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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广州十来年，才发现广州的夏天也是分
层次的。

4月底开始热，热了几日，便开始下龙舟水，
大雨如撒豆子一般，从天空倒下来，砸得人生
疼。若是再遇上台风，风雨齐齐上阵，整座城市
都像是浸泡在水里。好不容易挨至7月初，雨水
终于缓和下来，被雨水压制多日的太阳开足马
力，一日比一日晒，一丝风都不让进。人在室外
行走，如同蒸笼里的虾饺，皮肤都能晒出油。

白天尽量不出门，一到夜晚，热浪退去，反倒
更加喧哗。地铁坐至体育西，出来便可见Apple
旗舰店的巨型落地玻璃，非常醒目——之前这里
是宏城广场，小商贩居多，后被香港人买下，推翻
重建，改名叫天环广场，里头进驻的都是国际大
品牌，样貌不同往昔。白露给周岩发微信:
“我已经到百丽宫电影院门口了。”

没回复，或许正在地铁里。白露便钻
进化妆品店闲逛。店里顾客很多，服务员
忙不过来。白露试了几款口红，都没有买
的心思，估摸时间差不多，就往店门外走，
又走到百丽宫门口，一眼就见着周岩。
“对不起，我迟到了。”周岩向白露道

歉，身上还背着一个双肩包，应该是装着电
脑。他在一个研究所工作，平日里清闲，但
赶上项目结项时还是有些忙，这几日就是
忙碌的日子。白露也不恼，笑眯眯地说：
“没关系啦，我也是刚到。”周岩去取票，她去买爆
米花，一气呵成。两个人走进电影院。一部外国
片，讲的是一个林原狩猎者的故事，中途画面上
出现一些血腥镜头，白露微微侧脸，周岩下意识
地伸手，挡住她的视线。后排看来，应是一对情
侣，其实他们才认识半个月。

白露的同事与周岩是周末踢球的球友，同事
见白露单身，好心把周岩介绍给她。同事跟周岩
讲：“白露可是我们单位的才女！”她急忙摆手，
“不是什么才女啦。”一出声，暴露口音——湖南
人，说话不分平舌与翘舌。周岩只觉得面前的女
人可爱，于是动了念头。两个人在微信上聊了一
段时间，时机成熟了，便约白露看电影。

在广东这个地区，周岩身材算是高大，也是
因为这个缘故，白露看周岩总觉得格外醒目。电
影看完，正好到饭点，当然是要请女孩儿吃饭。
百丽宫附近有好几家餐厅，都是大写的“贵”字，
白露轻声说：“我们找个安静的地方吃饭吧。”实
则不想他多花钱。

走出天环，天河南二路附近也有很多吃饭的
小馆。这本是居民住宅区，不知从何时起，一楼
改成商铺，咖啡馆酒吧餐厅散落其中，但因二楼
是住家，相较热闹的天环，这边安静许多。周岩
依白露的口味，挑了一家湘菜馆，两人对坐下。
剁椒鱼头、小炒黄牛肉与清炒丝瓜，周岩还想再
点，被白露拦住，说是够了。剁椒鱼头用脸一样
大小的敞口盆装着，非常湖南。

店员问：“要不要点一些面条？”
“好呀，可以拌着剁椒鱼头的酱汁吃。”周岩

点头。他是北方人，理应爱吃面。
很快，店员就端上来一盘细面，周岩把细面

倒进了剁椒鱼头里，拿着自己吃过的筷子把面条
和剁椒拌匀，不一会儿，白色的细面上便点缀着
红色剁椒碎。周岩要给白露夹面，她用手挡了一
下，说是吃饱了。
“你吃太少了。”周岩不解其意，勾着头，哧溜

哧溜几大口，碗见底，又去夹第二碗。白露把一
盒纸巾推去周岩面前，周岩“刷刷”抽出几张，边
擦嘴，边问她：“你是独生子女吗？”
“不是，我还有一个姐姐。”白露答。
“你姐姐在哪儿呀？”周岩继续问。
“回老家了。”白露似乎不愿意对这个话题展

开讲，周岩见状，只好转聊其他。两个人再起身
时，天色全暗，马路上的行人多了起来，路边的酒
吧亮起暖灯，暧昧情绪蔓延开来。周岩本来想拉
她再逛一下，但觉得第一次与女孩儿约会，挨太
晚难免让人怀疑有歹意，见白露亦无好表情，以
为她也倦怠，两个人走得淡淡。

分开时，周岩问她：“我们还会再见吗？”
白露尽量笑着答：“会呀。”心里却想，以后的

事谁又敢保证呢？她并不急于结婚，虽然已经30
岁了。女人在30岁这个年龄，往前是青涩，往后
呢，讲成熟似乎有些过早，总之半桶水的经验，好
奇与胆怯都挂在脸上——广告橱窗里倒映出的
那张脸，不太似她，反倒像另外一个人，她吓了一
跳，随即想起一些过去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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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事与姐姐有关。姐姐叫白秋，比白露
大3岁，个头却比白露矮，长得也没有白露白净。
按照顺序，白秋先来广州，然后白露才跟过来。

白秋是父亲与前面那个老婆生的女儿，母亲
嫁过来时，白秋连户口都没上，户口上的名字还
是母亲起的，“秋天生的就叫‘秋’吧，好记得很。”
父亲全听母亲的。小时候，母亲不管白秋，她只
管白露，她管着白露在家看书。白秋呢，就在外

头使劲儿野。到了饭点儿，母亲象征性地倚在门
口喊一声：“秋秋，吃饭了！”喊完，就回桌前吃饭，
根本不会等白秋。白秋上了一半儿的高中，不肯
再念，说是要出去打工。父亲叹了口气，他早就
发现白秋不是读书的料，只能默许。母亲从银行
取出了500块钱递给白秋，亲自把白秋送上去火
车站的小巴车。

白秋一开始在东莞一家鞋厂上班，整间厂子
里除了保安，全是女的。早上7点30分上班，晚
上10点30分下班，时常需要加班。那时年轻，精
力旺盛，下班也不着急回宿舍，和姐妹们一起去
鞋厂门口吃炒粉，老板把塑料袋套在不锈钢碗
上，上一个客人吃完，把塑料袋扔掉，再套上新
的塑料袋，都不用洗碗的。有一次，白秋吃坏了
肚子，上吐下泻一整夜，工头不给请假，照样扣
工钱，白秋与她理论，反倒被扇了一耳光。再后
来，工头每次计件时，都会少报白秋的数。白秋
在信里跟白露诉苦：“我不能做一辈子鞋，我要
去广州！”

下了火车，人还没走出广州火车站，背包就
被人用小刀划开一道口子，好在白秋把身份证和
随身钱，放在内裤外面的小荷包里，逃过一劫。
同行的一个姐妹却没这么幸运，身份证和钱都被
偷了，蹲在路边号啕大哭。白秋掀起外衣，从荷
包里摸出100块钱给她：“你莫要哭了，你就算哭
死哒，小偷也不会把钱和身份证还给你，不如想
一下以后怎么把钱搞回来吧。”白秋讲得有道理，
小姐妹擦干眼泪，又重新站起来。

广州好大，人来人往，到处都是商铺。白秋
不肯去餐厅端盘子，端盘子要等到两点后才能吃
中饭，白秋忍不起，她去理发店做了洗头妹。洗
头妹的指甲不能剪太短，长指甲方便抠下客人头
皮上的皮垢，很辛苦，钱挣得也不多。那时家里
已经装了座机，白秋打电话告诉白露，她每次回
到宿舍都要用洗手液拼命洗手指头：“那些男人
天天在吃土吗？头发里全是泥巴。”理发店配有
工装，紧身白衬衣配一条短到大腿的半身裙。白
秋有些胖，胸脯被衬衣箍着紧紧的，总有不怀好
意的男顾客故意去招惹她。白秋也不恼，她缺
钱，需要这份工作。

拉直头发200元，拉直加染色300元，理发师
还会游说顾客做焗油护理，护理又要多加 100
元。白秋很好奇，为什么总有一些不用上班的女
人，隔三岔五来理发店里做头发，她们一手拎着
包，一手端着一杯饮料，穿着打扮非常时髦。有
一次，白秋问一个来洗头的女人：“你喝的是糖水
吗？”女人笑了起来，露出一口烤瓷牙，她喊白秋
喝一口，白秋真喝了一口——哎呀！又苦又甜。

女人告诉白秋：“这是咖啡，提神用的！”白秋
记住。隔日，白秋又给白露打电话：“露露，你晓

得什么是咖啡吗？和屋里头那个板蓝根冲剂的
味道一模一样，广州人好傻，还花几十块钱买一
杯板蓝根喝！”两姐妹在电话里大笑。

挂了电话，白露急忙跟母亲表明心意：“我以
后也要去广州！”

母亲不以为意：“你考得起就去呗。”
“我要是考得起，你莫拦着我！”白露强调。
“你考得起广州的大学，我高兴还来不及。”母

亲依然没把白露的话放心上，她以为白露只是一
时兴起，广州的学校分数那么高，白露怎么考得
起？3年后，母亲便后悔了，白露当真考取广州的
大学，她要去尝尝白秋口中“又苦又甜”的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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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露过来广州读书后不久，白秋就从理发店
辞职了。这是白秋男友的主意，男友是在理发店

洗头时认识的白秋，他同白秋讲：“你别干
了，我给你租间屋，每个月给你零花钱，你
以后只给我一个人洗头。”白秋点头。她
搬出了员工宿舍，单独住一间屋。一个人
住比较无聊，有时候白秋也会去理发店洗
头，一手拎着包，一手拎着咖啡——对了，
她终于买得起“又苦又甜”的咖啡了。

白秋告诉白露：“星巴克的咖啡一杯
三十多块，有钱人的钱太好赚了。”白露还
不知道什么是星巴克，她刚来广州，不习
惯这边的饮食。湖南嗜辣，炒青菜都要放
辣椒，广州人呢，却喜欢清淡，凡菜都要讲

究原汁原味，鸡肉要白里带血，青菜要绿得发
亮。同宿舍的广州女生每回见到白露吃辣椒，都
要念叨：“很热气的啦，会上火。”白露不理会。

母亲叮嘱白露：“你不要总去找白秋，她和你
不是一路人，你不要被她带坏。”白露也不理会。
食堂的辣椒不够辣，白露便去找白秋吃饭。白秋
一个人在家闷得要死，见到白露过来看她，欢喜
得不得了，主动买菜做饭：油锅烧热，五花肉在锅
里滋滋地烧，配上螺丝椒，整栋楼都是辣椒的味
道，非常下饭。吃完饭，白露抢着洗碗，恰好白秋
男友来看白秋，对着白露屁股拍了一下。白露吓
了一跳，手上的碗瞬间滑落，砸得稀烂。
“哎呀，原来是露妹子，我还以为是秋秋。”白

秋男友解释，脸上的表情却不太真诚。白秋似乎
感应到什么，立刻从床上弹起来，快步走进厨房，
白露急忙把围裙摘掉，胡乱塞给白秋，说是下午
还要开班会，一溜烟就跑了。

白露暗示白秋，她男友或许不是一个好人，白
秋却没当回事。之前白秋男友每个星期都会来看
白秋，后来半个月才来一次，再后来打钱的次数也
明显减少，有时候一个月都不见人、也不见钱。理
发店的同事偷偷告诉白秋：“你男朋友带着其他女
人来店里洗头了。”白秋不信，她执意要找男友对
质，无奈男友就是不肯见她，还把她的电话拉黑。
白秋难受极了，便去男友家楼下等他。

哪晓得没等到男友，却等到男友老婆，那个
女人扇了白秋一耳光，还骂她不要脸。这是白秋
挨的第二个耳光，都是女人打的。

母亲同父亲讲：“秋妹子太蠢了，怎么找这么
一个男的，还不赶紧和他断掉，免得以后搞出更
多没名堂的事。”父亲把母亲的话传递给白秋，白
秋没有把这些话放心上。等到白秋回湖南时，已
经怀了6个月的身孕。

母亲想劝白秋把孩子打掉，话到嘴边，又不
太好讲出口，毕竟不是自己的亲生女儿，万一白
秋以后拿此事恨她，说她这个后妈故意害她。母
亲只好叮嘱白露：“你要是学白秋，我就把你的腿
打断！”白露点头，头一回她完全认可母亲的话。
后来，白秋嫁人了，对方是隔壁县城的，年龄比白
秋大20岁，左腿还有些残疾。接亲那日，白秋被
父亲扶着钻进婚车，车窗还没摇起前，白秋突然
一把抓住白露的手，似乎不情愿离开，接亲的车
子却不等她，照样启动往前开，白秋的手慢慢
松开，眼泪也决堤了……白露站在门口，望着
车队消失在视线里，她不理解，白秋这才二十
七八，为什么如此着急要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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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再过去一些，白露也到了28岁，距
离她认识周岩还有两年时间。那时她博士即

将毕业，留不留广州是一个问题。倒是谈
了一个男友，广州本地人。男友想同她结
婚，她也有结婚的打算，但是不是一定要与
这个男友结婚？她拿不定主意。

男友带着白露去见父母。白露以为是
去他家，没想到是在餐厅里。未上菜前，男
友在桌子下踢了她一脚，让她去给他父母
倒茶，白露赶紧起身去端茶壶。

男友的父亲呷茶前，拿一个手指扣一
下桌面，然后慢条斯理地讲：“女孩子读一
个本科足够了，没必要一定要读博士。”讲
完便看了白露一眼，等待她的附和。白露
正在喊服务生给茶壶里加水，没仔细听男
友父亲在讲什么。于是，男友父母以为她
并不认可这段话，脸色便不如进包厢前那
般喜悦。

待到吃完饭，男友送她回去，还在的士
上两个人就吵了起来，男友说白露不尊重
他的父母，白露反驳：“我都给你父母倒茶
了。”男友便扔出一句粗话：“我丢！倒茶不
是应该的吗？”“我在家吃饭从不倒茶。”“可
你以后要生活在我家，就该学习做一个广
州人的媳妇。”“你父母都喊我退学不读博
士，这是尊重我吗？”“女人本来就不该读博
士，在家好好带孩子煮饭就行了。”

男友讲完这话，便摁下车窗，把嘴里的
牙签大力吐出去。白露见状，便不再说
话。下车时，她大步往前走，故作坚决，本
以为男友会下车追上她，结果那辆的士掉
头就往回开。她便自嘲起来，怨气与委屈
一并涌出。

白露同周岩讲起这段故事时，她已经
与男友分手一年多了，广州的工作也落定，
在一所大学里教书。之前的纠结和焦虑，
竟然都在该结束的时候选择自行消失，接着，她
又认识了周岩，生活突然变得非常顺畅，她自己
都吓了一跳。

周岩好奇地问她：“那你又喜欢我什么呢？”
她也曾问过自己这个问题，是不是真的喜欢

周岩。好像是，又好像不是。从日常生活来看，
周岩的出现让她的生活变得生动起来，他们会去
看电影、会去逛街，她还去过周岩的住所，在书架
上看到弗雷泽的《金枝》，那是她七八年前读过的
书，非常亲切……她已经忘了没遇见周岩之前，
她是如何度过每个周末的。
“对了，我姐姐又要生了。”
“她之前的孩子多大了？”
“8岁了，一直养在我父母家，她现在的老公

身体有问题，去年来广州做了试管婴儿，我姐才
怀上。”白露解释。这些年,都是母亲在替白秋养
孩子，母亲非但不觉得辛苦，反而有些弥补的意
味，“那个孩子的户口是上在我家，也跟我们姓
白，孩子爸爸至今未露过面。”
“你姐和你的人生真的是天差地别呀。”周岩

感慨，白露想解释一下，话到了嘴边，却又强行咽
了下去。她想起小时候想同白秋一块儿出去玩，
母亲不让，逼她在家读书，她不听话，母亲就从扫
帚上扯出几根竹条打她。她哭得很凶，觉得母亲
偏袒白秋，现在看来，这些细节应该都是现在生
活的预兆，只是她那时太小，还不懂罢了。

5

白秋生了一个女儿。婆家嫌弃，她老公与前
妻生的女儿都成年了，男方二婚的目的当然想要
一个儿子，结果又是一个女儿，自然是有些失
望。婆婆甚至不想侍候白秋坐月子，连白秋的衣
服都不愿意洗，母亲见白秋可怜，主动过去照顾
了她十来天。母亲劝白秋：“你等崽大点儿，就出
去打工，不能在家待着。”白秋不听，她一心想给
男方生儿子，似乎生了儿子才能扳回一局。母亲

见状，便不再劝。
白露去看望白秋。白秋的体型比之前足足大了

一倍，穿着一件男士T恤坐在床边喂奶，身上的灵气
像是被怀里的婴儿吸光，眼神越发呆滞。母亲叮嘱
白露不要在白秋家吃饭，坐坐就回来——怎么吃
饭？白秋还要跟婆婆伸手要钱呢。

又过了几日，白露从老家回到广州，周岩本来要
去接她，无奈那几日出差，两人见不着面，心里都很
焦虑。这才发现原来是很在乎他的。这次心意确定
下来，就有了长治久安的意味，索性搬去同住。

上午贪觉，一直睡到10点，起来时，周岩早已出
门与球友踢球，她也懒得煮饭，趿着拖鞋去楼下肠粉
店，打算把早饭、午饭一并解决。一位阿婆吃完肠
粉，又喝完艇仔粥，心满意足，并不着急离开，从牙签
筒里倒出一根牙签剔牙，每次剔出的秽物都要摆在
桌面上，宛若战利品。白露的嘴角往下撇了一下，把
视线移去店门外——周岩终于出现了，一瘸一拐的。
“你怎么了？”
“刚踢球时扭伤了。”周岩龇牙咧嘴，一屁股坐在

阿婆旁边。他足够壮，瘦小的阿婆受到压迫，乜斜了
他一眼，立刻拎着背包起身。白露舒了口气，赶紧喊
小妹过来抹台，周岩把腿伸到她脚边，略带撒娇道：
“我痛死了，你也不安慰我几句。”

白露故作不关心，实则把面前的枸杞猪杂汤推
至他跟前：“快吃啦，待会儿回屋，我给你的脚喷点云
南白药。”周岩点头，低头处理着碟中肠粉。其间，白
露接了一个电话，白秋打来的，她问白露能不能在广
州帮忙买一些治疗孩子湿疹的药：“崽崽满身都是
包，看着好吓人！”白露答应可以。
“她上网买不是一样吗？干嘛还要你买了寄过

去。”周岩不解地问道。
“她上网买要花她的钱，我买是花我的钱，她肯

定知道我不会跟她要钱的。”白露叹了口气，白秋的
心思她能猜不到吗？她又不能拒绝白秋。
“她咋这样对你，你又没欠她的。”周岩替白露

不满，白露却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反正也没多少
钱。两个人吃完肠粉，白露扶着周岩站起来，
他们贴得很近，完全可以感受到对方的体温。
周岩把手搭在她的肩膀上，她的手则绕过周岩
的腰部，托住他的背，两个人往家里方向走去，
彼此都很放松，谁能想到一年前这两个人还是
陌生人呢。

这个时候已经接近11月底，气温终于彻底
凉了下来。 本版题图 张宇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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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日子过成诗
杜康 巧然

热带往事
李敏锐

时 光

时光这把梳子

将我浓密的黑发

梳出了

一朵一朵

缤纷的雪花

顶风冒雪

我

踏歌而行

岁 月

岁月这把刀子

在我平展的额头

刻出了

一条一条

湍急的河流

扬波戏浪

我

笑看风云

连绵不绝的雨啊

心思，情思，无限思

缠绕着，渗透着

是的，浅秋

夏的背影依稀着，轻佻着

蛙闭嘴了，蝉闭关了

犄角旮旯的蟋蟀胆怯了

丰收在望了

雨，来收割了

窗 纱

我隔窗看你

你清秀的脸庞

变得遥远

你隔窗看我

我疑惑的眼神

让你陌生

是这层窗纱的缘故吗

（四首）

匠人就是过去所说的手艺人，
包括木匠、铁匠、泥瓦匠、钟表匠、裱
糊匠等，包括厨师之类的手艺人，虽
然没有被直接冠名为“匠”，那也一
定是匠人的一种。也有人说各种
“师”和“家”“匠”是并列的，都算手艺
人的种类之中。好像匠人都是在作坊
里，不追求很大的规模，现在提倡的所谓
匠人精神，并不是说要提倡不求大而求
小，是说匠人追求卓越、追求极致、精益
求精。律师和匠人是有很多共通的地方
的，也可以说，律师也是匠人的一种。

过去的律师事务所，一般规模都不是
很大，大约就像手艺人的作坊那样，店面
不大，几个律师，一个秘书，或者干脆就是
一个律师带一个徒弟。即使现在的大律
师事务所，大多数也是很多小作坊共用一
个大卖场。律师传统的诉讼业务，多说有
两三个人配合就可以了，就像作坊里的匠
人，不管是铁匠还是木匠，一个师傅带一
个徒弟，两个人配合，也就够了。

匠人把作坊逐步做大是大工厂，律
师事务所做大了，成为大规模的法律服
务机构。规模大了，但是内在的工匠精
神是不会改变的，即使再过一百年，永远
不做大的作坊也可能存在，一个人的小
律师事务所当然也可能存在。在一定意
义上，工匠精神并不在于规模大小，工匠
不一定等于小作坊，要不怎么有“大国工
匠”的说法呢。为什么律师也可以说是
匠人呢？因为律师是靠自己的专业技术
为社会服务的，就是有手艺的人。手艺

人和手艺人之间，差别太大了。好的手艺，
一经出手就不同凡响，技惊四座。手艺不行
的，那只好敬陪末座，甚至吃不上饭。各行
各业都是如此，律师行也不例外。有人可能
会说，现在很多律师事务所规模做得很大，
不管怎么说，再把律师事务所比作那些小
作坊也不合适吧？律师事务所做得再大，
从本质上来说，也不可能像企业那样批量
生产，一套标准的生产线放在那里，一个杯
子一做就是上万件，完全可以做到批量生
产。律师的产品，是不可复制的，哪怕再类
似的案件，也是一个案件一个样子，就如同
一棵自然生长的树，树叶没有完全相同的，
就连双胞胎还不一样呢。律师办理的案件
也不会完全相同。这才是律师和匠人共通
的地方。一个律师去法院开庭，就算是这
个律师再厉害，他一个上午，也就是开一个
庭。开好这个庭就是这个律师的产品和作
品。而对一个手工操作的匠人来说，他一
上午可能就打一件铁器，他不可能同时做
出十件或者一百件铁器来。手艺人指的就
是手工操作，不是大机器生产。这正是手
艺人的立世之本，也是工匠精神的彰显之
处，贵就贵在手工制作，产品是人做的，不是
机器。拿画作比个例子吧，杰出的作品是大
师画出来的，机器印制的叫做印刷品。

56 工匠不等于作坊

龚自珍误认为此人就是刘逢
禄，连忙呈上庄绶甲的书信。那人
接过书信，放在书案上，笑着对自
珍说：“我表哥正在书房会客。我
叫宋于庭，小字翔凤，是刘礼部的
表弟，也是刚刚来到。足下稍候片
刻，表兄就会过来。”

龚自珍慌忙躬身施礼，连道“久
仰”，并介绍了自己和庄绶甲的关系。他
见那宋翔凤，长身玉立，白净面皮，真个
眉似远山，目如朗星，仪表堂堂，不禁心
中称美。自珍落座后笑着说道：“百闻不
如一见。每听庄四兄称赞先生仪表，今
日有缘识荆，果然名不虚传。兄台贵庚
几何？”

宋翔凤笑道：“不惑有二。庄表兄
长我四岁，刘表兄长我三岁，我们表弟兄
三人，我算是最小的了。常常听庄表兄
说起璱人先生大名，尤其推重足下的诗
词。足下的《湘月》一词，早已传遍江南
士林，‘怨去吹箫，狂来说剑’更是脍炙人
口。不知近来又有何佳作？”龚自珍道：
“庄四仁兄，每每称道二位对公羊学的研
究海内独步，自珍心仪已久，今后还望多
多指教。诗词一道，雕虫小技，与功名何
益？我深悔入此魔道，如今后悔还来不
及呢，哪还有什么诗情？”

二人正说话间，厅外传来
脚步声。宋于庭说道：“我表
兄过来了。”

自珍连忙起身离座。只
见庭院中两个人边走边谈向

客厅走来。一人四旬开外，中等身材，已略
显发福，面色红润，颔下微有髭须，一副雍
容儒雅之气。不用说就是主人刘逢禄了。
另一人，身材魁伟，鼻直口方，英气逼人，年
纪和自己差不多。刘逢禄进入客厅，龚自
珍连忙行礼，刘逢禄一边还礼一边说道：
“实在抱歉，让足下久等了。”又望着宋于庭
说道：“表弟也是刚到？”宋翔凤道：“我来多
时了，已替表兄接待了客人。”刘逢禄回头
指着一同进来的年轻人给龚、宋二人介绍
说：“这位是湖南邵阳的魏默深，也是刚进
京。”自珍忙说：“在下仁和龚自珍。”二人相
互抱拳，互道久仰，然后落座。宋于庭把庄
绶甲的信交给刘逢禄。刘逢禄边看边说：
“庄表兄多次对我谈起璱人先生，称誉先生
为海内奇才。足下和庄表兄是知交，有无
书信，刘某都会扫榻相待。足下已经来京
多日，为何不早来一聚？”
自珍道：“本想早日来见，但自珍此番

进京是应试举子，大人职在礼部，过府拜谒
恐怕有碍大人清誉，不如出闱之
后再来拜见。谁知名落孙山，又
觉得无颜拜见。几经踌躇，故而
迟至今日才得识荆。”刘逢禄道：
“足下多虑了。本科会试，我并未
应考差，根本无避嫌的必要。”

88 礼部主事刘逢禄 43 又有人作案

姚个奇转天就来到公安处大
院，指名道姓地要见处长李正弘。
门卫不认识这位腰板笔直、精神旺
盛的老头儿，把他当成了退休老同
志，客气地请姚个奇进屋，然后飞
快地给办公室打电话，说有个老同
志点名找处长，看架势是来上访的。办
公室主任一溜小跑地来到门卫室，看见
姚个奇立马就松了一口气，从老远就伸
出双手，摆出一副热烈欢迎的造型。姚
个奇也没客气，抽出被对方紧握的手，
顺势指了下办公大楼说：“我想见见李
正弘李处长。”办公室主任堆着笑脸，把
姚个奇领进处长办公室，倒上杯水躬身
说道：“李处正在开会，您在这等等。”姚
个奇等到中午，也没见到李正弘人影，
当他正要离开的时候，办公室主任又回
来了，仍旧笑容可掬地说：“市局下午有
个会议，李处会后便直接奔市局了，他
让我带您去咱小食堂吃饭。”姚个奇打
断他的话说：“我不是回单位来蹭饭的，
你告诉李正弘，明天我还来找他！”

第二天，姚个奇来到公安处大门
口，就见办公室主任正在四下张望。
姚个奇走到他身边，哼了声说：“你是
等我吧？”办公室主任立刻点着头答
道：“您不愧是老前辈，神机妙算，我就
是等您呢。”姚个奇说：“是李正弘让你
在门口等我，拦着我不让进去？”办公
室主任急忙摇晃着双手说：“可不是这
样！昨天接到通知，说今天有警卫任
务，李处今天一早就去检查警卫岗点

的落实情况。临走之前，他特意嘱咐让
我在门口迎接您，请您到办公室等他回
来。”姚个奇问：“他什么时候回来？”办公
室主任摇摇头说：“这个就不能确定了，
您知道咱们公安处管着百十公里的线路
呢。”姚个奇心里琢磨，八成是李正弘不
愿意见面，就算是不待见我这个老民警，
可我还是他师傅啊，不至于搬出警卫任
务这个谎话搪塞我。他沉吟一下说：“既
然你说有任务，我不问也不打听。你就
告诉李正弘，我明天一早顶门找他，有重
要事情要向处领导汇报！”办公室主任
说：“瞧您说的，怎么能是汇报呢！您是
来指导工作的。您放心，我一定把您的
话转达给李处。”

第三天早晨，姚个奇踩着上班铃声到
达公安处门口，出乎意料的是，没有办公
室主任迎接他，迎面碰上了刑警队政委。
刑警队政委先是愣了一下，随即赶紧伸手
去握姚个奇的手：“老领导，您怎么来了？”
姚个奇说：“我不是找你来的，我找李正
弘。”政委说道：“真不巧，今天您在这里可
找不着他。”姚个奇说：“什么意思？难道
他还躲着我？”政委小声说：“出事了，李处
去现场了。”姚个奇问：“出什么事了？”政
委说：“一列火车在柳青站让人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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