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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雨绵绵，这样的天气
最适宜消磨时光的还是看书、
吃茶。王云芳所编《三津谭往
2019》（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
社出版）就在这样的日子里来
到案头。这部书是“问津讲
坛”第61期至第70期的研究报告成果。这
一年讲坛的主题是“不可移动文物”，其中多
次涉及老建筑。

说起建筑遗产，在城市发展的历史中
虽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却因城市建
设的需要常常面临着拆迁、重建等一系列
问题。天津的历史建筑众多，它们以无声
的语言讲述着津门的历史。
倘若将历史建筑进行细分的话，可分

为工业建筑、乡土建筑、祠堂建筑等。像化
学工业代表“永久黄”，从创建到发展，经历
复杂多变，也是现代工业史的一部分。倘
若我们从工业遗产保护的视角来看待“永
久黄”，就是在讲述天津的工业往事，就是
一部活教材。至于乡土建筑，在天津有55
处。书里所谈到的西青、静海的乡村建筑，
形式各异，极具代表性。这在程绍卿看来，
天津是近代崛起的城市，乡土建筑在整个
城市中并非主流，也正因为如此，乡土建筑
在天津就显得尤为珍贵。

张博教授在天津未曾晤面，却在成
都见过多次。他对天津第一个篮球场
及其他相关建筑的研究，让我看到了他

在专业领域的钻研精神。他的体育史
研究别开生面，让我们对天津体育有了
更直观的印象。

与古都北京等大量中国传统型城市
相比，天津城市风貌中的近代色彩和西式
色彩显得格外突出。对于城市历史遗存
特别是建筑而言，天津同样以原各国租界
内的小洋楼为典型代表，亦为业内侧重研
究方向。反观古代，天津文庙则是天津传
统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的珍贵缩影。青年
学者罗丹认为，天津文庙是经过历史上不
断扩建以至现在的规模，它也是全国唯一
保存完好的府庙与县庙合一的文庙。在
今天，文庙也焕发出新的光彩，即将明伦
堂辟为国学讲堂，让更多的人走进这里，
了解传统文化，自然
具有特别的意义。

天津小站周公
祠，最初我以为这不
过是一处纪念性的
祠堂而已，却不料它
背后的故事也很有
历史感。昔年，周氏

兄弟在小站一带屯田，拓植
了优质小站稻，为改造沿海
盐碱地提供了有益的经
验，周公祠也就成为天津农
业发展的见证。

从这些镌刻着津门历
史的老建筑中，我们读懂了天津城市的变
迁，更让我们看到城市文化中的“建筑为
形，文化为魂”是如何形成的。《三津谭往
2019》编者王云芳在编后记中说，生活的
诗意不在远方，而恰恰在我们周边。唯有
深入了解这些建筑的文化内涵，我们才能
真正走入这座城市的血脉深处。诚然，建
筑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在今天也面临着挑
战，尤其是在城市快速发展的同时，如何
才能留存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需要
更多的思考，尽量少一点遗憾。但我相
信，随着对这些建筑认识的不断加深，走
进这些历史建筑，在感受到城市空间变迁
的同时，可让我们对城市文化多一些认同
感与归属感。

我们在中共长沙党史纪念馆里看到历史陈列
展厅名称即是“长岛人歌动地诗”。我们扛着摄像
机在湘江橘子洲头采景，在这座狭长的岛屿之上，
我忽然想起“长岛人歌动地诗”一句来。以前背诵
数年，未求甚解。因在岛上徘徊良久，方才悟到长
岛即指橘子洲。考证长沙的名称的由来，说法不
一，如星宿说等，看似都有道理。史载，橘子洲生成
于晋惠帝永兴二年即305年，是为激流回旋、沙石堆
积而成。那么长岛亦即长沙，这可能也是城市名称
来源一说。

既然橘子洲是狭长的沙石堆成的岛屿，既然橘
子洲就是长岛，那么橘子洲是不是就是长沙呢？我
不敢说。但是我一直也在疑惑的是，《沁园春·长
沙》虽然题目是长沙，但全文都是写橘子洲，至少是
站在橘子洲的视角上来看的。

当然，它写的是这座城市一群青年的一段青春记
忆，是长沙乃至中国的一段革命史，是一个时代的激
情乐章。这首词虽未经千古，却已成绝唱，它给予潇
湘大地真挚深沉的情感，恰是“长岛人歌动地诗”。

这首词气势磅礴，开头即是“独立寒秋，湘江北
去，橘子洲头”，镜头一般，把时空展现，把橘子洲头
推出，这个地方虽然古已有之，虽然在唐代已成名
胜，但成为全国家喻户晓之地，还是与这词句有关。
词再往下是：“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
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这
橘子洲所见，是一幅秋景，现今这首诗的写作时间，
一般标明是1925年秋。那年年初，毛泽东携妻儿回
到韶山养病，创办了农民夜校，并建立了中共最早的农村支部之一的韶山特别
支部。是年8月28日，他离开韶山去广州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途经长沙之
时，曾有机会重游橘子洲，写下这首名作。

这首词写于1925年秋天之说影响很大，但在时令上却不符合实际。我们
来此之时已是11月份，彼时长沙仍在燥热之中，洲上观景，“万山红遍”之样尚
未出现。岳麓山是全国著名的枫红景区，它处于全国著名火炉之一的长沙，在
此初冬之际，说枫叶红了还为时尚早。别说是长沙，即使是北京的香山红叶，
也并非秋景，它最佳的观看时期是在初冬。虽然时间已经过去近百年，但是长
沙的气温不会有大的改变，也就是说，在9月的时候，无论如何也不会出现“万
山红遍”的景色。这是常识，也是科学，且现今长沙举办的岳麓山枫红节，时间
都是在11月中下旬至12月中旬。其实，从文字上看，毛泽东词中所说的是“独
立寒秋”，一个“寒”字相当讲究，南方并无寒秋，所谓寒秋，就是冬天的意思。
以长沙的气候来说，这个冬天还必须是达到气象学上的冬天之后，才会出现北
方深秋的意象，也就是这首词之中出现的意象。

毛泽东重返长沙的次数不多，在1926年12月，他曾由汉口回到长沙参加
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和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我们在寻访拍摄柳直荀
烈士的时候也到达了这个会址，在现今长沙营盘路的教育会坪。两个大会由
柳直荀筹备，并且电邀时任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主任的毛泽东，其电文曰：“敝
会已于本日（即一日）开幕，现正讨论各案。先生对于农运富有经验，盼即回
湘，指导一切。”毛泽东回湘的时间基本相当于现今岳麓山枫红节的时间，而据
《毛泽东手书选集》一书，1961年10月16日毛泽东曾手写此词，落款为“1926
年作”。它的写作时间被推定在1925年，应该是不确切的。

这首词上阕写景，下阕言志，但在上阕已经发问——“怅寥廓，问苍茫大
地，谁主沉浮？”一位三十岁出头的青年，居然有如此志向。个人已历沉浮，却
把个人的命运与苍茫大地联系起来。而下阕追忆当年，“携来百侣曾游，忆往
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
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好一番意气风发啊。词的结尾是：“曾记否，到中流
击水，浪遏飞舟。”毛泽东为此曾经自注：“击水，游泳。那时初学，盛夏水涨，几
死者数，一群人终于坚持，直到隆冬，犹在江中。当时有一篇诗……‘自信人生
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毛泽东一生钟爱游泳，至晚年仍横渡长江，还写作
以游泳为题的词作。
往昔，毛泽东曾和他的同学及朋友求学于湘江两岸，来往于妙高峰和岳麓

山间，从朱张渡口泛舟，来往于两地，橘子洲正是其中心地带，现在仍然有小火
轮通往两地。也就是说，当年那些湖南第一师范的学生、新民学会的会员、湖
南共产主义小组，还有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同志，他们之间的活动，橘子洲都曾
经见证。对于他们来说，橘子洲不是什么旅游景点，而是现实生活。

橘子洲是后来的名字，也是后来的样子。最早，江上有橘洲、织洲、誓洲、
泉洲四岛，清代有上洲、中洲、下洲三岛，今演变成一串长岛，上为牛头洲，中为
水陆洲，下为傅家洲。那次我们抵达的时候，从橘子洲尾一直到橘子洲头，走
了很远，后来还乘坐了一段电瓶车。满岛的橘子正在成熟的时候，串串挂在枝
头，如火如梦一般。四际的湘江绿水，迎接着八方来客。按说以橘子洲的盛
名，它的胜日胜景应该在橘子熟了的时候，但它作为潇湘八景之一，名字却叫
作“江天暮雪”，那一番意象，只有依靠想象了，自然也会不错。
“长岛人歌动地诗”，是出自毛泽东《七律·答友人》其中的一句，后来得到

披露，这位友人是毛泽东湖南第一师范的同学周世钊。毛泽东还有《七律·和
周世钊同志》一诗，其中有“风起绿洲吹浪去，雨从青野上山来”。这里的“绿
洲”指的也是橘子洲。
我们是在一片暮色之中到达橘子洲头的，虽然我于此大约十年之前曾经来过

橘子洲，但这是第一次到达洲头。彼时江水平静，而人头攒动，我在人山人海之中
又拿起手机拍摄，居然随着步伐唱起了“东方红，太阳升”的曲调，而当我从那尊雕
像的后面转过来的时候，一缕红色的阳光刚好照射在青年毛泽东的头像之上。

对于依水而居的人们来说，身边的河
流总是让人依恋的，当远离故土的时候，
一提起家乡，就会想起门前的那条河……

发源于小兴安岭的呼兰河，在东北的
黑土地上缓缓流淌着，而后从呼兰这座名
不见经传的小城蜿蜒而过，岸边的人们世
代在这里繁衍生息。后来，这条河与寂静
的小城，因作家萧红和她的长篇小说《呼
兰河传》一下子远近闻名。提起萧红，人
们心里总会充满敬意，她跋涉文坛仅十
年，就以自己的天资和勤奋，给后人留下
了上百万字的传世之作，成为那个时代的
“文学洛神”。但每每想起她，也会让人有
一种惋惜之情，她在那么年轻的时候就悄
然离世，像夜空里划过的流星，留下了生
命瞬间的绚烂，让人唏嘘不已……

不久前，我和几位朋友去哈尔滨。
转过天来，我们驱车专程来到位于哈尔
滨以北二十多公里的呼兰区。车在路上
疾驰，我的思绪也在飞奔着。车子上了
桥，我终于见到了那条陌生而又熟悉的
呼兰河，它欢快地向着远处流去，两岸是
绿意葱茏的树木，如萧红在《呼兰河传》
中描绘的样子。过了河不远处，就是呼兰
区——曾经的呼兰小城，前行一会儿，萧
红的故居就出现在视野中……

占地有十几亩的萧红故居，呈现出
四合院建筑群落与东北传统民宅相结合

的建筑风格。它由东西两个院落组成，
院子的另一侧，是后花园。走进故居的
大门，迎面是萧红的汉白玉雕塑，她拿着
书，深邃的目光望着远处，仿佛穿越那个
黑暗的年代，去寻找着光明……我伫立
于她的面前，在目光对视中，仿佛听到了
她内心的倾诉……

一百多年前，伴随着辛亥革命的枪炮
声，萧红来到这个世界，这给沉寂多年的
院子里带来了喜悦。童年的她，对什么都
充满好奇，特别是院子外面的世界，更令
她神往。有一次，她一个人偷偷走出家
门，转过一个弯，看到了波光粼粼的河
水。第一次见到呼兰河，她是那样的兴奋，
发出一连串的“天问”：河水从哪里来，又到
哪里去？河的那一边是什么，我可以走进
那片陌生的世界吗？就这样，呼兰河流进
了她童年的记忆里，让她多年挥之不去。

我在那一座座有些斑驳的青砖瓦房
前走过，跨过一道小门，来到了后花园。
这是萧红童年的“伊甸园”，在这里我寻找
她当年留下的身影，在枝叶扶疏的树下和
浓密的草丛里，仿佛听到她开心的笑声。
后花园，是她在《呼兰河传》里描绘最细腻
的地方。这里静静的，我独自走在园中，
路旁见到一尊童年萧红和爷爷的塑像：爷
爷蹲在地上，回过头来，用慈祥的目光看
着孙女，儿时的她，调皮地倚在爷爷的背
上，手拉着爷爷的胳膊，脸上露出幸福的
微笑……长满花草的后花园，给童年的萧
红留下了日后文学创作的空间，也留下了
她对祖父难忘的记忆。那园中的小黄瓜、
大倭瓜、蝴蝶、蚂蚱和蜻蜓为萧红单调的
童年增添了色彩。“往祖父的草帽上插花”
“把谷子当成狗尾巴草锄掉”，这些故事都
成了《呼兰河传》中的经典片段。

性格倔强的萧红，不讨父母的喜欢，
是爷爷让她感到了这个家的温暖。随着

年龄的增长，她离开了家到哈尔滨去念
书。不久，她听到爷爷病故的消息，萧红
感到极度悲伤，她知道自己与这个家维系
情感的唯一纽带彻底断了。心灰意冷的
她，像鸟儿一样，飞离了失去温暖的巢穴。

来到哈尔滨，她走进一个全新的世
界。她在教室读书，也和同学们上街游
行，宣传抗日主张。同时，她开始接触一
些进步作家的文学作品。上世纪30年代
的东北天空是灰暗的，气候异常寒冷。
失去家庭资助的她，如一片飘零的落叶，
没有钱，没有食物，寂寞的她挣扎在寒冷
和饥饿的边缘……这时，喜爱文学、颇有
正义感的青年作家萧军出现在她的面
前，爱情的力量不仅可以抵御饥饿、寒
冷，也激发了她创作的灵感。悲天悯人
的她，写出了许多反映底层民众和女性苦
难的作品，很快引起读者的关注，在东北
文坛上她开始崭露头角。阅读过中外大
量文学作品的萧红，最喜欢的还是鲁迅先
生的文章。她和萧军在与鲁迅先生通信
后决定去上海，寻找这位文学大师和自己
心中的梦想……

在上海，他们终于见到了敬仰已久的
鲁迅先生，萧红非常激动，觉得自己那颗
漂泊的心终于找到一个温馨的港湾。鲁
迅不仅在生活上帮助，而且还指导他们写
作，向报社和文学期刊编辑部推荐他们的
作品。最让萧红感动的是，当她怀着忐忑
不安的心情将自己书稿《生死场》送给鲁
迅时，先生仔细阅读，认真修改，还为这篇
小说写了序。书在上海出版后，引起强烈
反响，萧红的名字也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不
胫而走……鲁迅是萧红文学道路上的引
领者，每次见到这位严肃中透着温和的师
长，她总会想起自己的爷爷……
“七七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萧

红与“左联”几位青年作家颠沛流离，辗

转临汾、西安、武汉等几个城市，投身于
抗日救亡运动中。在流亡的途中，她依
然没有放弃创作，也时常会想起自己的
故乡与呼兰河……

1940年的冬天，她来到香港，在完成
小说《马伯乐》以后，她不顾疾病的折磨，
全力以赴创作几年前就构思的《呼兰河
传》。此时离开故乡十年的萧红，日夜思
念着家乡，那条清澈的呼兰河，常常在她
的梦中流过。她的小说以呼兰河为引线，
将读者带进了那座小城：静静的呼兰河，严
冬到来的时候，河面上结着厚厚的冰层，而
地面上“毫无方向”地裂开长长的口子。她
笔下的穷苦人过着艰难的日子，如河里的
枯草，无声无息地生存着又无声无息地离
开这个世界。她深情地描绘了每年七月十
五呼兰河放河灯的情景：傍晚的时候，水里
的河灯多得数不过来。岸边的人们看得入
了神，孩子们拍手叫绝，跟着河灯跑。顺流
而下的河灯有的被水草拦住了，也有的漂
向了远方，童年的她站在河岸总要天真地
问：那河灯漂到哪里去了呢？
《呼兰河传》的出版，为萧红赢得了声

誉，奠定了她在中国现代作家中的地位。
正如茅盾所说：“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
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当《呼兰河
传》成为萧红巅峰之作的时候，她的生命也
进入了最后的时光，多年的奔波劳累使她
患上了肺结核，而此时已是回天乏术了。
病榻上的萧红，处于弥留之际，她回顾着自
己短暂的一生，恍惚间又见到那条日夜流
淌的呼兰河，见到了爷爷慈祥的面容。醒
来后，她找身边人要笔，在本子上下了遗
言：“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
楼》给别人写了……”她遗憾地闭上了眼
睛，死神夺去了她仅仅31岁的生命……

我在故居中缓缓而行，徘徊在她塑像
前，望着眼前这浑身充满活力依然年轻的
“萧红”，视线竟然有些模糊……感喟于她
生命的花朵在如此美丽和娇艳的时刻却突
然凋零了……走出故居，我内心极不平静，
极目远眺，在蓝色的天幕下，仿佛看到那条
曾在萧红梦中流过的呼兰河，听到它奔腾
不息的声音，像是在讲述萧红的故事，我蓦
然觉得，这清澈的河水，已洗去了历史的尘
埃，呼兰河畔，依稀能见到萧红并未远去的
身影……

杨先生给我分析，他说比如物理
上的全同粒子，如果认为粒子都是全
同的，交换都是不变的，这就是置换
不变性；可是如果考虑了相互作用，
就很复杂了，就变成了非线性问题，
不好解。现在这套办法就是把过去
的互换改用置换算符表示，搞复杂一
点，这一大类就可以解了。他说这是非
常物理的，你努力做肯定有新东西。这
就是物理推动，也就是杨先生说的，物
理推动你做，你就能做出好东西来，而
不是你想怎么样做。果然，这个方向里
的德林菲尔德（Vladimir Drinfeld，现在
在芝加哥大学），因为发现了量子代数这
套东西，在1990年获得了菲尔兹奖。这
些事情都证明杨先生很有眼光，当然，我
们当时没这个水平。但是只要沿着这
个方向做，肯定是可以有好东西出来
的。杨先生鼓励我们边学边做，遇到难
处，就把国际上这个方面最领先的专家
请过来讨论。理论物理研究室从成立
开始，每年都有国际活动，经费有两三个
来源，国家基金委支持了五年，除此之
外，著名的国外专家过来，国际旅费和讲
课费等开销都要用美元，当时我们也没
有，就靠陈省身先生从香港王宽诚基金
会和杨先生从香港霍英东基金会及社
会各界募集。王宽诚基金对我们帮助
很大，可谓雪中送炭。

1987年，南开数学所理论物理研究
室邀请来了苏联的法捷耶夫。当时杨
先生、陈先生和法捷耶夫相聚在南开数

学所，被大家称为“三星聚会”。杨先生对
法捷耶夫非常推崇，苏联解体以后，杨先生
有意邀请法捷耶夫去石溪担任理论物理研
究所的所长，接替他的位置。法捷耶夫先
生说，我不能离开这里，因为那是我的祖
国。不过，法捷耶夫后来有很多弟子在美
国发展得很好，很有名。从那次会议以后，
法捷耶夫几乎每两年会来南开一次。和法
捷耶夫的讨论对我们研究的启发也是很大
的，他就像我们的老师一样。

数学所理论物理研究室的国际学术
交流活动一直很活跃。每年都会举行会
议，少的时候有二三十位国外专家，多的时
候国外专家达到250人。我记得那是1992
年，正好是杨振宁先生七十寿辰。那次会
议主要是围绕理论物理中的群论方法的。
那次我印象深刻的是，台湾的吴大猷先生
正好在北京参加一些活动，之后，吴大猷先
生就到了南开。当时陈先生也在，杨振宁
先生也在，他们就有了一次难得的聚会。

那次聚会，杨先生背后的付出很多。
一次接待这么多外国专家，对于我们数学
所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因为当时我
们的条件比较差，也没那么多经费，所以杨
先生专门从香港募捐来了很多东西，包括
计算机、打印机等。

7 国际学术交流活动

双鸾道：“第二天家师如约去见非
石先生。钮先生果然又教给家师一支
曲谱，家师感到字字神奇。后来一家
大商人宴会，邀请集秀班演唱，家师演
唱了这支曲子。他唱得如醉如梦，声
音细而奇谲，如天空飘过的一丝青烟，
缠绵悱恻，一字作数十折，越来越不能自
已，后来竟像高空中的鹳鹤鸣叫。回去
后家师就累得生了病。非石先生去看望
家师，他深自后悔。非石先生对家师说，
上乘的技艺不能强自练习，幸亏你只练
习到半道，如果练到顶点，后果就不堪设
想了。家师也很后悔，于是就毁了那支
曲谱，所以这支曲谱也就失传了。”

袁玉洁道：“令师也算功成名就了。
梨园中能成巨富的不多，何况他享年八
十多岁，令誉不衰，也不虚此生了。”

双鸾让二人稍坐品茶，自己到梳妆
台前很快化了装。说也奇怪，也不过吃
两盏茶的工夫，一个俊俏男儿却变成了
一个妙龄女郎。只见他花枝乱颤地走到
自珍和袁玉洁面前柔声说道：“袁兄替我
抚琴，我为璱人公子唱一段《长生殿》吧。”

说罢，双鸾珠走玉盘一般唱了起
来：“携手向花间，暂把幽怀同散。凉生
亭下，风荷映水翩翻。爱桐阴静悄，碧
沉沉并绕回廊看。恋香巢秋
燕依人，睡银塘鸳鸯蘸眼。”袁
玉洁一边抚琴，一边学着唐明
皇帮口道：“高力士，将酒过
来。朕与娘娘小饮数杯。”又
听双鸾唱道：“花繁，浓艳想

容颜，云想衣裳光灿；新妆谁似，可怜飞
燕娇懒，名花国色，笑微微常得君王
看。向春风解释春愁，沉香亭同倚阑
干。”自珍接口道：“妙哉！李白锦心，妃
子绣口，真双绝矣！”“惊变”一场唱完，双
鸾裙钗未卸，过来给自珍和袁玉洁斟上香
茶，笑吟吟地说道：“献丑了！龚公子千万别
见笑！”说着卸妆去了。

自珍看着妆台前的双鸾不禁怔怔出
神：这样的人为什么会是个男子呢？莫非
他就是个女人？自此，龚自珍不断来听双
鸾唱戏，甚至晚上留宿在双鸾的寓所。

一天晚上，自珍和双鸾讲起毕沅和
李桂官的事来，双鸾对自珍说，历来士大
夫看不起戏子，甚至玩弄戏子。但他们
哪里知道戏子也是人，也是有血有肉、有
情有义的人呢？毕沅和李桂官是共过患
难的真朋友，可惜很多人都误解了他
们。说到这里，双鸾还对自珍说：“官场
中的交情有几个是真的？那些道貌岸然

的老爷有几个胜过李桂官？苏州
的两个同时在京做官的金兰弟
兄，一个叫曹锡宝，是陕西道御史；
一个叫吴省兰，是工部侍郎。二
人同乡同年，义结金兰，并常酒食
游戏，极其密切……”

99 自珍爱听双鸾唱 54 预审久攻不下

高克己知道抓获的嫌疑人的情
况，也清楚几位预审员的路数。去
食堂找颜伯虎之前，他就看见处里
的法医走进讯问室，这是要先对嫌
疑人做个简单鉴定。如果嫌疑人真
有间歇性精神病，那么再按照常理
出牌。最让他纠结的是，在现场还缴
获了嫌疑人的一部手机，虽然在打斗
中手机被损坏了，但这能说明嫌疑人
在驾驶室时，是始终与外界保持通话
联系的，而能左右这个精神病人的人
是谁？把这些问题串联起来，这次偶
发事件就变得不这么简单了。

预审员们应对这样的嫌疑人，明显
捉襟见肘，虽然对各种预审技法和技
术、证据的运用非常娴熟，但就是走不
进嫌疑人心里。而当年那些高超的审
讯手法，姚个奇只传授给了颜伯虎。由
此一来，颜伯虎这个半路出家的预审
员，经常能拿下别人拿不下来的“杠
头”，颜伯虎还有个能耐，就是能教精神
病人背诵诗，那种投入的程度，仿佛和
精神病人是拜把子兄弟，精神病人感觉
遇到知己获得了极大的满足，颜伯虎也
得到了他想要的信息。

预审队的几名好手轮番上阵，从天
亮聊到天黑，“话疗”的级别一路攀升，差
一步就到预审队队长陈印祥跟前了，气
得老陈朝手底下的“精英”们一通训。高
克己看到这个场面，悄声离开，疾步向食
堂方向走去。也许走得太急，他没注意
到有个人影在后面悄悄地跟着他。刚进

食堂，就看见颜伯虎正热火朝天地往保温
桶里倒牛肉汤。他连忙走过来帮忙，颜伯
虎放下汤勺问道：“怎么了，没拿下来？”高
克己点头说：“嗯，还僵持着呢。”颜伯虎把
汤勺朝灶台上一扔说：“陈印祥这个糊涂
蛋，他那两下子玩玩硬茬的、玩玩毒品的还
行，玩这个他不灵。估计他现在一准儿咧
着大嘴，训手底下那帮人呢。”高克己摆摆手
说：“你别这么说，我看他够上火的了。”

颜伯虎盯着高克己，眼神里露出不屑
的神情：“嫌疑人是间歇性精神病人，间歇
性的症状是突发妄想，情绪激动行为异
常。有时候会发生攻击自己和攻击别人的
倾向，这个人劫持火车机车就是典型的表
现。但他会有一个缓冲期，一般是十几个
小时，或者是一天，等缓冲期过去，他又会
变得和正常人一样。这算起来也快10个
小时了，这段时间最好的办法是晾着他，等
他似醒非醒的时候咱再上手。”高克己脸上
露出赞许的神情：“你这理论还一套套的。”
颜伯虎说：“当年咱师傅就是这么教的。现
在倒好，他陈印祥保准儿是跟精神病玩上
车轮战了，估计预审队里的那几大著名人物
都上场了吧，我拍拍屁股都能想到，直到现
在也没拿出个像样的笔录来。”高克己疑惑
地问道：“你猜得还挺准，可这是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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