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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节气漫谈

周汝昌给史树青送匾
周伦玲

·响晴轩续话·

几天前，一位朋友给我发来一页网上拍卖的信笺，让
我帮忙确认一下是不是父亲周汝昌的手迹。展开看时，
父亲那熟悉的笔迹顿时映入眼帘，我当即确认这是真迹
无疑。

这是一页人民文学出版社早年的信笺，上面六七行的
大字，总共不过50余字，疏疏落落，正是父亲眼睛损坏后的
书写特征。最奇特的是，在信笺右上方，有父亲用双线框
起来的“有求必应”四个大字，让我好生奇怪。现把信札内
容引录于下，供读者赏析：
庶卿老兄：

我得给您挂一面匾，其文如上图！蒙荷代检亲携，感

纫无以。谨遣子建奉璧，乞请詧入，并祝

国庆中秋双节大庆之喜！

弟汝

朋友问我：这是周先生写给哪位的信？是怎么一回事
儿呢？朋友让我帮忙说明一下。我只好奉命勉为回答，提
供我所了解的相关信息。

最先明确的是，这是父亲写给史树青先生的信札。父
亲和史先生都是顾随先生的受业弟子，他们二人是好友也
是学友。史先生比父亲小几岁，其早先的署名不是现在的
“树青”二字，而署“庶卿”，父亲写信常称其为“学长”“老哥
大人”，以示尊敬。所以这封信的抬头即是父亲称其为“庶
卿老兄”。

信开头第一句便是“我得给您挂一面匾，其文如上
图！”原来，父亲用双线框起来的“有求必应”，是送给史先
生的一面匾。仔细端详，画得还很逼真，匾的下面有托，两
边还有挂钩。父亲常喜欢这种做法，画图以示说明，给人
一种真实亲切感或者幽默感。

但是，父亲为什么要给史先生送匾呢？而且让父亲
“感纫无以”？父亲用了“蒙荷代检亲携”六个字，便说明了
原委——原来是得到史先生代为检寻并亲自携来之故。

检寻的是什么？信里没有交代。接下来父亲说遣儿
子建临“奉璧”，璧是中间有孔的环形玉器，可谓珍宝。在
这里应指宝贵的东西，父亲指派儿子去奉还宝物。“乞请詧

入”，詧是察的异体字，是说请史先生亲自验收。至此，信
的内容即已结束。

但是，“蒙荷代检亲携”，又“遣子奉璧”，到底指的是什
么？落款又没有年代，真是令人一头雾水。然而，信尾的
“祝国庆中秋双节大庆之喜”却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猜想
父亲这样落笔，应该是这年“国庆中秋双节”相连。于是赶
紧查阅万年历，竟然发现1974年的9月30日是中秋节，与
国庆节紧紧相连。这一结果，让我大喜不已。

1973年年初，父亲的《红楼梦新证》被有关方面列入出
版计划，任务很急。父亲经过百般的争取、努力，终于获准
对《红楼梦新证》进行扩充修订，时间十分紧迫。也就是在
这个时候，父亲眼睛出现了问题，至1974年加剧。记得那
年3月份的一天凌晨4点，建临弟即赶往协和医院去挂号，
那一天父亲的眼睛就被上药且包缠上了，随后医生即要求
必须立即住院。为了抓紧《新证》的修订工作，父亲与大夫
展开谈判，决心先出院，继续工作。不久医院又查得父亲
的黄斑破孔未愈，右网膜激光后还有未贴住处，还必须再
次住院……父亲有一首诗，后半阕是：“积稿待加一篑毕，
离家便似万年长。心情辗转良堪笑，开卷何时目十行。”写
的正是那时节目疾住院，积稿盈筐待整的实况。如今回顾
起那些往事，历历在目，不堪回首。

那个年代，能争取到对《红楼梦新证》进行扩充修订，
实属不易。父亲有许多需要增入修补的内容，除了自己
艰难的付出之外，也曾得到过许多友朋的帮助，提供材料
和线索。这期间父亲与史树青先生交往颇多，比如，向其
借阅《红楼梦真梦传奇》；比如，当时老词家张丛碧先生从
友人处获知日本儿玉达童教授曾言及三六桥本《红楼
梦》，其情事与高续本大异，父亲就惊为关系至钜之重大
发现，十分关注。后来史先生把刊有张琦翔文的《北大文
学》创刊号送与父亲过目，他俩当即议定：给当时国家文
物局局长王冶秋写一材料，期待明清工艺展代表团赴日
本时，可一访求……

那时我们家住无量大人胡同，而史先
生住在东堂子胡同，两巷紧邻，来往甚

便。因此父亲随时可去史先生家小坐快谈。有一回，父亲
提到薛宝琴口中言及的那个真真国中会作诗的女子身上
穿的是“锁子甲”，腰里挎着“倭刀”，说：这像哪个国家的服
装打扮？史先生听父亲这么问，不假思索，立刻回答道：这
是古代天方国，他们是伊斯兰教，早先的打扮正是这样！
这有资料可查，我回去给你查查，若找到给你送来。他的
热诚让父亲感动，他的博学又令父亲佩服。过了一两天，
史先生果然带来了一本历史资料给父亲看，里面记载的大
致正是他所告诉父亲的那个样子。

有一天，史先生又来拜访，他拿出一包书稿让父亲过
目。打开看时，却是清代乾隆时宗室永忠的诗集稿本。父
亲一见，得知诗稿里面有永忠因读《红楼》而悼念雪芹的绝
句，非常之惊喜。史先生见父亲很高兴，就请父亲写一题
跋，以便让人知道这部诗集的难得和价值。于是，父亲一
下子写了五首七言绝句，诗后记道：“庶卿同门学长前辈老
兄惠示延芬室诗写本，叹为难觏，承索题，率以小句应命。
灯下昏目至不能成字，想不笑恶札耳。”

再回到本文开头父亲的信札，史先生“代检亲携”，父
亲“遣子奉璧”，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原来，父亲一直对《红楼梦》五十二回晴雯补裘的雀
金呢感兴趣，父亲认为曹雪芹笔下虚构的东西很少，都
有实物。史先生表示同意，并说这雀金呢故宫里就有实
物。在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活动中就曾展出过这
种织料。趁此次修订《新证》，至9月下旬，父亲再请史先
生帮忙借阅周肇祥的《故宫陈列所记略》。史先生很快
就将此书送来，让父亲大为感动。父亲用毕，第二日便
遣建临弟送还。父亲后来就把这些资料运用在《新证》
增订版里。

在《红楼梦新证》“史事稽年”一六七〇 康熙九年条
下，父亲写道：……《红楼梦》中所写，如刘姥姥所见怡红院
之大穿衣镜，王熙凤屋中自鸣钟，贾母看戏时所用之聚光
灯，宝玉所穿雀金呢等织品，以及各种香露，贵重匣装药物
“依弗哪”，种种当时异样难得之物事，皆写西洋产品，为一
般富家所不能有者……至曹雪芹写贾母以雀金呢为“哦啰
斯”所织，此或泛指西洋，或南洋古地名有音近而致讹者。
《国学丛刊》第四册周肇祥《故宫陈列所记略》云：“乾隆时
孔雀毛织成蟒衣……皆罕见之品，提出陈列。”（周氏曾主
陈列事）是清代确有此种织品之证……

以上就是父亲给史树青先生写信所涵盖的内容，也是
给史先生送匾致谢的缘由。

题图：2002年，周汝昌先生（右）与史树

青先生共同出席北京当代著名学者书法展时

合影留念。

在渤海湾边流传着一句非常巧
妙，又耐人寻味的渔家方言：“活田。”

小时候，吃饭前常会听到妈妈
说：“等等治活田的回来一起吃。”
治活田的，指的是出海打鱼的人
们，等他们回来一起吃热乎饭，是
祖辈们留下来的规矩。那时我还
不能理解活田的含义，只知其指的
是海里的海鲜。村里人把水温寒
冷季节才有的海鲜，俗称为冷活
田，不洄游的本地海鲜俗称为小活
田，而把那些价值高的叫做大活
田。不过，大活田还得是渔汛强的
品种，符合这个条件的只有洄游类
集群活动的海鲜，比如黄花鱼、鲙
鱼、鲅鱼、黄螃蟹、对虾等。在前辈
们的眼里，海鲜的出产分季节、场
地、品种，与农田很相似，它们就是
枕镰待割、漂浮不定的活庄稼。

治活田与种田不尽相同，都是
靠天吃饭，一个活字把渔家人的艰
辛表达得淋漓尽致。渔家谚语：
“鱼在水，燕在空。”意思是，人们很难准确断定
渔获的产量和品种。渔家还有句谚语：“鱼虾没
有三日猛。”意思是，渔汛期来了要抓紧时间，它
们不可能持续旺盛，留给人们捕捞的机会不多，
更会出其不意地出现在人们的面前。

记得那年歇暑假，正是出虾皮的旺季，我和
村里很多有能力的“闲人”一样，用抢网去捞虾
皮。那天，潮水涨到了海垱脚下，我扛着抢网来
到海垱上，看到站在齐腰深水里抢网的人们，都
在懒洋洋地推着渔网前进，这是渔获很低的状
态。我心想，这是没啥货呀，就放下渔网坐在海

垱上看热闹。不一会儿，一股清凉的西南
风扑面而来，只见水里的人们动作快了起
来，推着抢网走几步就把渔网掀起来，然后
用捞拎（渔具）捞起渔获装进网袋里。我赶
紧拿起抢网下水去找他们，可是当我到了，
时辰已过，只能望海兴叹。

上世纪60年代，渤海湾边的渔村
里，每年都会大量加工毛蚶肉，那是当年
最丰厚的小活田，也是那个年代重要的
出口海产品。据说，毛蚶最多的地方在
“半湾”，位于海河与蓟运河之间的浅海
中。这里因为特殊的水文环境，淤泥稀
深，特别适合毛蚶的生长。据蔡家堡村
老渔民回忆，当年一袋烟不到的工夫，渔
网里就会装满了毛蚶，一条船两天就能
捞两三万斤。后来，随着河水污染的加
剧，以及过度捕捞的影响，上世纪80年
代到90年代，渤海湾的毛蚶持续多年没
有产量，很多人想实实在在地吃一顿本
地毛蚶，都成为一种奢望。这说明一点，
再好的良田，不加以呵护也会成为荒地。

前辈们把活和田连在一起，饱含着
他们的大智慧。很多人不了解渤海湾边的海鲜，几乎
都有一个小名称。比如，不够一尺长的梭鱼，叫梭鱼
羔儿；八月十五之前的对虾，叫虾钱儿；没有成熟的圆
脐螃蟹，叫花脐；很小的鲈鱼，叫鲈板儿；当年的小黄
鱼，叫黄花秧子，等等。它们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都还
没有成熟。在今天看来，这些没有达到成熟标准的海
鲜，都在被保护之列。由此，让我想到一个很文艺范
儿的名词——犁涛牧海。活田，那些能给我们带来美
味享受的海鲜，也需要我们像呵护庄稼一样去加以爱
护。在活田的含义里，做好渔业的可持续发展，我们
的前辈早已有了先见之明。

我写着关于霜降的文字，巧了，收音机里应景似的正播放骆玉笙的京
韵大鼓：“季秋霜重雁声哀，菊绽东篱称雅怀，满城风雨重阳近，一种幽香
小圃栽……”

唱词里提到的重阳节，可能在秋分和白露节气里，也可能在霜降。南飞
的雁声在此前的节气就有了，到霜降节气仍有，菊花在此时也并未开败。霜
降是秋天最后一个节气了，换一种说法就是，霜降过后，就是冬天了。

霜，常常和雪并列起来叫“霜雪”，也有成语“风霜雪雨”，把风和
雨也罗列在一起。包括之前白露和寒露节气里的露水，这都是反映
天地间阴晴冷暖的自然现象。霜是粉末状的固体，指的是贴近地面
的水汽受寒降温到霜点以下，在地面和物体上凝华而成的白色冰晶，深
秋时节，气温更低了，早晨时地面看不到露水
了，能看到白色的冰晶粉，好像雪似的，细看不
是，那就是霜。有人说，霜就是露变的，也不能
完全这么说，只能说，天气更冷了，水汽不再凝
成液体的露，而凝结成固体的霜。

和霜相关的成语，还有凌霜傲雪、风刀
霜剑等。看起来，霜也是比较高洁冷傲，和
风雪一样，具有一定的杀伤性，对人的意志
品格是个考验。

霜降节气，太阳到达黄经210°，每年公历
10月23日前后交节。霜降，并不是指这个时节
就“降霜”了，霜在更早和更晚的时候都可以
有。这里的“降”，更多指的是降温，白昼的温差
更大，天冷了，风大了。

其实霜也不是像降雨似的“从天而降”。东
汉学者王充《论衡》：“云雾，雨之征也，夏则为露，
冬则为霜，温则为雨，寒则为雪。雨露冻凝者，皆
由地发，非从天降。”古人认为，不管风霜雪雨露，
“皆由地发，非从天降”。当然，雨、雪、冰雹等尽
管也是“由地发”，毕竟还是从天上掉落下来的，
而霜本来就是水汽凝结在地面上的冰晶，当然，
霜还可以在房檐、烟囱、树枝、田野、道路、电线杆
子上面凝结，想象一下，一幅水墨画呼之欲出。

说起“霜重”，陈毅元帅有诗“西山红叶
好，霜重色愈浓”，覆盖着霜的红叶的确红得
更浓烈和透明。霜打过的一些蔬菜和水果
色泽好看，味道也好像更鲜美，经霜打过，好像是一种锻炼，大约有些经
风雨才见彩虹的意思。但也有句俗话叫“霜打的茄子——蔫了”，那看
来，这个时候已经不是茄子的好季节了，是谁的花期谁就盛开。也可能对
于茄子来说，霜重得过了火候了，经受不起。

人们常常把霜降时节的红色叶子叫做红叶，白居易诗“霜叶红于二月花”
则直接叫成了霜叶，其实就是枫树叶。在北方，枫叶红最好的时间在10月下
旬，差不多就是在霜降节气里。当然前面的寒露和后面的立冬节气，也有的
地方叶子正红，而且，红的最突出的是枫叶。但万山红遍也不都是枫叶，其他
树叶也有可能在此时变红。这个时节，京津地区很多人都去香山看红叶，在
我过去的认知里，香山是最好的赏红叶目的地，我年幼时跟随父母去香山看
红叶，觉得那里的红叶真的能红透半边天。后来成年后，我和不同的人到过
香山，好像哪次也没有找到当年看红叶的感觉，叶子比人多，往香山顶鬼见愁
爬的时候，看不见红叶，看到的都是前面人的大腿。远望山上是一片红叶，走
近看，却看不出有多么红。我后来不论是做律师办案子，还是开笔会，走过全
国的很多地方，才知道，看红叶不一定是香山，也不一定是在北方，无论是比
我这里更北的东北或者西北，哪怕是南方，都有红叶可以看。

很多事只有到了一定年龄才能明白，我甚至开始知道，看红叶不一定
要出天津，到蓟州山区，也一样能看到很好的红叶，就算不出自己居住的
小区，院子里其实也能看到红叶。

说起蓟州山区，这个季节不仅能看红叶，著名的磨盘柿子也下来了。
那么大个儿的柿子，黄澄澄的，晶莹好看。里面是硬的，吃柿子前要“懒”，
否则吃起来是“涩”的。回忆起吃柿子的经历，好像柿子不是吃的，而是
“喝”的，“懒”过的柿子，外面的壳好像一个罐头盒，里面的柿子主体硬物
变成软软的黏稠汁液，如果不能一饮而尽，三口两口也是可以的，很甜，有
的还带着冰碴子。

和我家隔着一湖水面的那户人家，院子里正有一棵柿子树。金色柿
子，简直有照明作用，一个柿子就是一盏小灯笼，那么多柿子拼在一起，就
像一串彩灯一样，给深秋的傍晚带来色彩和希望。金色的柿子和红色的
枫叶，在冷风里有点傲然，哪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味道，冷其实也是一
种味道，味道不仅属于舌尖，也属于皮肤，属于鼻子，属于炊烟。此刻，风
声不作，天色在夕阳的光辉中很是爽朗，夕阳融化成金水，用风做了传送
带，抹在柿子的表层。纷纷回家的人路过那棵柿子树，有人驻足仔细看，
有人匆匆而过，柿子灯照亮他们的脸，我内心有说不出的感动。

霜降的三候，一候豺乃祭兽。豺开始捕获猎物准备过冬，就像雨水节
气的一候“獭祭鱼”，仪式感也非常强烈。二候草木黄落，俗语说，霜降杀百
草，这个时候树叶枯黄，掉落得很多，一些油画描绘落叶的场景，金色的叶
子，像梦一样。三候蜇虫咸俯，是说动物大都在此时不吃不喝，开始冬眠。

别说动物开始冬眠，“霜降不起葱，越长越要空”，马上要过冬，北方陆
续的秋收必须要结束了。南方的秋收还在火热进行中，中国幅员辽阔，高
楼大厦和霓虹灯当然好，人最离不开的，还是这望不到边的、养育人的土
地。土地之上，除了庄稼就是人。

题图摄影：王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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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即兴

张峻屹

改革开放韬略伟，廿大盛会开宇新。

伟大复兴前程锦，特色道路惠黎民。

环球雄踞吾人喜，山河巨变悦古今。

贫弱衣冠抛大海，亿万华胞笑吟吟。

乘风破浪向前进，行稳致远永争春。

致贺党的二十大开幕

王海福

行道京华盛会隆，全球关注望云风。

九州献礼凯歌报，四海扬波祝贺声。

擘画宏图谋大业，领航时代踏新程。

人民至上江山固，赤色乾坤万古雄。

庆祝党的二十大召开

李棠

英聚南湖理想同，锤镰相辅一旗红。

征途坎坷共舟济，矢志黎民立本公。

家富国强犹可誉，百年伟业树碑崇。

启航新纪东风会，使命初心承始终。

寄望二十大有怀

郑玉桥

红船世纪铸辉煌，廿大召开再启航。

国计运筹攀鼎盛，民生经略迈康庄。

狂澜叠浪千帆进，砥柱中流百代强。

回首当年追绮梦，初心不改续华章。

有感盛会抒怀

颜昌栋

青山花树，绿水微波渡。开放

创新龙凤翥，民富国强欢祝。 建

党百载辉煌，竞开精美篇章。举目

风清日丽，红旗踔厉激扬。

欣迎盛会有感

郭宝强

华夏春风万里驰，百年圆梦有

成时，欣迎廿大巩丕基。 使命肩

担强国任，初心背负裕民思，神州新

纪壮猷期。

诗词六首

律师，写字楼里和法庭上的“律
政精英”；快递小哥，城市乡村街头上
穿梭的勇者。万事万物，相互之间总
能找到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律师和
快递小哥也是这样。律师行业，受人
之托，忠人之事。律师为了当事人的
委托，那可是尽心尽力。而快递小哥，所
做的工作何尝不是如此呢！为了使命必
达，他们骑一辆电动车满城穿梭。为了准
时送到，他们奔跑得气喘吁吁，赶上没有
电的时候，十几层的高楼也要爬上去。

而律师的工作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每天早上大街上的人流里，很多背着双肩
背包或者提着手提公文包的律师行色匆
忙，他们在法院和看守所的门口焦急等待
着。而快递小哥的工作又何尝不是如此
呢！在中午送外卖的时候，一群快递小哥
站在写字楼的楼下，穿着一看就知道职业
特征的服饰，眼巴巴地望着楼上的白领丽
人们赶快把食物或者购买的其他东西拿
走，如果写字楼的保安禁止他们上楼，那
么他们只好等待了。他们的焦急是因为
他们想准时送到，另外，他们急于赶到下
一站，下一站不迟到的前提，是这一站首
先顺利送到。而律师的工作又何尝不是
如此呢！律师每天的工作时间就是那么
多，律师希望在单位时间里提高效率，把
每一件事做好，前提是先把手头、当下的
事情做好。律师是靠自己专业技术吃饭
的人，律师日拱一卒，业精于勤。

而快递小哥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在
街上骑车快速穿梭的小哥，他们要练好驾

驶技术，优化路线，他们负责在电话里安抚白
领丽人焦灼等待的情绪，别急，我马上到！快
递小哥一边骑车一边会事先通知订单人下楼
拿东西，沟通不仅是态度问题，也是一种技
术，会说话的人到哪里也不会输，哥，姐，下楼
吧，时间刚好。而律师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一个好的律师，除了要把案件研究好，把事实
吃透，把法律关系梳理清楚，和当事人、和审
判员的沟通工作，更显得非常重要。完成一
切工作的前提是要守法，律师依法为别人服
务，自身首先要守法，用非法手段达成目的是
不行的。而快递小哥又何尝不是如此呢！驾
驶技术可以提高，路线可以事先设计，如果横
冲直撞，违反道路交通法规，哪怕东西准时送
到，那也不是一个好小哥，弄不好还会受到处
罚。而律师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律师为了当
事人的案件结果绞尽脑汁，律师之前也不一
定是学习法律的，什么样的出身可能都有，也
有法官辞职当律师的，每个当律师的人，都会
有自己不一样的心路历程。而快递小哥又何
尝不是如此呢！他们中间有专职的，也有兼
职的，据说也有公务员兼职的，也有不少快递
小哥并不是想象中的学历不高，甚至研究生
学历的占了也不少……

列位看官，各行各业，又何尝不是
如此呢？

57 又何尝不是如此

刘逢禄对龚自珍道：“庄表兄屡
称足下志向高洁，果然不假。趋跄
奔走，原非君子所为。但如今风气
如此，逸世独立者，能有几人？足下
正当有为之时，以足下之才，功名是
迟早的事，不必为今科失利灰心丧
气。科第中未必尽是英才，落第者也未
必没有英彦之士。即如默身先生，至今
还是一袭蓝衫，连举人也未中，但我敢断
言，今后成就远非许多巍科高中者能
比。再如于庭表弟，远非凡庸，但迄今不
售。可见科名之外，多有遗才。这一点，
有识之士早有共识。科举之法的改革是
迟早必有的事。”

刘逢禄这一席话，说得自珍心头轻
松了不少。这种见解对他来说并不新
鲜，但出自一位两榜进士出身的礼部官
员之口，使他感觉又自不同。他早就热
切盼望着改革，但又觉得难以改革。他
满怀疑问地说：“改易得了吗？”

刘逢禄说道：“自古无不易之法。眼
前改革不易，将来未必困难。总之，不变
是暂时的，变革是不可避免的，譬如江河
东下，崇山峻岭能阻挡得了吗？”
“先生治公羊之学，天下独步。其要

旨是什么呢？”自珍忽然撇开了正在谈论
的话题。

刘逢禄一听自珍问到这
个问题，立刻精神大振。他朗
声说道：“何休说《春秋》中‘多
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公羊之学
要在阐发幽微，探求‘那些非常

异义可怪之论’的真正含义，作经邦济世之
用。自魏晋以降，经学家只知考证古籍文
字异同和古代典章制度，解释文字古义，往
往钻到鸟兽虫鱼等琐碎事物的解释中，不
厌其烦，这实在是舍本逐末的做法。从国
朝之初的顾亭林先生，随后有阎若璩、胡谓
等人，到乾嘉之间达到极盛，戴东原先生、足
下的外祖父段老先生和王石癯，都不愧为
一代宗匠。他们在整理古籍方面功不可
没。但风随草掩，后学士子都跟着埋头故
纸堆中，不问国事，不问民生疾苦，甚至借此
避世。长此以往，让谁去为国尽忠，为主分
忧，为国理民？所以我的外祖父侍郎庄公
著《春秋正辞》，精研公羊之学，欲以公羊春
秋中的微言大义弼补时政。下官不揣浅
陋，继承外祖父的未竟之业，以不登大雅之
堂的‘买饼’之学，抗衡风靡士林的‘大官
厨’，虽屡经讥讪，有何惧哉？”刘逢禄侃侃而
谈，声震屋瓦，说罢又爽朗地大笑起来。

龚自珍自幼在外祖父的指导下研究
文字学，“以经解字，以字说经”，
考据学已有一定成就。近几年
来，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渐
深。加上他一向关心时政，关心
民生，对只知在书斋里钻故纸堆
的考据兴趣渐减。

89 自古无不易之法 44“轧道车”就要进站
高克己到柳青站时，正好碰见

柳青站派出所所长出来巡查，两人
是老相识，于是就站在车站前的小
广场边上聊几句。所长对高克己
来到柳青站很诧异，问他是不是走
错门了？因为最近派出所管界内
没发生任何刑事案件，刑警队的哥儿们
怎么跑到城乡接合部来了？高克己笑
着说：“我现在不在刑警了，调到警卫支
队去了。”所长说：“那更不对了，以你的
资历和能力，调到警卫支队肯定是坐办
公室里呀。”高克己摇摇头说：“最近任
务多，支队里年轻的弟兄们都出去了，
咱总不能让比我更老的同志，或者支
队长、政委来这站岗吧？”两人边走边
聊边看，高克己看完车站里的警卫岗
点，突然像想起来什么似的问所长：
“老杨，我记得前两天那起石击案件，
就发生在你们管界内吧？”老杨点点
头：“快别提了，这个案件把我们折腾
得人仰马翻，先不说局、处两级领导，
就说重新审核落实这些警卫岗点，就
让我们磨烂了两双鞋。话说回来，这
些岗点当时可都是上级审查落实以后
备案的，根本不会存在问题。”高克己：
“可你们毕竟还是出岔子了。”老杨说：
“所以我说这是个意外嘛。警卫支队、
刑警队，还有技术支队来了多少人勘查
现场，到现在也没说清楚这石头子是从
哪飞来的，要我说就是纯属意外！”

高克己没有再搭腔，他心里琢磨
着，看来所长还不知道已经找到了树上

的触发装置，虽然目前无法推断具体时间，
但是作为当时警卫岗点上的人员，没有将
检查范围扩大、没有发现和查找出隐患，也
是一种潜在的责任。可话又说回来，铁路
沿线上的警卫不像面上的一处楼群、一片
小区、一类人群那样能监控得过来，单凭两
三名民警梳理几公里长的线路，的确会捉
襟见肘。沿线派出所民警平时都会花很
大力气，摸排调查沿线的治安状况，也会
根据实际情况分类出很多重点人口，其中
就包括有前科劣迹和精神疾患者的情况，
有了这些基础工作，他们才能保证铁路沿
线的安全和稳定。想到这里，高克己倒是
有些理解所长的话了，从所长的角度上
看，这类石击事件更像是偶发的事故，而
不是有人预先设伏。

两个人很快就将车站内的明岗暗哨检
查了一遍，所长看看手表说：“时间差不多
了，一会儿‘轧道车’该进来了。”高克己知道
这是行话，意思是警卫任务前到站的一趟
车，因为是在任务之前进站或者通过，所以
警卫人员必须对这趟车格外关注，“轧道
车”可以是客车，也可以是货车，今天这趟正
巧赶上是在柳青站停靠的客车。此时，他
们两人谁也想不到，就在几分钟后，在这趟
“轧道车”上发生的事情会闹得天翻地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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