独没有桃花。一位同行的
挤到了这里，已根本不能用“幽静”
兄弟忽然悟道：前段时间此剧热
和“低调”来形容。大街小巷到处
播，许多年轻男女大概是看了电视
是成群结队的游客，排着长队的马
剧，才趁着暑假赶到这里来的吧？
拉观光车也大都坐满客人，一股马
但就在我们走到一草亭旁，刚才还
屎或马尿的异味扑鼻而来；路边停
是天清地朗的晴空，刹那间昏暗一
满了各种私家车辆，来往的汽车不
片，
瓢泼大雨劈头盖脸般打将下来，
时地堵车塞车，似乎也看不到在执
我们赶紧躲进草亭。看这阵雨一时
勤的交警。看来景区的连篇开发
三刻还不会消退，我只得花 10 元
和拓展，只是扛着个“普者黑”的名
钱，向兜售的村民买了件薄薄的塑
头而已了！这儿的天气也特别奇
料雨衣套到身上，倒是团长此时打
怪，本是云开日出、阳光灿烂的天
来手机：下大雨了，你们没淋到吧？
空，转眼间浓云密布、骤雨如注，急
他此时正笃悠悠地在车上休息呢！
促的雨点打得人四处乱跑。我们
有位著名的游记作家，在他的
起先有些茫然地找住宿的地方，但
一篇题为《普者黑的灵魂》的散文
接待的人漫不经心地应付，好像他
中写道：
“ 普者黑，鱼虾生长的地
们有着无穷的客源，开出的房价不
方，更是快乐生长的地方。”人其实
容讨价还价。找了一个多小时，最
是看境遇的，特殊的游客自有专门
后还是把车子开到普者黑村，在
的接待方法，快乐当然也会倍生。
“噼里啪啦”的雨声中，入住一家
但我第一次触摸到了普者黑，说实
“品乡阁”饭庄，开出的 180 元一间
话，真也没有感受到什么快乐的地
价格已是最低的了，而所剩的房间
方。
也刚好容我们这帮人住下。进房
间一看，设施之陈旧让我们无话可
说，出门有时就得将就了。
在“品乡阁”匆匆用过午餐，大
家心急火燎地去乘船游湖。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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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老话讲，
抱（初）吃馒头三口生。经验是靠慢慢积
累的，
事实告诉我，
一碰到数字，
你得打起十二分精神，
一个
数字一个数字地读，观其背后是否有疑惑，再相互对照计
算，有无矛盾之处，真来不得半点马虎，否则你得“吃生
活”。有篇标题是《
“爱跑基金”一年共投入助学款 58200
元》的报道，
校对时，
眼睛在这个数字中停住，
发现报道中的
数字为 52800 元，与标题中的数字不一致，到底哪个数字
是正确的，告知编辑，编辑马上联系记者，时过 23 点，只听
手机声，
不见有人接，
打了大约十来分钟，
这么晚了，
记者可
能已经睡了。我心在想，
这可如何解决？临时换稿，
得有稿
子顶，
再说这篇稿子今日不上版，
就会失去时效性。后编辑
与值班编委商量，
使了个妙招，
标题改为《
“爱跑基金”
一年
共投入助学款近六万元》。真是
“化腐朽为神奇”
，
使自己长
了见识。
那天，省教育厅对 2015 年拟认定 53 所一级幼儿园进
行了公示。
“宁波一共有 11 所幼儿园入选，我地有 2 所，加
上以前的 6 所，目前，我地已有 8 所一级幼儿园。”感觉这
段文字好像有差错，于是，再细细地看了几遍，问题发现
了，文中说的是“拟认定”，也就是说现还处于公示阶段，
没有正式“认定”，我地到目前为止一级幼儿园还是 6 所，
后改为：我地将有 8 所一级幼儿园。真乃一字之差，意义
全变。
一天，一则新闻称，夏天来临，为防台风来袭，某农业
基地新购置了十台 6 寸的强排泵，以备不时之需。看到这
里，对强排泵的计量单位“寸”打起了问号？我曾当过工
人，心想，机器的规格应该为国标，而非我国的“寸”，到底
是“寸”还是
“吋”
呢？编辑打电话给记者，
记者也说不出个
所以然来。于是查
“百度”
，
链接中曾有篇报道，
说是某蛋糕
店样品上标注的都是
“寸”
，
而蛋糕实际用的是英寸。计量
单位 1 英寸等于 2.54 厘米，1 寸约等于 3.33 厘米。如此算
来，
在蛋糕上
“寸”
与
“吋”
差距还是蛮大的。但在强排泵计
算上，6 吋为 15.24 厘米，6 寸为 19.98 厘米，差了 4 厘米多，
似乎都有可能。于是，
编辑考虑后，
就改为
“吋”
。不想，
后
来评报员指出，
这个
“吋”
现大都不用了，
应为
“英寸”
。
有条《夏粮收购开秤》的报道，文中说，今年粮食收储
公司与农户签订订单合同 78 户，早稻订单种植面积 8739
亩，
订单粮食数量 2830 吨。订单 1 万公斤以上农户 75 户，
订单数量 3590 吨。对于以上这段文字，来回看了好几遍，
心想，既然收储公司与农户签订订单合同 78 户，那订单 1
万公斤以上农户 75 户，是否包含在 78 户中，如在内的，那
为何订单数量反而比 78 户的要多？记者的解释是，75 户
的订单数量是 3590 吨，没错，这数量是早稻+小麦。喔！
原来如此，
真是乖乖隆的咚，
但你没说明，
读者就看不懂了，
再说你报道中写的是
“夏粮”
，
与小麦无关，
于是编辑鼠标轻
轻一点，
把
“75 户”
这段删去。
还有一篇报道，说有位老人，屡次乘坐公交车，但不
刷公交卡，那天司机提醒他，他竟然说：
“ 刷什么刷，我需
要付钱吗？”
司机又耐心地解释：
“虽然 60 岁以上老人可免
费乘车，但卡还是要刷的”。看到这里，感觉不对，记得宁
波市老人免费乘车的年龄应该是 70 岁以上，编辑即联系
记者，不料记者说“她问过公交公司的人了，没错”，且非
常肯定。因我姐六十多岁了，平时与我一起乘公交，都刷
一般的公交卡，我即对编辑说：
“一百个错了”。为保险起
见，我又查了“百度”，也是 70 岁以上。于是，编辑又联系
记者，才知搞了个“乌龙”。还好，如果明天见报，那编辑
部的电话估计要被 60-69 岁的老人们打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