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伊朗贫民区里的一户普通家庭，
哥哥不小心将妹妹唯一的鞋子弄丢
了，迫于家境贫寒而不敢告诉父母，从
此他们的生活便被一双小鞋子左右。
这个故事来自伊朗电影《小鞋子》。影
片用简朴自然的笔触勾勒儿童的影
像，在多个国际电影节中斩获多项大
奖，并成为伊朗历史上首次入围奥斯
卡最佳外语片角逐的电影。
《小鞋子》虽然讲述的是伊朗本土

故事，但传达出的坚强和勇敢的生活信

念，却跨越了文化的藩篱，受到
全世界观众的喜爱。在它的全
球票房中百分之五十八来自北
美地区，成为伊朗电影史上一部
极具代表性的儿童电影。

虽然伊朗早在 1930年就
有了第一部黑白默片《阿比和
拉比》，但是直到上世纪80年代儿童电
影的涌现，才让伊朗电影被国际影坛
所关注。在伊朗最有影响力的14个电
影节中，关于儿童和青少年的电影节
就高达4个。这足以证明儿童电影在
伊朗发展的盛况。伊朗大师级导演阿
巴斯·基亚罗斯塔米的作品《何处是我
朋友的家》、1995年上映的《白气球》、
本片导演马吉德·马吉迪的另外一部
作品《天堂的颜色》，等等，都是伊朗儿
童电影的杰出代表作。

在片中饰演哥哥阿里这个角色
的演员是法拉赫阿米尔·哈什米安。
他不是一名职业小演员，出演阿里
时，只是伊朗小学里的一名普通学
生。在选角时，剧组从上千名小学生
中寻找适合扮演阿里的小演员，导演

马吉德·马吉迪在一间课堂上偶然发
现了因为没写作业，正在被老师训斥
的哈什米安，就在他抬头的一瞬间，泪
珠还垂在睫毛上面。那一刻马吉德便
认定他就是阿里了。

对于导演来说，最害怕拍摄的便
是孩子，但对于马吉德来说，他可有一
套自己的独门秘诀。比如影片中的一
场重头戏，阿里向妹妹解释自己把她
的鞋子弄丢了，希望妹妹不要告诉爸
爸。对于孩子而言，如何激发他的恐

惧感呢？马吉德故意在拍摄现
场和工作人员大吵一架，让哈
什米安感受到紧张的气氛，当
恐惧的情绪到位后立即抓拍，
便有了这个留在影史上的经典
镜头。

自1992年处女作《手足情
深》开始，到1997年《小鞋子》响彻国际
影坛，再到2020年最新的作品《太阳之
子》，儿童成为马吉德电影中不可或缺
的元素。正是他对儿童电影执著的探
索，使他享誉国际。

马吉德与中国有着不浅的渊源。
2008年奥运会前夕，作为受中国政府邀
请的五位国际电影导演之一，马吉德为
北京奥运会拍摄了一部宣传短片《飞扬
的五环》。和《小鞋子》一样，这部短片仍
然以孩子的视角去展现北京城的风貌。

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小鞋子》，聆听
孩童们的泠泠之音。

9月17日22：23CCTV—6电影

频道与您相约《小鞋子》，9月18日

15：28“佳片有约”周日影评版精彩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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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鞋子》：
治愈人心的儿童影片

王泽一

平展展，一片膏田沃野。
绿到天际的稻田，决眦一望，心胸顿

感寥廓。游目所及，青翠铺排的稻畦之
间，一座祠宇突兀呈现。它从一片平面上
挺立，于浑然一色中异彩，如图画润染之
间的一笔勾勒。不由你不选择路径去接
近它，这就是小站稻拓植者的纪念馆——
小站周公祠。如果说它四周的植被、农
作，都是小站稻乡的乡土之气，那么它就
是乡土气之间的一股浓重的书卷之气。
它把小站的历史凝结在这里。在俗尚风
情的烟海间，展示了独特的书卷文化。

并排三座殿堂，中殿的匾额上，大书
“新农寺”三字。告诉人们，小站建镇之
初，是被命名新农镇的。殿内三尊塑像，
中位是先农炎帝，上首位是大禹，下首位
是关羽。祀先农是因这里屯田种稻；祀大
禹是因开河渠兴水利；祀关羽是因驻军海
防，练兵养勇。此三祀所展示，正是淮军
老盛军在小站的功业，其三者超越时空聚
首一堂，却是小站的独特之处。

东边的殿堂名“周武壮公祠”。武壮
二字是清光绪皇帝给盛字军主帅，开拓了
小站稻、建立了小站镇，官衔到湖南提督
的周盛传的谥号。此外，殿堂里还赫然陈
列着光绪皇帝的“御制碑文”，供人了悟。
乍见这“皇”，这“御”，还以为必是胡子眉
毛老气横秋，细思显然不是。周盛传屯田
小站是光绪元年（1875），去世是光绪十年
（1885）。1875年光绪皇帝载湉只有四岁，
1885年也刚十四岁。这碑文不过是一个
十四岁少年的“中学生作文”而已。

碑文大体综括了周盛传的一生，是盖
棺定论的身世定评。
“朕惟躬擐甲胄，武臣以御侮为能，气作

山河，国典以教忠为重，缅怀伟烈，特表新
阡。”这个开头，一个是新阡，即周盛传刚刚
入墓；一个是伟烈，表示了对亡者的认定。
“尔，原任湖南提督周盛传，角艺超

群，颜行就伍。”说得好！周盛传就是这么
个角力武功超群，队伍里露头露脸的前列
人物。
“练团而御青犊，募勇而击黄獐。”这

两句，没有直说对付草寇，而代之以“青
犊”“黄獐”。
“功在三吴，身经百战，旌旗变色，鸭城

之劲敌先摧，鼓角生威，雉河之重围立解。
上下江欃枪并扫，东西捻氛祲全消。”这是
周盛传加入淮军，和太平军、捻军作战的情
况。三吴，江苏一带。鸭城，指常州。雉
河，安徽雉河集。上下江，长江上下游。形
容战乱，用了欃枪，即彗星。氛祲，恶劣气
候。这些，当然是小皇帝的感情色彩！
“转旆而汉上肃清，传檄而关中底

定。”周盛传在陕西，平定了扰民的土匪。
“遂乃翠翎耀武，黄褶增荣。勋勇锡

以嘉名，岩疆建夫专阃。”这是清廷奖赏功
臣的最高档次——赏穿黄马褂、赐勋勇巴
图鲁称号、提督职天津镇总兵。
“复以俾提旧旅，上卫神京。旋移节

于湘南，仍留屯于蓟北。春风楼橹，百重
峙此金汤，秋水沟渠，万众饱夫玉粒。”说
什么湘南蓟北啊，直白就是仍留在小站屯
田。春风楼橹，即是说建新城炮台，当年
盛军修炮台，石灰造价高，就烧蚌蛤灰。
海河塞满了输送蚌壳的舟船。用蚌蛤灰
三合土，把个炮台外墙筑成数丈厚。秋水
沟渠，就是说马厂减河和它的支河耳河！
“近以鲸波之不靖，命宣虎士以严防，

持满披坚，士有犯难之色，投石超距，人怀
必死之心。虽军未交绥，而气吞强敌，谓
长城之可恃，庶甸服之永安。”这是说正当
中法战争期间，周盛传积极备战，训练新
式枪炮，连临战面包都收藏好了，誓与法
军较量，大振盛军士气。
“何期挥戈已殚其劳，陟屺复伤其

志。抚杯棬而增恸，千里星奔，抛弓矢而
云徂，三军雨泣。”陟屺是《诗经》说的“陟
彼屺兮，瞻望母兮”。没想到，作战已落下
了累累创伤，思念老娘又难以遂愿，直到

老娘已辞世。连夜千里奔丧，竟然悲痛过
甚而亡故。三军都为他痛哭。各界知名人
士的挽联就有一百多副，岂止是三军呐，据
说当年获得温饱的灾民成群结队去烧纸悼
念周盛传。
“悯虎臣之凋谢，贲龙綍以褒嘉。揆厥

生平，谥之‘武壮’。”皇帝抚慰人真有办法，
竟然嘉许用带龙头的绳子抬其棺木，给他
“武壮”作谥号。

“呜呼！闻鼙鼓而思将帅，素旐式凭，
抚钟鼎而念勋猷，丹忱共鉴。勒诸贞石，昭
示来兹。”一声惋惜，结束了斯文。什么素
旐，不就是发丧引路的白旗嘛，俗尚叫打幡
儿。式凭，手扶发丧车。发送完毕，立碑昭
示后人。
一篇述实又空灵的作文。
这是专属周盛传的文字。当然也是专

属小站镇的。这篇散发着书卷气的文字，
告诉人们小站是如何成田成镇的。没有这
篇文字，就不会有这座祠堂，没有这座祠
堂，就不会有这沆漭一片地稻田，这蜚声遐
迩的小站稻！
每一块乡土，都有其来龙去脉的历

史。形于书卷，就文润了乡土。周武壮拓
建小站，从无到有，实是开拓创新的一种文
化。祠堂的书卷气刻到了碑版，流传于口
耳，民众的书卷气便储养在心头。于是，这
座田间的祠堂，毁于劫难又重新修复，春秋
两祭的庙会，香火又绵绵无绝。更成为小
站后人及外来游客的观瞻选项，稻田拥抱
着祠堂，祠堂俯视着稻田，成为乡土一幅永
不褪色的图画。

梅贻琦个性独特，他的婚恋也颇为传奇。要了
解他这段经历，需从严修、张伯苓在天津办学说起。

1898年11月，严修聘请张伯苓主持严氏家塾，
家塾设在西北角文昌宫大街严家老宅偏院内。张伯
苓给严家6名子弟讲授英文和数理化等课程，并设
有体育课。两年后，天津商界“八大家”之一的盐商
王奎章，也慕名邀请张伯苓任家馆老师。严、王二馆
在社会上影响很大，青少年们纷纷要求入学，严修和
张伯苓决定扩大办学规模。1904年他们将严、王二
馆合并，仿效欧美的教育制度，在严家院内原严馆的
基础上建成一所中学，校名定为“私立中学堂”。经
费由严、王两家分担，张伯苓任监督(后称校长)，招
收学生73人，同年10月17日开学。

15岁的梅贻琦考入私立中学堂，成为该校第一
届学生。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梅贻琦不是严馆学生，
而是在严馆基础上创办的私立中学堂的学生。因私
立中学堂设在严宅院内，容易造成误会。有文章称
他为严馆学生，甚至正式出版物也存在同样的谬误。

梅贻琦在全校品学兼优，深受严修和张伯苓的
赞赏，也得到同学们的尊重。他性格内向，不喜说
话，后来得了个雅号——“寡言君子”。

早在1902年，严修首创严氏女塾，被《大公报》
称为“女学振兴之起点”。严氏女塾以严家的女
儿、儿媳以及亲朋好友的女孩为学生，聘请张伯苓
兼授英文、算术等课程。严家与八大家之首的“天
成号韩家”为世交，韩咏华是韩家后人，1903年进
入严氏女塾。

女塾和男校各占院子一侧，中间的操场是轮流
使用的。女塾学生上体育课时，要把通向男生院的
门关上。因为韩咏华年纪最小，每次都被派去关
门。另外，从女生这边，隔着窗子也可以看到男生们
的活动。

那年韩咏华10岁，还是个懵懂、单纯的孩子。她对一切充满好奇，透过窗
户看到男生们跑步、读书、高谈阔论。他们当中有个瘦高的少年，当同学们因
某个问题争执不下时，大家就会征询他的意见，只有他能平息争端，有一种天
生沉稳的气度……这个学生引起小姑娘的留意，后来得知他名叫梅贻琦，还知
道他的字叫“月涵”。

私立中学堂学生人数逐年增多，严家偏院已经容纳不下。1906年，严修、
张伯苓在邑绅郑菊如捐出的天津旧城西南的洼地上修建教学楼。天津方言把
这个地方称作“南开洼”，“南开”是“南开洼”的简称。1907年初，私立中学堂
迁入新校舍，校名改为“南开中学堂”。与此同时，严修又将严氏女塾改为严氏
女学，成为天津最早的女子小学堂。

男校搬走后，继续在严氏女学读书的韩咏华不用再去关门，往日热闹的操
场不免显得空荡起来。

1908年，梅贻琦以第一名成绩从南开中学堂毕业，被保送到保定高等学
堂。转年，他参加清华第一届“庚款”留学生考试。全国共有630名学生应考，
最后录取47人，梅贻琦以第六名成绩考取。与他同时考上的还有南开同学金
邦正。消息传来，南开师生为他们俩感到骄傲；韩咏华对梅贻琦也更加敬仰。
这时她遵照严修的安排，由严氏女学升入严氏幼师。

梅贻琦、金邦正赴美留学。梅贻琦进入伍斯特理工学院攻读电机工程专
业。获得电机工程学士学位后，根据成绩他本可继续攻读硕士、博士学位，但
因父亲失业，弟妹众多，家里命他回国就业。1914年9月，梅贻琦和在美国考
察观光的严修同船回津。

这时候韩咏华已从严氏幼师毕业，成为严氏幼稚园的老师。那天，她随南
开师生去迎接严老先生回国。在大沽口码头，韩咏华意外看见了梅贻琦。在
国外留学多年，他变得很有绅士风度……

回国后，梅贻琦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任干事，为教会服务一年。恰好韩咏
华业余时间也在女青年会做些工作，两个人这才相识。能结识崇拜多年的偶
像，韩咏华自然十分高兴。她告诉梅贻琦：自己曾在严氏女塾读书，小时候常
常看见他。梅贻琦虽已记不清那个小女孩，但这种缘分让他暗暗吃惊。面对
这个清纯少女，他不禁怦然心动。

韩咏华曾请梅贻琦到女青年会演讲，还鼓动他的妹妹去参加女青年会的
活动。他们因工作关系经常见面，两个人在一起时都感到愉快。

1915年秋天，梅贻琦应聘到清华学校担任理科教师。到了清华，他以家
庭困难为由，将出国前父母给定下的一门亲事退掉。在尚未成家的青年教师
中，像梅贻琦那样的人品与学历非常少见，因此上门提亲的人络绎不绝，但都
被他一一婉拒。1918年梅贻琦已年近三十，严修向他提出韩咏华，这一次他
欣然同意。而25岁的韩咏华，那时已是大龄女，她一直未嫁，只因心中有了
他。原来彼此早就相互爱慕，于是马上订婚。他们订婚的消息传出后，亲朋好
友都认为他俩郎才女貌很般配。而韩咏华的一个闺蜜却急匆匆地跑来告诫
她：“告诉你，梅贻琦可是不爱说话的呀。”韩咏华以一种“凛然赴难”的语气说：
“豁出去了，他说多少算多少吧。”

1919年6月，梅贻琦和韩咏华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举行婚礼。婚礼上，清
华的年轻同事把送来的几副喜联上款“月涵”通通改成了“悦韩”，大家纷纷拍
手称妙……

婚后，他们生活得幸福美满。
到了韩咏华晚年，有人问她：“在您心中梅先生有缺点吗？”她想了很久：

“我没有找到他不好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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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时，在天津沿海地区有一
种最典型的老式风帆船，从侧面看
像一只金锭子元宝，得名“门锭
子”。它的船头宽大，所以在锭子
前加了一个门字，这种船不仅适合
在本地围网捕鱼，而且集中了无数
前辈的智慧。上世纪80年代，机
动渔船快速替代了风帆渔船，天津
地区渔家文化由此改变，传统渔家
文化随着老风船一起远去，但却不
能被人们所遗忘。

使用风帆动力渔船打鱼很危
险，渔家人在难以抗御的灾害面
前，形成了很多忌讳，在这些忌讳
中，深藏着前辈们很多大智慧。因
为忌讳，当年渔民们把风帆船叫风
船，睡觉翻身说划身，烙饼说划个
儿，改变方向说划戗，等等。忌讳，
表面看很多都带有迷信色彩，但在
那个年代，却也提醒着人们处处谨
小慎微，注意防范潜在的风险。

老风船本身就是一件精美的
艺术品。旧时造（簰）船时没有图
纸，全凭领作的（技术主管）胸有
成竹，整船成型之后展现出优美
的流线型。其间，木工与铁匠联
手，巧妙地使用复杂的工艺，把一
块块木料纵横交错地结构在一
起，达到浑然一体的效果。

木船船体结构中，铁制部件俗称铁活，在
木船传统建造工艺中，使用的是锔、镎、箍、钉
等传统铁活，在机械化生产的年代，几乎全部
被螺丝替代。传统铁活的使用虽然落后，但如
我国传统木建筑中榫卯的作用，巧妙而又实
用，是研究中国传统造船工艺的活化石。

老风船的防水渗漏技术，也是一门传统工
艺。木制渔船，木板之间的缝隙需
用桐油、皮麻、白石灰的混合物填
充，以阻止海水渗透，也能起到结
固船体的作用，填充过程俗称艌
船，填充物的混合体俗称活条。木
船年久之后，活条失效或破损需要
维修，维修过程也称艌船。

新船造（簰）好后艌船时，老

风船上有一道最关键的缝隙，便
是掐子和大腊之间的缝隙，俗称
蜡黄缝。艌它时要唱起“艌船号
子”，需要艌工们步调一致加油
用力，兼有一种很强的仪式感，
劳动号子的娱乐功能，在这时得
到显现。

使用老风船从事渔业生产，
不仅危险，渔民还很辛苦，但繁
重的体力劳动，也产生了很多种
韵律的渔家号子，既能起到助力
作用，还能缓解生活压力。为了
缓解生活压力，前辈们为老风船
上的许多物件，起了一个个生动
有趣、妙趣横生的名称。比如：
三堂、六座、七走、八飞等，它们
标注的是二十多个重要的、不同
的目标或物件，很容易让后人熟
记使用。有了穷乐和的心态，前
辈们在老风船上，留下了很多诙
谐幽默的谚语和歇后语。

在现代航海中，我们依靠机
械动力和先进的导航仪器，可以
保持相对直线航行，顺利到达目
的地，可是老风船的航行原理完
全不同，依靠风帆为动力的渔船，
很多时候要依靠改变风帆的角
度，去维持航行路线，逆风或侧逆
风的航行轨迹形如抛物线，在航

行中受到风压角、流压角等因素影响，很容易造
成偏航，危险可想而知。

2012年，蔡家堡村老渔民，为了传承渔家
传统文化，再造了一条老式风帆船，起了一个
寓意饱满的名称——大弘顺。目前，这艘大弘
顺号风帆船，陈列在汉沽盐场旅游风情区，供
游人参观。

过去几乎所有的家庭都会有那
种一家人正襟危坐地在照相馆拍摄
的全家福照片。后来有的人家开始
有那种现在看来还很原始的相机，再
后来才是装上胶卷的那种。那时人
们还不富裕，拍照不是一个随意的事
情，要到关键的时候才舍得拍。就算物质
已经丰富的时代到来，拍照也不是一件可
以立即完成的事。就算后来成为玩家的
人可以拿着“大炮”，普通人也都有卡片机
了，但如果人们临时想拍照，也是做不到
马上就拍。至少还要回家去取相机。如
果是想用相机抓拍新闻，就像敌人来了的
时候战士告诉人家，嘿，你要等一下！然
后再回家去取枪，这事其实没商量，不能
等。直到摄影功能足够强大像素足够高
的智能手机产生，才随时可以拍照，看到
什么可以拍什么。人们的自我感觉就算
不像战士，也至少像个战地记者。
律师经常在新闻的现场，律师承办

的很多案件涉及新闻事件或者一些名
人。律师办理案件，其实非常接近于记
录这个社会的记者，也是在记录这个社
会的发展。另外，从案件本身来说，律师
有一定的调查职能，律师手里有一个相
机实在是比较必要的，律师拍下来的照
片有可能会成为呈堂证供。
律师自己也是需要拍照片的，比如

律师都会有证件照，贴在律师证上。新
媒体语境下，律师会是微博、微信或者微
信公众号、视频号的主人，也需要选择一
个被人信得过的头像照片。律师还需要

一些宣传册，宣传册上的律师的照片，如果
看起来精神一些，那么这个律师所承接的
案件一定不会少。这样的照片往往要显得
具有艺术气质，要拍出有专业形象的“律师
范儿”。律师还会把自己具有纪念意义的、
在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到世界各地旅行的
照片以摆件的方式放在办公室，还有自己
和名人要不就是家人的亲密合影摆在办公
桌上或者挂在墙上，这并非是向当事人炫
耀自己，其实可能也是记录自己的过往，表
明自己是有亲和力和有情怀的人。

律师还会有工作照片，最典型的当
然是律师在法庭上的样貌，遗憾的是律师这
样的照片其实不多，因为在法庭上轻易是不
允许拍照的，这样的照片一般来自有影响力
的案件的官方报道。好多律师还会有上街
咨询、进行义务解答时候的照片，做公益是
快乐的，律师工作的要义，在于被认可和被
采纳，在于付出。还有律师出席各种会议和
论坛的照片、律师在讲课和谈判时的照片、
律师在签约仪式上的照片，这其实反映出律
师的工作状态是多种多样的，律师生活丰富
多彩。还有不少律师，每到一个法院履行职
务，会在法院门口的牌子前拍一张照留念，
时间长了，自己工作的足迹就会清晰地体现
出来，自己的一生也就被记录了下来。

23 照片记录一生

龚自珍认为，在这种制度下，即
使“圣如仲尼，才如管仲，直如史鱼，
忠如诸葛亮”也不能办成什么事
情。他还指出“天下无巨细，一束之
于不可破之例”，即使督抚大吏也难
“行一谋，专一事”。他大声疾呼，只
有改革，才能“万万年屹立不败之谋”。
文章写成后，他分寄给外祖父段玉

裁和朋友王昙、李锐等人。朋友们大都
非常赞赏。段老先生批曰：“四论皆古
方也，而中今病，岂必别制一新方哉？
髦矣，犹见此才而死，吾不恨矣。”李锐
批曰：“四篇立言见本末，每篇又各有本
末，庶几夫古之不朽者。”只有王昙给第
一篇提出批评意见说：“此论尚非通盘
筹划之文”，并针对第三篇说：“此文欠
补义。”自珍深感王昙的真诚，根据朋友
的建议，一一作了修改和补充。
自珍由白莲教、天理会的不断起义，

朦朦胧胧感觉到社会的巨大变革即将来
临，他不便明言自己的看法，只好用寓言
的形式，写了一篇曲折隐晦的文章，取名曰
《尊隐》。在这篇文章里，他通过“京师”与
“山中之民”力量消长的对比，指出了封建
末世的危机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京师之气泄，则府于野矣。如是则京师贫；
京师贫，则四山实矣……则京
师贱，贱，则山中之民，有自公
侯者矣。如是则豪杰轻量京
师；轻量京师，则山中之势重
矣。如是则京师如鼠壤，如鼠
壤，则山中之壁垒坚矣……则

山中之民，一啸百吟，一呻百问疾矣……俄
焉寂然，灯烛无光，不闻余言，但闻鼾声，夜
之漫漫，鹖旦不鸣，则山中之民，有大音声
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
这年中秋佳节，龚丽正在徽州衙斋，

设宴招请当地的名流士绅、社会贤达。应
邀前来的有参加编修徽州府志的汪龙、洪
饴孙、胡文水、武穆淳，著名画家吴南芗，
还有新任徽州同知何裕均。席间有著名琵
琶艺人俞秋圃献技助兴。座中多是文人雅
士，少不了填词赋诗。自珍自妻子死后，心
情一直不好，很少吟诗，今天席上又多是前
辈，更不愿多言。代父亲向客人们一一敬
过酒后，便静坐在一旁，默默不语。
座中汪龙年龄最大，只见他端起酒杯

望着洪饴孙说道：“佑甫老弟，家学渊懿，深
得北江先生真传，可否先吟一首，以开今晚
兴会之局？”
大家轰然叫好。
原来这洪饴孙是乾嘉著名学者洪亮吉
之长子，字佑甫。见汪龙点将，他连
忙逊谢道：“在下资质愚鲁，深愧先
父教诲。尤其于诗词一道，实在是
上不得台面，岂敢贻笑大方？”
吴文征接口说道：“难道佑甫

能扫了汪老的颜面？”

55 中秋佳节宴名流 10 初露才干

原本领导的意思，就是为了缓
解一下气氛，让没发过言的年轻同
志都说两句。按照刑警队传统，新
同志没说话的资格，只有干一些拎
包、记录、跑跑腿，当小力巴的份
儿。因为资历不够，新同志也很懂
事，都会配合着说几句不痛不痒的话：
“我们没经历过这样的案子，还需要在
工作中向老同志们多学习”“一定珍惜
这次机会，在实战中获取经验”“坚决服
从命令听指挥，争取早日破案”。这样
一来一往，有个十几二十分钟的时间过
去，老年轮们的情绪也就缓解下来了，
然后领导再咳嗽一声，表示书归正传，
又进入下一轮的会议讨论。可谁也没
想到，当领导把发言权交到袁竹林手里
时，这个新人完全不顾自然生长法则和
规矩，甩开腮帮子说出了自己的观点，
生生把尿点时间变成了爆燃模式。袁
竹林的意思归纳起来就是，你们说得都
不对！就好比二战时的马奇诺防线，一
个想怎么攻，一个想怎么守，唯独没想
怎么能绕过去打你的后方。既然双方
形成了僵持，那就要另辟蹊径剑走偏
锋，不能只一两种打法打到死。

没等袁竹林结结巴巴地把话说
完，老年轮们的带头大哥就已经坐不
住了，眼神不住地瞟着领导，作出跃跃
欲试的样子，领导也看出来苗头不对，
刚要张嘴叫停，旁边的姚个奇突然伸手
在底下拍了拍椅子，他们是共事多年的
老哥们、老战友，这点默契还是有的。

于是，领导朝张开的嘴里塞了根烟卷，用
眼神儿示意老年轮里的带头大哥们，把话
先咽回到肚子里，继续让袁竹林把话说
完。袁竹林说完了，猛然发现整个办公室
里鸦雀无声，新老年轮们都大眼瞪小眼地
望着他，此刻他站着的这个角落，俨然成了
会场的中心。姚个奇清清嗓子向大家说：
“人家小袁——小、小袁竹林同志说了自
己的想法，你们有不同意见的，可以现场
交流提问。”姚个奇可能受了袁竹林说话
结巴的影响，也许是感觉叫“小袁”有点不
顺嘴，不如小李、小王、小刘叫得那么舒
服，所以在对袁竹林的称呼上，破天荒地
结巴起来。姚个奇刚说完，旁边的领导立
即点头同意，紧跟着，早就运足了气的老
年轮们张开嘴就喷，一个问题连着一个问
题地质问袁竹林。面对扑面而来的质问，
袁竹林反而不结巴了，语速顺畅地让坐在
前排的高克己刮目相看。神奇的记忆力和
流畅的语速，配上袁竹林指东打西指南打
北的手势，引经据典的能力和持续的战斗
力，竟然把几个老年轮中的带头大哥，辩驳
得哑口无言。其中一个竟恼羞成怒，差点
扒拉开椅子要冲过去，幸好中间隔着姚个
奇和领导，那眼神儿透露的意思很明确，
别说不过人家就瞪眼耍横，老实坐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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