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国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曾说：生活
中的所有事情，都像落在荒漠表面的血一
样浅薄，会悄然逝去而不留痕迹。而她笔
下的侦探波洛，却擅长在“无痕”之中寻找
蛛丝马迹。本周推介的佳片就改编自阿加
莎的悬疑代表作《东方快车谋杀案》。

封闭车厢里的12名乘客，每个人都有
嫌疑，凶手就在他们之中。1883年，一辆
法国豪华列车从巴黎出发，开启“东方快
车”的传奇。它是世界上第一列横穿欧洲
的洲际列车，穿越7个不同国度，经巴黎、
慕尼黑、维也纳、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
尔维亚，最后到达伊斯坦布尔。在影片故
事发生的1930年代，东方快车以提供奢华

服务而享负盛
名；各国皇室、
贵族、外交家、
商人纷至沓来，
乘客非富即贵。

1929年，刚
结束第一段婚姻

不久的阿加莎·克里斯蒂，只身乘坐东方快车
横穿欧洲，远赴中东散心。这段游历成为她
的创作源泉，几年后，推理小说最负盛名的作
品之一——《东方快车谋杀案》诞生，阿加莎
延续了她小说内容皆取自现实的特点。故事
灵感源自一起真实案件，林德伯格绑架案。
《东方快车谋杀案》的主角赫尔

克里·波洛，是一名讲法语的比利时
侦探。1920年，阿加莎第一本侦探
小说《斯泰尔斯庄园奇案》在被多次
退稿后终于问世，标志着一代神探
波洛的诞生。此后波洛陆续出现在
34部长篇小说和55篇短篇故事中，
直至在1975年的《帷幕》中去世。

2017年上映的《东方快车谋杀案》，是这部
同名小说第三次被搬上大银幕，阵容可谓群星
云集。被誉为“全才”的英国导演、演员肯尼
思·布拉纳导演并主演大侦探波洛。瑞典保
姆这一角色由曾获奥斯卡最佳女配角的佩内
洛普·克鲁兹饰演。沙俄公主这一角色，则由
《007》的M夫人朱迪·丹奇饰演。还有观众
非常熟悉的杰克船长约翰尼·德普。
就让我们登上这列著名的东方快车，跟随神

探波洛的脚步，探寻这桩留名影史的经典悬案！
2月19日22:19CCTV—6电影频道与您

相约《东方快车谋杀案》，2月20日15:47“佳片

有约”周日影评版精彩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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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快车谋杀案》：
留名影史的经典悬案

何映晖

自2021年8月就有国家批准在世界最
大的数字平台之一——某公司的元宇宙
平台上设立大使馆。10月，又有社交媒
体巨头更名，从而正式进军元宇宙。实
际上，业内人士认为，元宇宙就是下一代
互联网。

据行家说，接下来全球要发生几个重
要改变，先是全球各地的人通过互联网建
立的联系更加紧密，从意识形态到消费习
惯，再到审美喜好，有可能进一步同质
化。在人工智能完美滤镜的帮助下，虚拟
世界的全球化将进一步加深……越来越
与服饰密不可分。

还有行家说，这就好像地球上有一批
人去了火星。想来是很神秘的，似乎比神
话中的世界还不可捉摸。但是，这是现
实，别管虚拟还是别的什么形式，互联网
的必然发展，肯定为我们带来一个个虚拟
的真实世界。

说元宇宙中的服饰，可以先从服饰流
行的几种传统形式说起。原始社会时是
从水路边向内陆传进新的服饰风格，因为
水路边会有船过，带来一些外地人的形象
信息。封建社会时是从宫廷传至富户，继
而从首都传至各地，所谓“时世妆，时世
妆，出自城中传四方”（白居易诗句）和“城
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

方且半额。城中好广袖，四方全匹帛。”
（《后汉书·马援传》记）说的就是这种流
向。而城中呢，又是从皇宫，甚至是最高
统治者来的。中国《韩非子》一书中有一
则寓言，说齐桓公好服紫，于是举国服紫，
紫衣甚贵。齐桓公很懊恼，便听从管仲的
建言，逢人便说“吾恶紫”，并不再服紫，结
果当天宫中人便不再服紫，第二天城里人
弃紫，第三天国内竟无人再穿紫衣了。英
国乔治国王和玛丽王后也曾
引起这样的效应，过程相同。

近代的时装源头已经多
样，因为有了更多的传播渠道，画报、电影
乃至当代的电视。互联网时代大大推进
了流行的速度并扩大了范围。不过，这
种流行的风格已不是单一的，不会因某
个名演员，某位服装设计大师的作品而
引得全世界的效仿。同时，互联网时代
的流行也不一定会引领多长时间，有一
些转瞬即逝，如小花衣裙；有一些反复兴
起，如波西米亚；有一些会慢慢“发酵”，

如七分裤和矮腰袜。而且，多新潮的样式
和穿法都不一定会打动大多数人的心，如
2021年的“无下装”，它始终流行在小众中，
得不到大众的认可。

那么，元宇宙中的服饰流行呢？虽然目
前还未形成非常成型的体验方式，但还是能
从中看出一些与第一代互联网的区别。例
如当前社交媒体上是平面的，某名人穿出一
件什么奇特的服饰，如V字型下端到腰，可以

有人效仿，可以有人指责，也许会
引起流行，也许会影响穿着者的名
誉，总之都是根据几张照片。可是

元宇宙却会发生时空性的变化，许多不相识
的人参与议论，年龄段和职业身份都不受限
制，人数会成倍增加，各方面会呈现一种多
维的、立体的、叠加的，不是乘法而是方程式
般的增加。当然，这还是全球中极少部分对
此感兴趣的人。

议论之后呢？会产生许多意想不到的
结果，不一定和原型有因果关系。例如现在
某元宇宙平台上创建出很多人物，只有上半

身，倒也都活灵活现的。哪个正常已无从谈
起，哪件衣服穿着方式更美，也集中不起来。
每一个人只是一个虚拟模块，每一种服饰风
格也仿佛在云雾间。一旦流行起来，流行的
样式也成为多点位的，谁也不必认识谁，谁也
不必考虑谁，好多不相识的人因为某一种穿
着或某一种样式所引起的所谓流行，早已看
不到源头的痕迹，也不知未来走向，可能会在
现实社会中火爆一时，但终究不知所以。毕
竟，元宇宙的虚拟成分更重。

有人大胆推测，这些去了火星的人，最初
还依赖地球，以后会和地球上的人慢慢疏远，
甚至逐渐脱离，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知道服饰
流行会怎样了，还用设计吗？还有质材吗？
全是虚拟的？如果我们现在认为元宇宙太过
虚无和不可信，那就是我们太过迂腐了。将
来，无论元宇宙是否行得通，但互联网肯定会
发展下去的，服饰也是与人类密不可分的。
所以，我们不必过早紧张，也不能置若罔闻。
早些年谁会相信电脑设计、手机购衣、电商满
天下呢？如今我们不是正在其中吗？

只要有人类，就会有服饰。只要互联网
发展，就不知以后形成怎样的服饰流行渠
道。我们应该积极地看待，服饰流行是人类
社会的必然现象，而科技的进步也是势不可
当。元宇宙？下一代互联网？想来这是一
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值得我们期待和参与。

元宇宙中的服饰
华梅

如果和立春的丰富内涵比较起来，雨水，二十四节气的第二个，就
显得相对没有性格，存在感较弱。其实也不然，细想想，每一个节气都
有故事，每个节气的背影里，都能让人想起不同年份的不同生活场景。
说起“雨水”这个湿漉漉的名字，就好像雨水真的就淅淅沥沥地下了起
来，把想到的每一个场景都淋湿了。

立春的时候，春天还太寒冷，到了雨水，春天又深了一层。虽然这
个时节北方仍然可能下雪，但冰河开始融化，大地从坚硬变得湿润，降
水总量增多。对于中国这样的农业大国，雨水时节正是小春管理、大春
备耕的关键时期，民谚“春雨贵如油”说的就是这个意思。雨水那天，太
阳到达黄经330度，在公历的2月18到20日之间，农历还在正月里，也
可能还不到正月十五，也可能元宵节过了不久，年味儿渐散，春意渐浓。

这时北方还是寒凝的日子，南方也仍然湿冷，日子悄悄过着，东风解
冻，冰雪散而为水，再成为雨。就算天上不下雨，动物植物和整个世界，
也在暗暗地使劲儿，在春来的天地里，再坚
硬的冰和泥土，也都会融化在暖意里。
看看雨水节气的这三候吧。一候水獭

祭鱼，说的是雨水节气冰块融化，人们吃开
江鱼了，水獭这种动物也开始捕鱼了。水
獭是很贪婪的，也可以说很有计划性，它们
从来不满足于捕捉到一条鱼就开始吃，它
们喜欢把鱼咬死后放到岸边，然后马上接
着再去捕鱼，毫不停歇地继续，把捕获的鱼
放在岸边依次排列，像是祭祀似的壮观，这
就是“獭祭鱼”。这样的场面现在很少能看
到了，雨水节气虽然到了“七九河开”之时，
但有的年头儿，这时的河冰仍然很坚硬。
二十四节气也有不够严谨和精确量化的地
方，每个节气的三候其实也很随意，不那么
系统。世间万事万物，那么多动物，单说水
獭捕鱼，虽然很有特点，代表性好像也不足
够，可以说的太多了。
二候鸿雁来，雨水节气五日后，大雁开

始从南方飞回北方，和“八九雁来”的时间
基本吻合，白居易有“风帆白浪花千片，雁
过青天字一行”的诗句，壮美辽阔，雁归来
一直是种美好的意象，现在能看到一字排
开的大雁齐齐飞回来的场面，也已经很少
了，我觉得好像多年没有看到了。在人们
的内心里，有对生态的依恋和对旧时光的
缅怀，大雁如果不能排成一字形，排成人字
形也可以，雨水二候，人们等待大雁归来。
三候草木萌动，雨水节气的最后五天，

已经进入了公历的三月，冰冷的世界总会复苏，雨水怎么着也会下起
来。草木随着阳气的上腾而开始抽出嫩芽，而很多好看的花也都开了。

古诗真是好东西，唐诗宋词就是那个时代的摄录机，如果没有那些
好诗，人类那些细末的情感和发现又该怎样记录下来呢？雨水时节的
雨，降雨量级多以小雨或毛毛细雨为主，但足以润湿土地，就是韩愈“天
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那种样子，草木萌动，没有雨不行，人们
行走在春雨里，内心也能润如酥。雨水的后几天，即使是北方也已经可
能有“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新的一年，在杏花雨和杨柳风
里，什么都可以开始。这是宋朝的僧人志南的句子，僧人也能写出这样
唯美的语言，在春天里，一切皆有可能。诗里说着雨，这就说到了杏花。

雨水节气的花信风的第二候就是杏花，唐诗宋词不只是写牡丹和
玫瑰，能把百花写尽，而写杏花的诗很是不少。有成语桃杏争春，其实
论起诗，写杏花的名句也未必比桃花少，比如陆游的句子“小楼一夜听
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再说雨水节气花信风的另外两候，第一候是菜花，第三候是李花。
菜花和李花，好像在古诗里被关注的都不算太多。最近这些年，菜花变
得强势，菜花可不是吃的蔬菜，菜花就是著名的油菜花，笔直丛生，花瓣十
字形围着花蕊，盛开之时黄橙橙的，有黄有绿，一望无际。著名的盛开油菜
花的地方，比如江西婺源、比如青海门源，人们趋之若鹜，要拍摄一张人站
在油菜花海里的照片。而这些地方的油菜花显然开不了那么早，早春的
油菜花在云南罗平等地有，在北方是绝不可能在雨水节气看到油菜花
的。乾隆皇帝写油菜花的诗写得不错，“黄萼裳裳绿叶稠，千村欣卜榨
新油，爱他生计资民用，不是闲花野草流”。
李花有点像樱花，当然也有点像桃花，花蕊清清浅浅，像樱花一样有

花梗。这么多春来的花花草草一片绚烂，人们傻傻分不清。吕洞宾写有
“二月江南山水路，李花零落春无主”，李花的花期很短。秦观有：“小园
几许，收尽春光。有桃花红，李花白，菜花黄”的句子。时候尚早，桃花是
下一个节气惊蛰的初候花信风，李花其实在雨水节气也未必开得了，节
气候应和花信的说法，也都是很早年间的事，几百上千年来，气候也在慢
慢变化，何况中国又那么大。但哪怕李花不在雨水开，桃花也不在惊蛰
开，接下来春时的节气里，还有春分、清明、谷雨，百花任开，春光任采。
天津的雨水节气，早晚温差很大，大多数年份的这时，海河解冻了，

如果有雨水下到海河里，也细密无声。
诗圣杜甫说“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尔雅》有“冬为安宁，春为

发生”之句，“发生”的本意就是生长，如果没有太阳和水，又怎么能生长
呢？雨水节气，雨水落下，万物发生。

雨
水
落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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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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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杨
仲
凯

读写随感
（一）

读书育人百年计，漫览深思可得珠。

史籍经典堪修炼，腹有文章气自殊。

（二）
骄阳窗下独吟哦，诗入佳境妙语多。

眼界大开心胸畅，碧空雁叫助吾歌。

（三）
读写一体相兼容，源流互鋻益添英。

孜孜以求情无限，品高艺笃乐融融。

偶成
漫漫人生路，荆棘丛中行。

功利淡如水，升沉若浮萍。

赏花心唯静，读诗借月明。

晨昏郊野踱，晴霄看飞鸿。

跳出嚣尘外，闲适得康宁。

冰上运动是天津非常盛行的冬季
体育运动项目。每年冬季，在水上公
园、北宁公园、西沽公园、海河和第二
工人文化宫等滑冰场，随处可见潇洒
自如、轻如飞燕、自由穿行的滑冰爱好
者，有着优美动作的滑行队伍形成冬
季天津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上世纪
50—80年代，每年冬季，以南开大学、
天津纺织工业学院、天津大学、天津体育学
院、天津师范学院等高校为代表的冰球队，
经常联合天津拖拉机厂、天津起重设备厂
和天津轴承厂等企业冰球队，组织市级冰
球比赛。每年比赛各队之间竞争非常激
烈，咬牙交错、难解难分、互有胜负，都能吸
引大量观众前来观看。这种冰球比赛持续
火爆，参赛单位数量蔚为可观，比赛水平也
相当高。在此种情况下，天津冰球界急需
了解东北地区冰球发展的水平和状况。

1971年 12月 20日，西沽公园管理方
特邀请吉林、哈尔滨和齐齐哈尔冰球队访
问天津。比赛主场就在西沽公园冰球
场。这三支冰球队的来访，让天津冰球界
和天津市民真正了解和见证了东北冰球
队的实力和水平，意识到天津与前述三省
市在冰球运动实力上还存在差距。在一
个多星期的比赛中，他们以全胜的战绩战

胜天津各路劲旅和天津联合冰球队，基本在
第一局和第二局就以大比分领先，第三局以
替补阵容与天津各支球队进行友谊比赛，比
赛结果一般都超出4球以上。在滑冰技术、
球杆技术、体能、战术配合和各项基本功方
面，当时的天津各冰球队都落后于吉林、哈
尔滨和齐齐哈尔冰球队。

主客观原因有很多。当时，国
家把发展冰上运动的重点放在了
东三省，后者得到大量人力与物力
的支持；天津冬季时间变短和气候
变暖，造成本地滑冰人数下滑；由
于天津滑冰界“孤岛效应”，无法形成国家顶
级赛事平台，引进不了高水平队伍的加盟，竞
技水平停滞不前，也在情理之中；这也造就天
津冰上运动向着群众性、业余性和娱乐性方
向发展。总体来说，当时天津冰球界落后于
东北三省市，是可以理解的。但通过冰球比
赛结下的友谊，却令双方球员倍感珍惜。

1984年1月初，香港冰上运动总会
代表团来到天津，首先与天津大学冰球
队交锋，香港队以2：12败下阵来。在接
下来的几场比赛中，天津大学冰球队都
以大比分获胜。在随后一个星期的访问
期间，香港的冰球队还与南开大学、天津
拖拉机厂等多支冰球队进行了比赛和交

流，大都以大比分失利，但他们不放弃、不气
馁，相互鼓励完成好每一次比赛的职业冰球
队素养，赢得天津冰球界和天津市民的掌声
与鼓励。从天津冰球界来讲，收获了尊重对
手、敢打敢拼和勇于胜利的信心，积累了冰球
比赛经验，促进了友谊，为以后的文化交流打

下基础。天津与香港的冰球比
赛，丰富了天津市民的文化生活，
提高了市民对冰球比赛的欣赏水
平和鉴赏力；此项比赛吸引更多
天津青少年勇敢地走向冰场，穿
上冰鞋，拿起冰球杆进行冰球练

习和冰球比赛，为在全市推广冰球运动起到
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通过这个赛事平台，在香
港和天津之间架起一座文化交流的桥梁，不
仅让香港市民了解天津、知晓天津，而且也向
大众展示了天津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风土人
情，展示天津改革开放的决心，对于当时的城
市形象推广和招商引资都有积极意义。

天津百年冰上运动（九）

冰球凝结友谊
邱晓德

周末
文丛

书
法

刘
天
亮

二十四节气漫谈

诗二首
张峻屹

华说华服

李桂林不由得晃晃脑袋，以使
自己听力——或者是智力——回
复正常：你到底是走，还是不走？

在他问号的生根处，时间像
是卡住了，好一会儿才挣扎出
来。不光坐姿，就连语音，陆建芬
也和先前一模一样：走，但不是今天。

李桂林愈发糊涂了：不会是昨天
酒喝多了吧？啥时候走，能不能来句
实在的？陆建芬的表情没有一个词语
可以对应：我的确是喝多了你的迷魂
汤，要不然，直升机也别想把我们娘儿
俩拉上来。你要我来句实在的，那我
现在就告诉你，哪天想走我哪天走。

这天儿没法再往下聊，李桂林起身
去了屋外。不到半分钟他又回来了，手上
多出一把笤帚。屋里到处是蜘蛛网，网上
挂了灰，头天进屋时，陆建芬就被撞了一
脸网丝一鼻子灰。要说李桂林的眼力见
儿陆建芬还是满意的。见他拿着笤帚清
网除灰，一会儿套蝉般屏住呼吸，一会儿
猴子般跳起摸高，她既心酸又心疼。李桂
林个头不算矮，勾结阿木家的房子也不
高，但笤帚是光秃秃的半残品，门后墙
角一张网，他试了几下也没够着。李桂
林一次比一次跳得高，蜘蛛网终于被清
剿掉了，但地面坑坑洼洼，他着地时脚
没踩稳，屁股杵在地上，痛出哎哟一声。

陆建芬眼里又噙满了泪。不过这
次，她的泪是笑的表情。

拍拍屁股李桂林又忙开了。回填
鼠洞，昨晚只完成二分之一。被掏空的墙

根很难填满填结实，他能做的是将土回填
后拿木棍往里杵，用石头把洞口夯实。他
这么做的时候，李威在另一个墙洞前，学着
他的动作，玩得呼儿嗨哟。心事重重的李
桂林心事更重了，少年不识愁滋味，可少年
总会成人，长大后他会怎样看待父亲和父
亲的选择，以及父亲在儿子还不能自主选择
自己的人生时，提前规定了他的命运？将
李桂林思维打断的是李威不小心扬到他身
上的一把土。也是这时，他劝解自己，也安
慰自己，他们是要走的，今天不走不代表
明天不走，明天不走也不代表后天、大后
天也不走，更不能代表自己一天不走他们也
一天不走。走了也好，走了才好！虎毒不食
子，凭什么我自讨苦吃，还要拉亲人垫背？

纷扬的心事尘埃落定，李桂林停下手上
动作，想把心里话讲给陆建芬听。不曾想到
的是，陆建芬早已收拾好碗筷，将身子俯在
床前，缝合着被老鼠撕成碎片的棉絮。棉絮
四分五裂，不是简单可以缝合，陆建芬是将
其夹在才带上山的被面和被里之间，一针一
线修补。陆建芬安静的背影和她穿针引线
时的无声无息让李桂林意识到，风暴已经远
去，此刻的地阔天宽与风平浪静，不过是在
迎接新的风暴。这会不会是她爆发前的沉
默、无声中的指控、体恤式的惩罚？

39 泪是笑的表情

文徵明的《惠山茶会图》描绘
的是明代文人聚会品茗的境况，展
示茶会即将举行前茶人的活动。
它是可贵的明代茶文化资料。
《惠山茶会图》画面的景致是

无锡惠山一个充满闲适淡泊氛围
的幽静处所：高大的松树，峥嵘的山石，
树石之间有一座井亭。山房内竹炉已
架好，侍童在烹茶。茅亭外备有茶案，
案上各种茶具一应俱全。亭内茶人正
端坐待茶。画上共有七人，三仆四主，
有两位主人围着井栏坐于井亭之中：
一人静坐观水，一人展卷阅读；还有两
位主人正在山中曲径之上攀谈……

1518年清明时节，文徵明偕同好友
蔡羽、汤珍、王守、王宠等游览无锡惠山，
在惠山山麓的“竹炉山房”品茶赋诗。此
画记录了他们在山间聚会畅叙友情的情
景。这幅作品体现了文徵明早年山水画
细致清丽、文雅隽秀的风格。画前引首
处有蔡羽所书《惠山茶会序》，后纸有蔡
明、汤珍、王宠各自所书记游诗。诗画相
应，抒情达意，可以使人领略到明代文人
茶会的艺术化情趣，欣赏到明代文人崇
尚清韵、追求意境的茶艺风貌。这幅作
品现由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
《茶具十咏图》更能体现

文徵明对茶具的重视。画面上
空山寂寂，丘壑丛林，翠色拂人，
晴岚湿润。草堂之上，一位隐士
独坐凝览，神态悠闲自得。侧屋
里，一童子静心候火，司炉煎茶。

整个作品气氛和谐，意境安然，抒写了画家
远离闹市、寄情山水的意愿。画的上半幅
有文徵明自题《茶具十咏》诗，题款说明是
因忆起唐代皮日休和陆龟蒙唱和的《茶中
杂咏》诗，一时兴发而作。这幅诗、书、画合
璧的作品现由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

文徵明描绘茶具的作品还有《品茶
图》。画中茅屋正室内置矮桌，主客对坐，
相谈甚欢。桌上有一壶二杯。侧屋有泥
炉砂壶，童子专心候火煮水。《品茶图》题
诗云：“碧山深处绝纤埃，面面轩窗对水
开。谷雨乍过茶事好，鼎汤初沸有朋来。”
诗后跋文写道：“嘉靖辛卯，山中茶事方
盛，陆子傅过访，遂汲泉煮而品之，真一段
佳话也。徵明制。”钤“文徵明印”白文印
及“衡山”朱文印。该画作于1531年，屋中
品茶叙谈者正是文徵明、陆子傅二人。陆
子傅，一作陆子传，进士出身，历任工部主
事、礼部主事、尚宝司少卿，师事文徵明。

文徵明这幅《品茶图》现由台北故宫
博物院收藏。台湾地区邮政部
门2016年发行《三茶图古画》邮
票，一套三枚，即包括文徵明这
幅《品茶图》，另有宋代刘松年
的《撵茶图》和宋代钱选的《卢
仝烹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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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世林看到那口棺材心思马
上沉重起来，正巧，宝明来了。就
问，宝明，我能把棺材一块儿搬到
楼里去吗？宝明心里打个激灵。
楼村提前预备棺材的老人可不少，
这个情况还真是疏忽了，他在心里
责备自己粗心，怎么就没想到这些问题
呢？他很响亮地回答，棺材肯定不能带
过去，于四爷，据您了解，还有哪位老前
辈提前准备了棺材？这个我说不准，估
计有二十多家。于世林掰着手指头数
人名，宝明把这些名字写在小本子上。

宝明赶紧一家家登门，重复的话倒
了一筐又一筐，最后又来到于世林家。于
世林说，宝明啊，你说得都有道理，知道你
是为楼村人办大事，办好事，我也不给你
出难题，但是那副棺材总得有地方放啊。

满脑子乱事搅得宝明昏头涨脑，处
理棺材又是一个大难题，怎么处理？他
思忖再三，决定给刘镇长打电话，把情况
一五一十地进行了汇报。庆幸的是，刘
镇长没有发火，沉吟一阵儿后说，这个情
况还真是没想到，咱们都忽略了，不过现
在国家不允许用棺材土葬了，以后会更
严格，我看还是要仔细认真地做好有棺
材的人家的工作，讲明国家政策。搬迁
迫在眉睫，不容耽误时间太长，你赶紧组
织人入户摸底，看全村到底有多少家存
着棺材，然后把政策跟大家宣传一下，看
看反应，有多少人家可以通过做工作把
棺材交出来，有多少户做工作也不行，分
分类，好制定针对性的措施。同时，还要

做第二手准备，假如人们都不交，怎么办，
那也不能迁就，那就看你们支部和村委的
工作能力了。回头有了方案告诉我一声，
我给你们把关，不能出任何纰漏。

宝明放下电话，立马召集两委班子
成员开会，把刘镇长的话原原本本地进
行了传达。然后，他说，按照国家提倡的
移风易俗，要用新的殡葬方式取代旧的
殡葬方式。因此，要把全村老人所有提
前预备的棺材收上来，统一处理，估计难
度不小，目前还不知道到底有多少。

会计李二奎表态说，我建议按木材
价格把村里所有棺材都集中收购，拆解
后，用于建设新楼区里的公用设施。宝
明说，你的建议很好，但老人提前准备棺
材是楼村传袭几百年的老习俗，突然要
彻底更改，还要把置办了二三十年的棺
材收了、拆了，老人们恐怕接受不了。目
前摆在咱们面前的难题就是如何尽快做
通做好这些棺材的处理工作。

人们对这个问题都很挠头，因为老人
的工作最难做，磨破了嘴皮子恐怕也说不
通，一个个都嘬牙花，搓手，歪脑袋，皱眉。

最后决定，先组织几个小组入户摸
底调查，核实情况，如果一些老人现场提
问棺材处理问题，可以暂时不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