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次与父亲相识的人，特别是曾与父亲见
面相握的人，一定都会对父亲的握力留下深刻
印象。那温暖厚重的大手和充满力道的一握，
足以令壮汉热血涌动，更会让纤纤玉手的女性
稍感不适，而父亲此时一定会爽朗地大笑。闲
暇时，我常会陪父亲聊天，抚摸着父亲的那一双
大手，我细细地端详，觉得这双手写满了沧桑，
写满了父亲一生的喜乐悲欢，写满了令晚辈敬
重的过往和故事……

父亲1925年出生，老家是宁河胡家甸。全家
6个儿女，父亲排行第四，名恩科。十几岁时，父
亲跟随父兄闯关东来到长春，在一家木匠店当学
徒，那时，东三省正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之下，四
年多的亡国奴生活，父亲吃了很多
苦、遭了很多罪。当他出师之后，便
不愿再忍受日寇的欺凌，从长春返
回家乡。回乡不久，他在当地党组
织的培养教育下，参加了党的地下
工作，参加了区小队的秘密培训，当
过民兵队长和村干部（治安员）。
一双扶犁握锄的大手，终于拿起了
枪杆子，配合地方游击队参加抗日
行动。1944年9月，父亲经时任宁
河三区副区长的云山同志介绍，加
入了党组织。有一次，父亲被日本
兵和伪军绑到村庙里，逼他承认是
八路军，奶奶急得不行，哭求村里的
乡亲才把父亲保了出来。那一年，
区小队被打散，父亲避开人多的地
方，一路要饭，喝着牛马蹄印子里的
积水，穿着两只不一样的鞋子摸回
村里，重新找到了共产党的队伍。

1948年12月14日，汉沽解放，父亲当时所在
的冀东长芦盐务管理局，直接参加了解放和接收
长芦汉沽盐场的战斗。之后，父亲和部队的一部
分同志，转为盐务缉私部队，负责盐场和盐业资源
的保护，并于1949年，积极投身抗击百年不遇的大
海啸和恢复盐业生产的战斗。解放初期，汉沽地
区敌特活动猖獗，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失败，经常
有潜藏的敌特分子，对人民政权进行破坏活动。
直到1950年，汉沽盐管处党员的身份和党的组织，
才正式对外公开。父亲说，他那时担任盐管处总
务管理员，时常要套上马车外出采购，为了保证随
身携带的现金和货物安全，组织上给父亲配备了
长枪和短枪，长枪藏在马车的车梁下面，短枪则贴
身携带。父亲说，解放后的几年，他的配枪时间是
除几位领导外年限最长的工作人员，组织和领导
对父亲的工作充满了信任。

父亲曾历任村民兵队长、铁龙部队战士，冀
东长芦盐务管理局交通班战士、班长，冀东长芦
盐务管理局局长警卫员。汉沽盐管处高庄税关
司秤员，汉沽盐管处总务股管理员。参加过汉沽
地区有名的杨家泊战斗和付庄战斗。父亲双手
紧握钢枪，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解放和
接收了拥有方圆百里的北方海盐重要生产基地，
明、清两朝贡盐产区天津长芦汉沽盐场。父亲的
手更握过盐场建设的铁锨和扒盐的大耙，为重新
回到人民手中的百里盐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
为作为国家经济主要来源的盐业生产，都做出了
一个老兵的贡献。

可以说，父亲除了“文革”时下放劳动，大部
分工作时间都是在和钱与物打交道。父亲握枪
的大手抄起了笔杆儿，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凭
借对工作的细致认真，往来账目和无数钱物，就
像钢枪上的准星一样精致准确，从未出过任何差
错。父亲曾和我们说起一件他永生难忘的往事：
那是解放初期，父亲在汉沽盐务管理处总务股任
管理员，一天，他突然发现由自己保管和负责使
用的260万元（旧币）现金不知去向，当时整个人
都蒙了，这些钱可是整个盐管处同志近一个月的
生活所需，一旦丢失，一是责任重大、对不起组
织，二是关乎自己的清白和人格。紧急情况下，
父亲将此事向盐管处办公室主任等领导进行了
汇报。上级领导安慰了父亲，也对他的粗心大意
进行了严肃批评，并在短时间内筹集钱款，解决
了全处人员的生活问题。过后，这件事表面上看
已经风平浪静了，但组织上派出两个调查组，对
包括总务股股长在内的6名成员及家庭，进行了

内查外调和明察暗访，当然，这一切都是在他们毫
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调查组的同志来到父亲
位于宁河老家的奶奶家，先是围着破败的房子转
了几圈，双脚迈进屋里感觉“咕咚”一下，原来屋
里比外边的地面低了足有多半尺，看着用两根木
棍支撑着的房梁，锅台上清汤寡水的粥饭，奶奶
和孩子们补丁摞补丁的衣服，他们心里就明白了
一切……待到调查组来到总务股股长家时，他的
家人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说出了一切。最终，在
政策攻势下，股长终于承认了是他趁父亲不在
时，用父亲忘带的钥匙打开了放钱的抽屉，窃走
了现金。事实证明，父亲是清白的。直到现在，父
亲还经常说：“幸亏组织英明啊，不然我就是跳进

大河（蓟运河）也说不清啊！”
母亲也说起过一件往事：那是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父亲在盐场一
分场当食堂管理员，经常是每个月
才回一次家，回家时也从没给母亲
和三个孩子带回什么吃食。有一年
冬天下大雪，家里几天揭不开锅了，
大雪把院门都封死了，母亲只好喊
隔壁的邻居帮忙解救，邻居大爷好
心，从墙外边扔过来几个冻蔫了的
大红萝卜，算是救了一家人的性
命。母亲还说，父亲在盐场担任采
购员时，常会经手一些重要物资和
紧俏商品，盐场采购员是个吃香的
工作，关系单位和经销商为了自身
利益，千方百计同采购员拉关系、给
好处，面对种种诱惑，父亲丝毫没有
动心，更没有因工作牟取过任何私
利。父亲说过：“经我手有过大量现

金和财物，但没有私存过一分，留用过一件，公家的
钱就是拿一分，心里也不舒坦。”父亲的手虽然粗
糙，但是洁净。工作中，他始终两袖清风。

母亲原籍河北省滦南县柏各庄镇，当年父亲
所在部队转战冀东，组织上的同志介绍他们认识
并结为伉俪。母亲解放初期就随转业的父亲来到
汉沽，并于1958年进入汉沽盐场工作。父亲回
忆，结婚不久，母亲参加了汉沽盐场举办的妇女家
属文化扫盲班，父亲用近一个月的工资，给母亲买
了一支大“金星”钢笔学文化，这在当时是相当气
派的，可见父亲对母亲感情之深。

上世纪70年代，父亲因病较早地从工作岗位
上退下来，那是由于战争年代，长年的爬冰卧雪、
饥寒无常，父亲从年轻时就患有较严重的胃病。
曾听母亲说，有一次，父亲因胃出血造成昏迷，单
位用马车把面如土灰的父亲，从盐场拉回家里，单
位的同事对母亲说，要有思想准备，老杜不会有太
长时间了。盐场医院经过诊断，也主张将父亲的
胃切除三分之二，他的病床头天晚上系上红布条，
转天就要进行手术。可在当天夜里，父亲竟跑出
了医院，趁着夜色，骑着自行车又回到了工作单
位。单位无奈，只好安排父亲去北戴河疗养一年，
凭着顽强的毅力，父亲最终还是挺了过来。

我小时还有印象，父亲经常趴在炕上，胃口下
边放着一个暖水袋，吃饭也和我们不一样，他只吃
烤馒头干儿和米粥，米饭、烙饼、捞面、水饺一概不
吃，烟、酒等一切辛辣食物全部戒掉。通过锻炼和
保持乐观心态，父亲的身体逐渐好了起来。谁也
不会想到，性格坚强、不畏困难的父亲，如今已是
97岁高龄。

去年，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时，父亲的
党龄已有77年，当盐场党组织将“光荣在党50
年”纪念章送到父亲手中时，这双饱经沧桑的大
手似乎有些颤抖，掂出了这枚奖章的分量，眼
里噙满了泪水，他想到曾经学过木匠的这双
手，后来握起了枪，又为党掌管钱财。他用自
己的手艺，带领工人为百里盐滩做涵闸、修漏
斗，为万名盐工的修滩会战，制推车、做榔头，
银滩百里流下了辛劳
的汗水。父亲的双手
还有绝活儿，能空手吹
出布谷鸟的叫声，那是
当年打游击时，在芦苇
荡里，战友们相互联系
时用的暗语……
本版题图 张宇尘

2022年10月5日，国庆长假期间，正是疫情
肆虐之时，百花文艺出版社同仁惊悉噩耗：老社
长郑法清病逝。很多人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因为
在大家心目中，老郑永远是那个忘我工作、忘情
说笑的燕赵男儿，怎么会一下子离我们而去呢？
百花人不免纷纷痛悼。老郑遽归道山，我早有意
料。前年8月初，老郑来电话说，体检肺里出
了问题，已经做了5次放疗，效果很好，老郑
说得很轻松，我却听得很沉重，预感凶多吉
少，但又觉得老郑身体底子好，现在医学发达
了，即使不能治愈，维持生命总还没问题吧，
岂料仅仅两年，我与老郑便阴阳两隔。

40年前我认识了老郑，那时我刚到百花
社当编辑，经常看到报刊上一个写评论、随笔
的署名“管蠡”，就觉得这个名字起得好，既谦
虚又贴切。老郑当时是出版局的一般干部，常到
出版社来，我才知道他就是“管蠡”，大号郑法清，
爽朗、健谈、嗜烟，出身河北大学中文系，受过大
师的调教。当年的河大中文系，名宿云集：詹瑛、
顾随、裴学海，哪一个不是如今“博导”的博导的
博导。不久，老郑调来百花社，又不久，担任了社
长兼总编。上任伊始，社里并不和谐，初出茅庐
就坐帐派将，关张岂能悦服？我曾经亲耳听到这
样的对话：

一个声音愤愤道：“郑法清，我又去部里告
你了！”

一个声音笑笑说：“有的说，没有的，别瞎说。”
10年以后，告状人的女儿大学毕业，想进出版

界，找上门去求老郑帮忙。当时老郑是出版局的副
局长，分管出版社。老郑把他的女儿介绍给效益最
好的一家出版社，至今仍在那儿工作。

仔细算起来，老郑实际上在百花社工作了整
整10年：1983—1993 ，写在纸上，这不过是几个
普通的数字，但是对于从那个年代生活过来的
人，却深知其中艰难，因为那是一个转折关头：中
国要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对于出版社来
说，就是6个字：自己养活自己。从此以后，再不
会有什么尽产尽销、到月拿钱的美事了。图书要
适销对路，出的书没人要不卖钱，社里就没收入，
员工就没工资，家人就找饭辙。但是，书又不是一
般的商品，光畅销光赚钱不行，还要讲社会效益，
出版界遇到了空前的难题。老郑就是在这时候走
马上任的，那时他年逾不惑，正是人生的黄金岁

月。为了带领全社职工“挣饭吃”，老郑既拼脑力
又拼体力，为了拿到名家的稿子，老郑给人家扛过
煤气罐，也曾经披星戴月追到人家门口，硬是在车
里冻了一夜，等作家第二天醒来谈稿子。国内出
版社的社长多矣，能如此者，郑法清一人而已！在
我的印象里，自打老郑到出版社工作，就没有歇过

班，心脏病犯了，背着浩特上班；大腿摔伤了，拄着
拐棍儿到岗。1992年年初，老母病危，老郑白天工
作，晚上陪床，社里的同事实在看不过去了，自发
排班去医院看护。

讲到拼脑力，事例就更多了：《小说家》的“同
题小说”、百花社的“散文书系现代部分”、“散文
书系当代部分”、“散文书系古代部分”、“海外华
文散文丛书”、《中国文化小百科》、《孙犁文集》、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分类集成》、《为人民办实事
随谈》、《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东方企业
家》的发刊、《散文海外版》的创办等，一桩桩、一
件件，无不凝聚着老郑的心血。为了《为人民办
实事随谈》系统发行，老郑东奔西跑打通关节；为
了《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不至流失，老郑利用
休息时间登门看望作者詹瑛，密切师生情谊。正
是这些既有社会效益、又有经济效益的“看家
书”，为百花社的员工挣来了饭钱，挣来了脸面：
“散文书系现代部分”获首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
“散文书系当代部分”获第八届中国图书奖、《李
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获第三届国家图书奖，百
花文艺出版社也被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署授
予全国优秀出版社称号。这10年间，老郑就像
一匹辕马，驾着百花社这辆沉重的大板车，不离
不弃，硬是闯过了那些有人下岗分流、有人回家
待业的崎岖坎坷，把百花社拉上一条能够继续发
展的阳关道。老郑却始终劳而无怨，功而不居，
笑谈往事，不计前嫌。当年，老郑想让我给他当
帮手，我对他说，拉车这活儿可不是人干的，吃苦

受累不说，还不落好儿。后来，我当了老郑的“管
账先生”。二马同槽非踢既咬，两条汉子一个锅
里抡马勺，还能没点儿动静？为工作，我和老郑
吵过嘴、打过架，有一次，竟然闹得不可开交，我
揪着老郑要到上面去理论。事后，老郑依然待
我如故，一不捅小手，二不下绊子，时常逢人说

项，有时还得干点儿“擦屁股”的活儿：一天
午夜，睡梦中被老郑的电话惊醒，问我下午
对一名离休老干部说了什么，我说没说什
么，就是拌了两句嘴，老郑说人家回去喝闷
酒，一下子背过气了，家属找他告状，我顿时
睡意全消，就要去登门谢罪。老郑说：“你去
顶什么用，我去吧。”老郑半夜三更去为我平
息风波。不止一人对我说起老郑背后对我
的“议论”：“这小子能干，就是爱犯楞。”我和

老郑的一段对话让我终生难忘：“炎文，你得入党
啊。”“我又不想当官，入党干吗？”“可以为大伙
儿多办点儿事儿嘛……”

老郑大我11岁，一直是一个兄长，把我从一
个普通编辑培养成了共产党的干部。这些天，我
翻看着当年和老郑在一起的照片，不禁悲从中来，
可怜师友骑箕走，摩挲旧影老泪流。我和老郑相
识相交相知40年，发现老郑除了工作，几乎没有
什么爱好，不下棋不打牌，不唱歌不跳舞，不看电
影不看球赛，不善饮酒却爱抽烟、喝茶，大茶缸子
沏上茶、抽上烟，聊业务侃选题，不知疲倦，上班时
间冗杂羁绊，只好下班聊，以至每到下班时间，老
郑的大茶缸子一续水，有些社里的骨干立马打道
回府。老郑唯一的爱好，大约就是每逢聚会，大家
一起哄，唱两口儿京剧了，也总是“我正在城楼观
山景”，退休后有一次老同事聚会，老郑居然唱了
一段“上写田伦顿首拜”，我当时还打趣说“老郑八
十学艺”。做梦也不会想到，那次聚会竟是我们最
后一次见面，时在2019年9月23日。后来，疫情
了，就只能通电话了，老郑一打电话，开头总是说：
“炎文，没事儿没事儿，就是想和你聊聊天儿……”
这熟悉的声音，再也听不到了。

天道不测，造化弄人，老郑一辈子风风火火，
谁料想一朝赴修文竟阒无声息，老同事、老部下、
老同学、老朋友，生不能告别，死不能祭奠，岂不令
人扼腕！呜呼，斯人永归，天实为之，孰其能御？
安得不恸！

老郑啊，炎文怀念你。

父
亲
的
手

杜
桂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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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伙子变成老大妈”
李耀岗

怀念老郑
薛炎文

老大小时候不知看过哪部影片，嘴里常哼唱
插曲里的一句“小伙子变成老大妈”。后来，我才知
道那是广西电影制片厂的喜剧片《真是烦死人》。

我们应该是一起在大队院场子里看的露天电
影，我只对片中夏天老厂长身穿呢子大衣，开门待
客的镜头印象深刻，电影的笑点在反季节穿衣造
成的笑料上，对老大来说小伙子忙于家务无暇工
作才是他的关注点。没想到这一关注，一语成谶，
激活了他身上老大妈的潜质，当年的小伙子现在还真变成了“老大妈”。

老大与我差不到两岁，在我们那里管这一前一后降生的兄弟叫“挨
肩”，他行大、我行二。老大从小腿有毛病，走路晚，却省事早，小时候，在
我鸡飞狗跳摔盆打碗如孙猴子闹得正欢时，他安坐如佛看着我的一举一
动，并用镇定老熟的声音呼唤父母：小奎把插尾巴的鸡蛋打碎在被子上
了。那是父母给我一周岁“插尾巴”（过生日）吃的鸡蛋，我已经会走路，老
大却仍然坐着，坐得父母心焦不已才慢慢察出其中端倪。于是，老大从小
就开始了治病之旅。近处的乡镇医院、远处的县医院、地区医院，最远去
了大城市西安。晋南人看病去西安是个终点，只要西安看过了，从此就认
命服软。据说，屡次治疗过程中，灌药动刀、连夹带板，老大心里并不害
怕，但过黄河时感到了畏惧，也许他对来自自然界无妄之灾的恐惧，大于
对自己身体的担心。小时候，我没觉得老大与正常人有什么不同，甚至对
他有点儿羡慕，因为他可以坐汽车、搭火车到处看病，可以去我没去过的
地方。直到小学四年级时，他的看病之旅才告一段落。那年，他回来一边
弥补落下的功课，一边正赶上期末考试，我们在同一个班，谁承想他竟然
名列前茅。老大拖着打了石膏钢板的腿，把别人远远甩在后面，那一年，
他成为“传奇”，把所有人惊到了。

老大为人正直厚道，早慧并不专于学
业，从小算盘打得贼溜，很早就开始做生
意。初中肄业开店期间，人皆称他少年老
成，惹得爷爷辈的人都喜欢他，有人竟倾囊
相授“毕生绝学”，让老大在校门之外学了
许多做人道理，还兼得习了一手好棋艺。
正当我一路中学大学读下去时，老大也一
路顺风顺水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买卖都

不大，甚至无关富贵，但终是挑起养家的担子。多
年以后，一家人曾在一起掰指头算大账，老大虽然
没挣到什么大钱，一家人的吃喝拉撒却都在里面，
烂在锅里的肉也是肉。后来，我与老三越走越远，
老大跟父母在老家越待越瓷实，成了兄弟三人中
留守在父母身边的“宝”。父母身体健康时，大家
都没觉得什么，父母帮衬着帮多帮少对老大来说
好歹也是帮。渐渐，父亲身体先垮了，我们一年又

回不去几次，端茶送水、求医问药，能指望上的也只有身边的老大。现在，母
亲日渐衰老、行动不便，电话里一再说自己是家里没用的“多头”，啥也干不了
还要别人照顾，家里面里里外外的担子就都落在老大两口子肩上。

平日，老大人情好，自己身体不便也好帮人忙，碍不过面，有求必应，时常
帮红白喜事人家写字记账，在外头忙完，回家又为父母床前尽孝。父母都是
那种特别传统的依恋家的人，宁愿在村里，不肯来城里，老大与父母这一长相
厮守就把自己守成了家里的“老疙瘩”。有时候，想想我们这些手脚健全的人
都躲得远远的，把一个身有残疾的老大放在家里“撑门面”，心里也不落忍，然
而又能怎么样呢？按照父亲的总结，你们在外面风光是表，老大在家奉献是
里，虽然兄弟之间不分表里，但这也许就是命定的安排，“位置比能力重要”放
在老大这儿就是现成的真理。现在的老大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放得下
算盘，拿得起毛笔，送走了父亲，又接着照顾母亲。母亲年轻时挑剔，不让我
们这些男娃在锅头灶前祸害。现在，只有老大做的饭才对她胃口，一日三餐，
加上陪伴护理洗涮，仅仅这些日常家务就是不小的工作量。这些年，我们很
长时间不能归家，还能放心在外工作，完全是老大这“当家的+老妈子+大儿
子”三合一角色做得足够好，足够到位，才让大家放心。

记得以前有人闻及我们有兄弟三个，都不住摇头唏嘘在农村三个男娃父
母可遭老罪了。现在，问及这些年谁在老家照顾父母，又禁不住感叹父母生
了老大就像是为自己生了个姑娘，听得我心生愧疚，尤其是疫情这几年，与母
亲只能隔屏相望，相望而不能及，不禁戚然。但母亲却总让我们别操心，都好
着呢，她每次都赞叹老大变得愈发“内秀”，把她伺候得多好多好，而且是那种
看通世事不畏浮云遮望眼地由衷赞叹，很享受的样子，满意之情溢于言表，让
人稍觉心中宽慰。“家里有老大在，你们都放心”，这是母亲说的；“家有老大好
比一宝”，这是我在心里说的。老大这中年大叔的老小伙，现在已成为名副其
实的“老大妈”了。

理论物理研究室成立后，主要
面临两个问题：第一个是确定研究
方向问题，第二个就是招收研究生
问题。关于研究方向问题，杨先生
在70年代曾多次表示，杨-米尔斯
规范场已经研究得很多了，而杨-
巴克斯特方程这套系统在物理与数学
之间的联系及其应用和发展还是很有
前途的。所以，杨先生就鼓励我们去
做这个方向。我原来做的研究离这个
还是比较远的，相当于在理论物理研
究方面转了方向。招收学生的资格问
题解决得比较顺利。1985年我去看
望王淦昌先生时，他说起国务院成立
了学位委员会学科组，专门评审博导
资格，他和杨先生推荐了我当博导，后
来很快就批下来了。1986年，我也获
得了教授的职称，这样正好就可以招
收博士研究生了。

上世纪80年代初，国际上做杨-
巴克斯特方程研究最突出的有两拨
人：一拨是以法捷耶夫为代表的苏联
列宁格勒学派，一拨是日本京都学
派。法捷耶夫是苏联的院士，苏联科
学院斯捷克洛夫数学研究所列宁格勒
分部的负责人。由于贡献突出，他曾
当选过国际数学家大会主席。杨先生
觉得日本的京都学派太偏数学了，就
要我们按照法捷耶夫学派的方向做下
去，也就是关于量子反散射方法的研
究。那时杨先生大部分时间在美国，
没有互联网和电子邮件，我们就经常

用写信的方式讨论问题。我记得杨先生
从美国寄来的打字机打出来的考夫曼纽
结理论的预印本，当时还没有发表过，我
看了茅塞顿开，马上找到了下手的角
度。后来我才知道，杨先生研究纽结理
论从7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靠着与杨
先生的书信讨论，南开理论物理研究室
的工作慢慢开展起来了。

虽然有招收博士研究生的资格，但因
为刚刚成立，南开理论物理研究室知名度
还比较低，报考的学生也不多。当时报考
的学生很少有来自国内顶尖大学的，主要
来自兰州大学、东北师大和湖南师大。

从东北师大招收学生主要得益于我
在北大开会时认识了东北师大的王锡绂
教授。王锡绂教授是留学苏联回来的，
他知道我能招收博士后跟我说，他将来
有不错的硕士毕业，就推荐他们来跟我
读博士。我非常欢迎，因为王先生的水
平很高，他培养出来的学生也一定不
错。但是因为当时信息还比较闭塞，他
不知道我已经从兰州大学调到了南开大
学，他的学生薛康考博士就考到兰州大
学去了。到那儿一看才知道我已经到了
南开，薛康又背着行李，风尘仆仆地从兰
州辗转来到天津。

3研究方向和招生问题

龚自珍于亭中极目四望，四周蒹
葭芦苇，青翠一片。微风一吹，翻涌起
伏，如涛如浪，十分壮阔。自珍暗想：
你看这芦苇，若是一株一茎，何等纤
弱，难免随风俯仰，甚或被狂风摧折。
可是，一旦丛聚一片，相互扶持，众志
成城，任你雨横风狂，它也无所畏惧，甚
至相壮声威，能与风暴抗衡。这社会上
的小民百姓何尝不是这样？一个一个，
人单势孤，便微不足道，如若万千啸聚，
就成怒涛狂澜，不可遏抑！可叹世上的
读书士子，竟连这芦苇都不如！他们酒
酣耳热，谈起社会的种种不公，个个愤然
作色；一旦需要自己挺身而出，改革时
弊，却又畏首畏尾，胆小如鼠。自己虽有
改革之志，但单丝独缕，人微力薄。欲求
同道，但又知音难觅！

但见朋友们逸兴遄飞，觥筹交错。
他们见龚自珍满腹心事，神情冷漠，呆呆
望着芦苇出神，都以为他功名心太重，因
会试落第而不快，也不与他计较，只顾自
己豪饮清谈。

这时夕阳西下，正是飞鸟归巢之时，
成群的水鸟啁啁啾啾，时聚时散，在芦苇
之上盘旋。龚自珍忽然发现芦苇深处人
影晃动，一会儿便见怯生生地走出两个
人来。越走越近，原来是一老
一少，瘦骨伶仃，衣衫褴褛，形
似鬼魅。那老者走近江亭时，
先四处张望，然后回头示意那
少年进入亭中。众人正自饮
酒，忽见这样一个少年不速而

至，不禁惊愕。只见那孩子来到他们面前
便叩头乞讨。龚自珍连忙把孩子扶起来，
并招呼那老者到亭内坐下。大家忙把残羹
剩饭集中到这一老一少面前，这二人也不
答谢，立刻狼吞虎咽，大吃大嚼起来。自珍
又吩咐从人到附近去买些牛肉馒头来，让
他们食用。时间不长，这一老一少已经风
卷残云，把饭菜收拾得干干净净。

龚自珍问那老者，是何处人氏，何故藏
身芦苇丛中？那老者几经犹豫，看他们几
个不像公门中人，方叹口气说道：“老汉姓
刘，祖居京郊，世代耕读。自嘉庆十八年
（1813）林清率领天理教徒攻打紫禁城之
后，朝廷在京郊大肆搜捕天理教徒。其实
谋反作乱的人早已逃之夭夭，抓去的十有
八九是无辜受害的安善良民。官府天天搜
捕，老百姓谁还敢在家？这芦苇丛里道路
曲折，沟汊纵横，缇骑不敢进来。所以我们
白天藏身里边，傍晚出来乞讨。”

龚自珍道：“事情已经过去十几年
了，难道还在搜捕？”老汉道：“事
情虽然已经过去十一年了，但官
府仍然借口搜寻逃犯，时常下乡
抓人。虽说今年因上天示警，风
沙成灾，皇上降旨大赦，但他能
管得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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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司机被民警一溜小跑地带
过来，辨认出画面上的钥匙就是开车
门用的。李正弘当即拉过高克己小
声说道：“克己，把你的想法说一下，
快！”高克己说：“你怎么知道我有想
法？”李正弘说：“多年的老伙计，这点
默契还是有的，别卖关子。”

高克己心想李正弘这句话说得还
算实在，当他确认操纵台上的钥匙是车
门钥匙之后，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心里
萌生了。如果倒退20年，他们俩的想法
应该是不谋而合，脑子里想着这些，高克
己嘴上却没闲着：“我的意见是，找个能
说会道的人，在前面跟嫌疑人谈判干扰
注意力，咱的人预先埋伏在后面车门，同
时用无人机带套杆伸进驾驶室，把那串
钥匙掏出来……”李正弘说：“拿到钥匙
的弟兄们，从后面开门冲上车，制服嫌疑
人！”高克己说：“对，就是这个意思！”李
正弘一拍高克己的肩膀：“我同意，尽量
不动家伙，把不利影响减少到最小，这样
更符合警卫工作的程序。”高克己想躲开
但还是没来得及，肩膀上着实挨了李正
弘一巴掌。

李正弘看看手表焦急地说：“方案
就这么确定，你有上去谈判和操控无人
机的人选吗？还有，无人机噪声很大，近
距离难保不被嫌疑人察觉啊……”高克
己说：“内燃机车驾驶室里的噪声更大，
完全能盖住无人机的声音。再加上谈
判的人不停地干扰，嫌疑人顾不上考虑
这么多。像谈判的事颜伯虎最合适，他

是预审出身，可惜他不在。操控无人机也
有合适人选袁竹林，可惜也不在……”李正
弘一挥手说：“袁竹林在，他跟着我的车来
的，就让他操控无人机。颜伯虎不在你上
去谈，你刚才不是和嫌疑人交流过吗，他会
认同你的。”

高克己心里想，袁竹林怎么会在你
的车上呢？但还是对谈判表示拒绝的态
度：“谈判我不行，我承担不了这个责
任。”李正弘的目光瞬间变得犀利，语调
也变得严肃：“你不行？你不行难道让我
上吗？告诉你，现在不是你耍脾气、使性
子的时候，这是紧急处置现场，我是总指
挥，服从命令听指挥，这是你穿警服第一
天就听到的一句话——你上！”

还没等高克己应答，远处的机车突然
传来一声短促的汽笛声。这个响动让高克
己和李正弘浑身一颤，第一反应是嫌疑人
在试图操纵火车。稍微有点铁路常识的人
都知道，列车进站停靠后让旅客上下车，然
后再鸣笛驶向前方站，这个过程中间机车
是不熄火的。也就是说，如果嫌疑人无意
当中缓解刹车，再推动操纵杆，那么这趟列
车就算开出去了。真要是这样，后果简直
不堪设想，情急之下，高克己想都没想便冲
李正弘喊道：“给我来个喇叭，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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