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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周专栏

□李开周

当童话
遇到物理

鸟儿 李鸿玮

青春梳理

总编们 □赵瑜
小时候，听单田芳讲《童林传》，童林童大侠跟人

比武，经常使出一种叫做“转大树”的绝招儿。该绝招
儿并不复杂，无非绕着敌人转圈，可是转得非常快，嗖
嗖一圈，嗖嗖一圈，把敌人转得眼花缭乱，感觉四面八
方全是身影，不知道哪个才是真的，这时候童林趁虚
而入，一掌秒杀。

我对这门功夫非常羡慕，学着练，天天绕着我家
院子里那棵桃树飞奔，就像疯了一样。后来读中学，
上了物理课，才知道童林的神功没有科学依据：从物
理学的角度看，童林是在做匀速圆周运动，敌人站在
圆心，把童林当成圆周轨迹上的一个质点，该质点的
移动速度必须达到每秒60米才有可能在敌人眼里
形成“视觉暂留”，而根据离心力公式，当童林达到这
个移动速度的时候，他将承受到30万牛顿以上的离
心力，相当于把几十吨重的石头压到自己身上。所
以童林“转大树”的时候，他的对手根本不用出拳，眼
睁睁看着童大侠自己把自己甩成肉饼就行了。

到少年时代，我不听评书了，改看武侠小说，金
庸先生的《倚天屠龙记》，我百看不厌。当然，《倚天
屠龙记》也没有科学依据，比如男一号张无忌在元大
都万安寺营救六大派高手的时候，居然让大家从十
丈高的塔顶上跳下来，他在地面上等着，等跳塔者快
要接触地面的时候，他赶紧使出乾坤大挪移神功，往
人家腰部横击一掌，“身子向横里平飞出去”，把自由
落体运动变成平抛运动，跳塔者就能安然无恙地落
在地上。但是物理学告诉我们，平抛运动只是在水
平方向上做匀速直线运动，在垂直方向上仍然做自
由落体运动，所以不管张无忌横拍的力度有多大，也
不管众高手横飞的距离有多远，都改变不了他们落
地时的瞬间速度。换句话说，六大派高手最后还是
免不了被活活摔死。

奇怪的是，我们明明知道评书和武侠小说缺乏科
学依据，还是有很多朋友爱听评书、爱看武侠小说。没
错，武侠世界确实不靠谱，可是却很有趣，阅读起来有
快感，还能把自己带进去，借机做一个短暂的、没有科
学依据的白日梦。在做梦的时候，心情是放松的，感觉
是自由的，远离了柴米油盐酱醋茶，走近了琴棋书画诗
酒花。我估计这种心理就像小女生盼着情郎说那句

“爱你一万年”，明知不可能，还是很想听。
武侠世界是男人的童话，“爱你一万年”是女人的童

话，童话给了我们快乐，我们不能跟童话较真，真要较真
就不好玩了。

还以金庸武侠为例，《神雕侠侣》里面的小龙女跳

王总编写散文诗，温和，抒情。
有一次，和王总编一起去书店，我挑书快，看名字，觉得

好玩，买。又闻闻书的纸张，觉得味道好，买。还有更好玩
的，就是，看着一本书沾满了灰尘，无人问津，替那书觉得孤
独，也买了。

我选了一摞书，可王总编一本书也没有选好，他在那里
倒着看一会儿，又正着翻一会儿，又跑到另外一个架子翻一
本同名字的书。过了一会儿，将两本书放在一起，比较一会
儿，又将其中的一本放回原处。然后，才决定了要买的书。

看我选的书，一摞，壮观。他就温和地笑了笑，说，买书
啊，得看书的版本。

我不解，版本？什么个意思，书不都是一样的吗？肯定
是哪本便宜买哪本啊。

我疑惑地问他。他就又将刚才放下的那本书找了出来，
让我看，说，这两本书，是同样的内容，可是，我要买的这个版
本，贵两块钱，可是，这个精装是锁线的，而且是布书籍。而
另一本虽然是精装，却装订得粗糙，这样的书放在架子上久
了，会散开的。所以，还是要买一个好的版本。

看我不懂，王总编又普及了一下版本的好处。说，你现
在买的一些书，过上一两年，你就不想看了，想扔掉。因为你
放在书架上，朋友来看，一看这版本印得太差了，设计得也不
好。这样的书没有审美，终究是不能当作长久伴读物的。

我那时虽然爱买书，但终究是囊中羞涩，只挑便宜的是
一种现实主义精神。哪知，从此被王总编启蒙，几乎就是从

那时开始，在书店里，我也开始比较起版本来。看一下
设计，看一下纸张，看一下印刷的精细度。唯有一个缺
点没有改，我有时候，喜欢闻纸张的味道，有时候会因为
一本书好闻，而买下。

马总编一开始分管我们杂志。大概是写诗的缘故，
他做事的风格简练。

他讲话的风格是这样的：“段海峰这个人，优点还是
比较多的。”正等着他说优点呢，结果，他说完了。

马总编对自己要求高，写诗获了奖，不向我们说。
他后来还是请了我们吃饭，堵住了我们的嘴。
李总编一开始并不分管我们，他负责杂志社的另一

本杂志，叫《流行歌曲》，是的，就是封面很花哨的那种。
李总编是我见过的好人中得分较高的。他的善良

已经超出我们对善良一词的解释。
刚学会电脑打字不久，我常常晚上在办公室加班写

东西，有时候，还想打印出来，带回到住处再看一下，有
无可以修改地方。

可是正在打印，打印机坏了。我那时完全一个电脑
盲啊，只知道点鼠标，点完以后的事情为零。打印机吱
吱地响，纸不出来。卡纸了，可是，我不懂怎么弄啊。就
打电话给李总编，大晚上的，李总编正在吃东西，嘴里一
边咀嚼一边说话，听我说电脑出了故障，放下电话就来
了。修好了打印机，打完了，等完全确认没事了，他才
说，我回去了，饭正好凉了。

他还没有吃完饭呢。
还有一件事，那时候，我们普通编辑都没有手机。

那时候全球通多牛啊，没有郑州市的身份证号码，有钱
你也办不了。怎么办啊，还得找一个郑州市户口的人担
保。这是题外的话。

我们常出差，出差的时候，自然要打电话的啊。怎
么办，借李总编的手机。那时候，杂志社的效益好。

李总编不仅乐意借手机，还会额外赠送大量的叮
嘱。比如在外面吃饭要小心啊，睡觉要小心啊，坐车也
要小心啊等。

三个总编风格截然不同，却都是一等一的文人做
派。

王总编在一次讲话中说：“要在别人背后说好话，他
一定会听到的。这个人如果正好对你有什么坏心思，听
到你的好话，也就放过了。这是多划算的事情啊。”这话
简直是真理了啊，这些年来，我虽然没有完全做到，但
是，常常念起他的这句话。

马总编在我们新入职时的讲话更是被我多次说起，
作为一个杂志的主编，他竟然对我们说：“你们到这个单
位来工作，一定要会玩。”

李总编是我们杂志社最多才多艺的人，他手风琴拉
得好，去卡拉OK，他还会伴舞。王总编和马总编离开
杂志社以后，他做社长总编多年，每天骑着电动车上下
班。

每年春节的时候，我们见面吃饭，吃完饭，我会坐在
李总编的电动车后面，听他说说杂志社的一些事，有些
人的名字，我已经不认识了。有些认识的老人已经离世
了。

是啊，1998年我到时代青年杂志社工作，2002年
我离开，一转眼，已经十二年了。

崖以后，杨过苦苦等她十六年，多美好的童话啊！您要是考虑
科学依据，那铁定破坏美好：小龙女跳崖时没有携带可供换洗
的备用衣服，是吧？十六年以后她跟杨过重逢，一身白衫竟然
完好，您见过哪个牌子的女装这么耐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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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咨询

●注册各类公司13526626508
●低价快办公司15729360056
●QS生产许可●环评63910208
●记账工商年检15324983336
●代办公司15516941095
●免费注册公司代账63569525
●记账注册公司13937186845
●QS●生产许可证56789370
●QS生产许可●企标88882363
●税务代理公司注册62003777
●超低快办医疗器械房地产

增值税工商记账60325011
●工商@资质@安全86187633
●工商税务专家13937109360
●免费注册公司记账63290028
●工商注册王13253362163
●投资金融服务资产管理专

办低快注册公司13333869335
●免费注册公司代账86101878
●超低快办公司15517559996
●专办投资公司13523058713
●免费注册公司13071035003
●专办投资公司、资产管理、

金融服务、价低13140015678
●代办投资公司注册88888145
●办公司增值税代理记账出

口退税税务疑难13253513887
●医疗器械工商13838389446
●专办医疗器械资质65740123
●金融投资资产公司66364166
●低价注册公司代账86107188
●专办咨询医疗器械资质，小

公司代理记帐13592684668
●免费注册各类公司61350555
●专办投资房产公司65251888
●免费注册公司13253553330
●免费注册公司15136237356

“专办■投资”
资产68268888
“专办二升一”
房建●园林●水利55657770
市政●公路●装饰55657771
机电●房地产●钢构55657772
直办房建二级●一级55657773
行业龙头，专业保障！

“专业办资质”
代办全省各类资质申办升级

三级升二级，二级升一级

房建●市政●水利：66206288
公路●机电●矿山：66282988
机电●电力●钢构：66210688
装饰●防水●防腐：55828213
管道●照明●劳务：55828373
房产●园林●物业：55828353
成功率100%，不成退款！

“资质■升级”
房建●市政●机电55511941
水利●公路●钢构55511942
电力●照明●装饰55511943
各类资质●二升一55511945
11年服务，成功率超高！

“资质★快办”
全省各地资质申办升级增项

三级升二级，二级升一级

房建★市政★公路：66039766
矿山★水利★机电：66039877
钢构★桩基★环保：66039788
装饰★防水★防腐：66285267
机电★电力★通信：66283267
管道★照明★劳务：66285276
送变电★智能化：66283276
房地产★物业★园林：66039788
成功率100%，不成退款！

《资质快办》
房地产▲物业▲医疗▲劳务

▲注册公司●快15538198615
【资质■速办】

13253605791
省内■资质：86680181
资质■升级：86680190
真诚服务！不成退款！

■资质快办■
快办施工类建筑资质53761941
建筑一体化资质专办53761942

■地市专办■
房建●市政●公路63698266
水利●机电●矿山63863366
钢构●照明●门窗63512977
防腐●防水●环保63610399
房地产●园林●物业63858899
土石方●地基●管道86172662
劳务分包●安全证 86172660
■省内资质■
省内建筑资质证专办53761967
安全生产许可证专办53789626
建筑类资质升级专办53789627
●工商代办●
工商执照快办86172660
大额增资快办86172662
电力资质特办
承装●承修●承试86099688
机电●送变电工程86099988
园林资质特办
专办各类工程资质总承包专

业承包、垃圾清运63819190
专办生产企业
环评●工商86560456

资质专办
专办各类资质13525580038
快办二升一，电监会63333499
【总承包快办】
房建◆水利◆矿山86099688
市政◆公路◆通信86099988
钢构◆消防◆电力86099088
机电◆照明◆环保86099188
装饰幕墙◆智能化86099288
14年真诚服务！

部厅●二升一
房建●机电●矿山63838000
公路●钢构●装饰63830333
市政●通信●电力63617399
园林●水利●环保63697099
14年真诚服务！

金融服务投资
专办66060656

分类信息栏目
分别在A36、38、39、40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