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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吟（中国画） 曹英义

《曙光》纪行 十一

我们摄制组在湖南省教科院史志研
究所罗慧老师的带领下，到省博物馆拍
摄柳直荀烈士的毕业证书。我是在档案
馆工作的，档案和文物存在着一定程度
的交叉，毕业证书是珍贵的文物，也是珍
贵的档案。在历史悠久的三湘大地，橱
窗里保存的这种文物并不算老，但它却
是一段红色历史的见证。文物会活起
来，背后也自有它的故事。
在毛泽东写下《蝶恋花·答李淑一》一

词三年之后，1960年6月，李淑一将丈夫柳
直荀在雅礼大学读书时获得的大学预科
毕业证书和本科文科学士证书捐出。
这两张证书，至今已近百年，虽略有些微黄与皱褶，但品相仍属上佳。它

记录了柳直荀在雅礼学堂的读书生活。
美国耶鲁大学传教会于1906年在长沙创办雅礼大学堂,当时租了西牌楼

民房数间作为校舍。1910年，学校又在长沙城北门外麻园岭购得地皮兴建
新校舍。雅礼是由英文Yale译来，也是取自《论语·述而》中“子所雅言，诗书
执礼”的两个字，如果直译，就是耶鲁。雅礼的译法真雅致。
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期间，常到恩师杨昌济家求教，当时在

杨家寄居着一位青年，他就是杨昌济留日同学柳午亭的儿子柳直荀，当时他
尚在广益中学读书。
1916年，毛泽东从长沙步行到方塘冲柳午亭柳直荀父子家中访问，向身

为武术家的柳午亭请教体育问题，后在《新青年》发表了《体育之研究》一文。
也就是那年秋天，柳直荀考入湖南雅礼大学预科学习。在学期间，柳直荀有
冷水浴的习惯，不知是否直接受到毛泽东的影响，或者说，他也深得其父有关
体育方面的传承。不仅如此，他还坚持露宿，即睡在学生宿舍的阳台，这独特
的生活习惯异于常人，却也磨炼了他的意志。他担任学校的体育会长，且文
武双全，品学兼优，是他创办了校园周报，成立了爱国组织绿竹学会，以开展
“平民教育”，在学生当中，他是出色的一员。

1918年4月，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在长沙成立了新民学会，在雅礼读书的
柳直荀并不是正式会员，但经常伴于左右。在雅礼大学，柳直荀虽处于学生
时代，但已经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他闻讯即组织张
贴传单、标语，号召同学们投入救国运动的行列。作为雅礼大学的代表，他参
加了新成立的省学联，领导雅礼学生参加了6月3日长沙学生的总罢课、示威
游行和抵制日货的斗争。在他的发起和组织下，雅礼大学组织了20多个“救
国十人团”，到7月中旬，湖南省社会各界先后成立“救国十人团”400多个，10
月上旬又成立了“湖南救国十人团联合会”，他被选为副总干事。
湖南学生联合会决定以雅礼学生会出版的《救国周刊》作为会刊。受

毛泽东和学联的委托，柳直荀负责主编这一刊物。我在此做个对
比，当时天津学生联合会的报纸叫《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主编是周
恩来。这样就可以约略知道，柳直荀和雅礼大学在当时的地位。
柳直荀主编的这份刊物披露了湖南督军兼省长张敬尧企图变

卖湖南第一纱厂的事，张敬尧扬言要抓捕柳直荀，刊物也被禁止发

行。但与此同时，毛泽东发动和领
导的“驱张运动”在全省蔓延并得到
各地的声援。柳直荀在长沙组织
通讯团以扩大宣传，最终张敬尧于
1920年6月被迫退出湖南。

1920年7月，毛泽东创办了文
化书社和湖南自修大学，柳直荀是
其拥趸，他参加学习和革命实践，
多次到安源矿区以及长沙南门外
工农聚居的地方进行宣传教育工
作，因而得到了锤炼。在1921年6
月，柳直荀从雅礼大学预科班毕
业，获得了前文所说的第一张证

书，当年秋季他又入雅礼大学本科学习。
在本科学习期间，1924年2月，经何叔衡、姜梦周介绍，柳直荀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在1925年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中，他又组织了雅礼的学生罢课活动，
同时参与领导全省进行罢工、罢市、罢课、游行示威和对英、日的经济绝交运
动。他是“青沪案湖南雪耻会”的领导者之一，还积极组织了有两万之众参加
的声讨帝国主义罪行的大会。
这年6月，柳直荀从雅礼大学毕业，获得文科学士学位，这就是在前文提到

的第二张毕业证书的来源。罗慧老师告诉我们，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收藏的
系列《雅礼学生杂志》中，曾发现柳直荀在1921年发表的三篇文章，其中有一篇
文章的题目是《毕业的意义》。
这篇文章写于1921年5月21日，发表于同年6月《雅礼学生杂志》第七期毕

业号上。此时，适逢柳直荀从雅礼大学预科毕业。柳直荀的文章大致意思是
说，毕业典礼的英文是Commencement，这个单词的本意是“开始”，那么，毕业
季只是开始，要以此为始，做更为深入的研究。既然“毕业”只是人生新的开
始，所以它的中文翻译可能会引起误解，因为“毕业”二字“能引起自足的思
想”，而这导致超过大半的学生毕业后“就和学术宣告脱离，再也不去研究
了”。柳直荀甚至认为，这样的思维应主要归咎于科举制度。
柳直荀所提出的这个问题，在当下似乎依然存在，有些学生往往为毕业而毕

业，为文凭而毕业，不思进取，未将人生当作新的“大学”。而柳直荀迅速完成角
色的转变，湖南省政府成立后，他被任命为省政府委员，旋即筹备成立省农民协
会，又被选举为秘书长，成为湖南农民运动卓越的领导人之一。再往后他又成为
中国工农红军的一员，在军事斗争中也一显身手。他一直处于不断地探索之中，
只可惜天不假年，不然，以他的成绩和资历，将来的贡献一定更大。
柳直荀将“不断的研究”“继续的努力”这两句话当成送给毕业生的贺礼。

他的母校雅礼大学于1926年冬因政局而停办，在1929年复校的时候只是雅礼
中学了。此后它历经更迭，现今仍然被称为雅礼中学，我们寻访的时候，在校

园之间，依然可以看出当年它作为大学的气象风采。
雅礼中学的熊开杰老师写有一篇《雅礼颂》，其中最后四句效仿

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中的“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
长”之句，写为“麓山苍苍，湘水泱泱，雅礼之风，山高水长”。我读后
深以为然，并把它浓缩作为本文的标题。 题图摄影：王 爽

参加工作初始，我们都曾有许多年轻时的
记忆，到了退休年龄，这些经过几十年积淀的
青春往事，就会成为人生永久的回忆。国庆节
长假的末两天，天津日报退休群里突然蹦出一
则讯息，立刻让我泪眼婆娑：张京平于10月6日
凌晨病逝，享年74岁。这个噩耗来得如此惊
心，一时让人难以置信，京平那般健硕的体魄，
怎会这么早地就走了呢！
我和张京平曾经做过同事，不仅同报社、

同编辑部，而且同在“文艺周刊”当过编辑，
那已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这样的同事关
系，说起来也是一种缘分，我们共事的时候，
京平接近而立之年，我刚20岁出头儿，都是在
新岗位上从事心仪的工作。1978年10月，京平
从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回到天津日报社，在
文艺部当编辑。冬天，文艺部搬到了原资料室
的二楼上办公，两间办公室还属于地震后的临
建性质，薄薄的墙板轻易就被北风刮透，我和
京平每天早晨 7点半到单
位，点火生炉子、做卫生，
去锅炉房打开水，等其他
同事上班时，办公室里已
是暖意融融。
我们一起编辑“文艺周

刊”时，京平经常谈起孙犁，
谈他读过孙犁作品后的感
想，有时也会到孙犁家中
去。我印象深刻的是，每每
提到孙犁，京平的语气就
变得非常崇拜，眼镜后面
是一副极真诚的眼神。我
们两人后来都在李牧歌的
领导之下，那时京平主要
是看小说稿，我负责诗歌
和散文，李牧歌作为“文艺周刊”的主编，对稿
件把关很严，我们看过和改过的原稿，她都要
重新仔细地再审，毫不马虎。那时期的来稿量
很大，不用的稿子还要篇篇退回，而经我们处
理过的送审稿件，牧歌在审阅时还会有所改
动，这样，稿子在发排前，我们也要再重新翻阅
一遍，看看牧歌都有哪些改动，借此提高自己
的改稿水平。
这种严格的编辑作风，对我们影响很大。

京平爱写小说，有时会将自己改动多遍的小
说，送交李牧歌。几天后，小说稿被退回，牧歌
说了修改意见。京平总是很虚心地接受，日后
再改。我喜欢写诗，有时也将自己满意的诗稿
拿给牧歌，但也没太大把握。在我们一起与牧
歌工作的那几年，记忆里，我和京平只在“文艺
周刊”各发过一篇小说和诗歌。
但是，京平对李牧歌是尊重的，作品被退

回后从无怨言，回去再改。他是喜爱文艺副刊
编辑工作的，看小说稿很是努力、认真，发现好
作品、好作者，常常会喜形于色，在办公室高声
赞扬，毫不掩饰。有一次，他读到了塘沽一位
叫肖元的女作者的小说《甜甜的泪水》，在“文
艺周刊”发表后，社会反响不错，《小说月报》
还作了转载。他特别兴奋，小说的作者和篇
名，他好长时间都挂在嘴边，一有机会就会
提起来。北郊区有位作者叫刘风雷，那段时
间投来多篇小说，作品刊发后，京平很上心，认
为是可以重点培养的作者。京平看稿时很投
入，他花在版面上的时间是实实在在的，是肯
于付出心血的。
工作之余，我们会聊起很多话题。他当兵

时在部队农场，特别能吃苦受累，每天要扛很
重的麻袋包；当过兵的人都豪爽，所以他能喝
酒，属于豪饮的那种；他待人处事不虚伪，没听
到他在背后议论过别人的不是。京平当时自

身条件不错，跟我说过他严苛的择偶标准，多年
后，他终于如愿以偿，找到了一位漂亮的女医
生。恋爱期间，京平常带着恋人去看电影和文
艺演出，我们碰面作介绍时，京平便流露出掩饰
不住的喜色。他有了儿子时，我曾问给儿子起
了个什么名字？他笑着告诉了我，我一听叫“张
飞”就乐了：“咱儿子肯定秀气、俊朗，怎么起了
个猛张飞的名字？”他笑着解释说：“不是张飞，
是张非。”
说起来，我认识京平可能还要提前两三年，

大约在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他从部队复员分
到报社时，先在制版车间（暗室）工作。为摄影
记者洗印照片的暗室在老报社二楼，我们经常
在楼里楼外碰面，感觉京平对这项工作很专心，
干得也很在行。他大学毕业后重回报社时，据
说是找了总编辑石坚同志，说自己喜欢文学，愿
意到文艺部当编辑。1982年，京平从文艺部调
到工业部当记者，一年后虽又调回来，但不再编

“文艺周刊”，而是负责文化
消息的报道。再后来，京平
当了党小组长，又被提拔为
副主任。在报社组建文化
部时，他被委派去做负责
人。自此，京平由静变动，
成为报道文化战线新闻的
名记者，写了大量的文化消
息，还投入精力撰写了王莘、
马三立等文化界名人的专访
和传记。

自京平调离文艺部，我
们的联系逐渐变少。后来听
说他下海去办公司，再多年后
又回到总编室当副主任。几
经辗转，京平离文学越来越

远，但他还是将自己的作品，编成了几本专集，
将自己多年的写作做了一个总结。这些文字，
应该看做是京平的成长史，记录了一个文学青年
曾经的文学梦：它们平凡，但坚实，普通却执着。
2019年，“文艺周刊”创刊70周年，我约京

平写一篇纪念文章，他答应了。在电话里，我感
觉京平说话有些迟缓，稿子也写得欠流畅，落款
处他特别注明是“于病中”。但不管如何，这可
能是京平留下的最后一篇文字，将“愿‘文艺周
刊’常青常绿”的祝语，留在了版面上，这块苗圃
也因此又多了一份园丁的祝福。
读着群里这则讣告样的讯息，我的眼前便

现出京平年轻时的形象：他平时虽不讲究修边
幅，但绿军衣仍是他的正装；他参加报社在水上
公园东湖组织的游泳比赛，拿过名次；工作课间
和午休时，就与同事打克朗棋、玩“拱猪”；他喜
欢声乐，在音乐界有很多朋友，退休后加入过
很专业的合唱团；部门老主任家的老太太病
逝，我们第一时间赶去帮着料理丧事……去年
单位体检时，我和京平曾见过一面，互致了问
候。看着他那显得憔悴的面容，我感叹岁月无
情，在我们相处的那几年，他旺盛的工作精力、
奔波采访的劳碌、伏案写作的勤奋，曾是那样
令人羡慕。记得有一次深入生活，他提出想去
渔村跟船出海，我联系了塘沽诗人陈阿乐，头天
晚上住到阿乐家，次日凌晨4点赶赴海边，乘坐
机帆船出海捕捞。中午时分，我晕船厉害，不得
不躺到船舱底部休息，而京平则一直在甲板上
与渔民聊天，亲见了网捞的渔获，吃到平生第一
次鲜美的“海餐”……
我确信京平怀有文学梦想，但他的文学之

旅并不顺畅，他的激情、心力未能为此而全部释
放。在新闻岗位，他听从安排、安心工作，而舍
弃了自己的文学理想，这是令人遗憾的。不久
前，我为一位文艺副刊的老朋友，写过一篇类似

祭悼性的文章，他儿子看到后，打电话表
示谢意：“我父亲生前有过许多朋友，在
他离世后为他写文章的能有几人？”我听
了不禁悲从心生，我和京平共事不过三
五年，但我们相处相交得很好，我尤其怀
念他为“文艺周刊”耕耘的那段时光，他
为这块园圃尽过爱心、洒过心血，真心扶
植、帮助文学作者，这样的人是应该被我
们深深缅怀的。

凡是到过台儿庄的人，必品尝当地名吃黄花
牛肉面。黄花牛肉面里有焙干黄花菜、本地黄牛
精肉，配以具有温补、散寒、理气作用的30多种天
然植物的根、茎、叶、果熬制而成的地道牛骨高汤，
油而不腻、芬芳四溢的黄花牛肉汤，劈浇于用清水
煮熟的面条上，汤面各半，使汤、肉、菜、料完全融
合，再佐以辣椒、香油、香菜，即可食用。吃起来面
条十分筋道，汤味厚重，余香绵长，而且对脾胃寒
凉、气滞胃痛具有显著的食疗作用。2002年被认
定为“枣庄市地方名吃”。
黄花牛肉面体现了南北风味融合的运河饮

食文化。黄花菜产于南方，而黄牛则是北方所
有，二者结合缘于大运河。台儿庄运河地处京杭
大运河的中心位置，属于南北过渡带，台儿庄也
因地处运河漕运枢纽而迅速发展成为一座沿运
商贸重镇，有“天下第一庄”之称。南来北往的
船只在此停泊靠岸，商人、船工、纤夫在此歇息
休整，大量的南北客商在此定居，明末清初人口
多达5万。人流物流促进了南北文化、民俗风情
在台儿庄兼容并蓄、相融互通，形成了丰富多彩
的运河文化。出现了“纳天下民俗为一域，笼南
北建筑于一城，缩东西宗教于一郭”的独特现

象，体现了台儿庄文化多元、开放、包容的特点。
其中的饮食文化也汇聚了南北风味，独具特色，以
适应不同的人群。北方人喜欢的牛肉和南方人酷
爱的黄花菜在此碰撞融合，给台儿庄平添了一道
营养丰富的健康美食。
黄花牛肉面寄托着殷殷慈母情。黄花菜又称

萱草花。古人以萱草花代指母亲。《诗经疏》云：
“北堂幽暗，可以种萱。”古时候男子从军远征，在
北堂旁边种上萱草，母亲见到萱草花，便可缓解对
儿子的牵挂之情。萱草象征着母亲的品格和博爱，
曹植的《宜男花颂》讴歌了萱草的华美晔煜，懿行嘉
德。古人在诗赋中常常用萱草赞誉母亲。唐代诗
人孟郊命运坎坷，仕途多蹇，连续两年参加科举考
试都名落孙山。望子成龙的母亲对儿子寄予厚望，
在孟郊46岁那年，母亲让他再次赴京城赶考，以博
得一个好前程。当孟郊半夜醒来时，看到母亲还在
灯下一针一线为自己缝补远行要穿的衣服，“慈母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孟郊泪眼婆娑，悄然起身，
借着月光在北堂的台阶旁栽下几株萱草。在临行
前，母亲千叮咛万嘱咐，依依不舍。孟郊有感而发，
吟诵《游子》诗：“萱草生堂阶，游子行天涯。慈母倚
堂门，不见萱草花。”宋人叶梦得有诗曰：“白发萱堂
上，孩儿更共怀。弄孙那得见，将母竟难谐。”上有
白发苍苍的老母，下有儿女绕膝拥怀，真是其乐融
融。朱熹有“西窗萱草丛，昔日何人种。移向北堂
前，诸孙时绕弄”的诗句，表达了同样的怡然之情。
宋人戴复古有诗云：“结屋邻苍海，开门面翠屏。堂
前萱草绿，寿母鬓丝青。”元人王冕有诗曰：“今朝风
日好，堂前萱草花。持杯为母寿，所喜无喧哗。”这
两首诗都以萱草来表达对母亲的爱戴和祝福。无
论土地肥沃，还是贫瘠，萱草都坚韧不拔地生长
着。萱草花是一种奉献之花，在万紫千红的春天，

她藏匿不露，不去凑热闹，也不争春；初夏时节，她
悄然开放，为人间洒满亲情，让人无忧无虑，天天
快乐；秋天来临时，她又将自己晒干，奉献在人们
的餐桌上；当人们身患病痛时，她化成良药，医病
疗伤，有清热利尿，凉血止血之功效。宋人家铉翁
有《萱草篇》诗云：“诗人美萱草，盖谓忧可忘。人
子惜此花，植之盈北堂。庶以悦亲意，岂特怜芬
芳。使君有慈母，星发寿且康。”
一碗黄花牛肉面，蕴含着如此厚重的内涵，我们

吃的何止是美食，更是在品味丰富的文化。

雅礼之风山水长

杨仲达

同事之谊
——怀念张京平

宋曙光

“一面”

融合南北饮食文化

郑学富

因为担心我们缺乏办会的经验，
杨先生还特地派来他香港的秘书黄
美芳帮助我们一起准备会议。杨先
生心很细，还考虑到外国专家爱喝咖
啡的细节，专门给我们弄来了咖啡
机。在会议休息时，他还特别了解到
咖啡质量不错。遗憾的是，咖啡机只用
了一天，第二天就不翼而飞了，后来只好
又改回喝茶。现在说起来也成趣谈了。

那次会议参会人数众多，花销也是
很大的。机票由香港王宽诚基金会资助
报销，而讲课费都是杨先生从香港募捐
来的。他准备的是现金，我去机场接他
时，他递给我一个包，里面按照面值分好
沓，许多20美元面值的，好用着方便。我
觉得杨先生考虑得非常细致，后来把现
金交给会计，她都感到方便。这种大规
模的国际会议当时在国内并不多见，也
很考验主办方的能力和智慧。有两点我
印象深刻。第一点，按照经费使用的规
定，当时与会专家的餐费标准是内外有
别的，国外专家的补贴一天是35元，而国
内是5元。那时候会议通常的做法是国
内国外的人分开吃饭，这种模式一开始
就被杨先生否定了。他说：“一定要内外
平等，国内的我想办法去募捐补齐到35
元，让国内外专家一起吃饭。”就这样，我
们数学所的国际会议出现了国际上的各
种大人物和国内参会的小青年一起拿着
餐盘排队吃自助餐的情景。杨先生自己
也是一样，他也和大家一起排队。

在和这些外国专家打交道的过程

中，我发现杨先生有他的一些原则。首先
是中外一律平等，不人为设置不平等待遇
区分大家。第二点，杨先生强调“人不可
有傲气，但不能无傲骨”。随着国外来访
的专家越来越多，我们也见到了少数特别
的人。每次国际会议，我们都充分体谅国
外专家不远万里来到南开的辛苦，尽量考
虑周全。比如杨先生会特意交代安排给
他们的住处要最干净，还要在餐饮上注
意，比如尽量多准备一些西式的咖啡、面
包什么的。但是对一些特殊的要求，我们
也会毫不犹豫地拒绝。比如我记得有个
很著名的学者，来到南开以后要求我们派
一辆车带他出去游玩，那时候校车还是很
少的，我们只申请到了集中接送开会用
车，所以我就直接拒绝了。

我们根据现有的条件尽量为专家们提
供最好的服务，这是对他们的尊重，但我们
也不能没有原则一味迎合他们的个人需求，
否则就失去了我们的尊严。

南开数学所遵循杨先生和陈先生的
指示，不管是做学问还是做事，都要“宁
拙勿巧，宁朴勿华”。1993年秋，我从美
国回国时，经过香港，向杨先生请教南开
数学所理论物理研究室应该在哪个方向
组织学术会议。

8 杨先生的原则

双鸾对龚自珍说：“一次曹御史
发现了和珅的私弊，准备参奏和珅。
他和吴侍郎商量。谁想吴某正要巴
结和珅，就骗曹御史说，‘你先不要匆
忙，待我打听好皇帝的态度后你再上
本不迟。’谁想他却把消息透漏给了
和珅。和珅连忙把罪证销毁了。等和
珅销毁了罪证，他又怂恿曹某上本，结果
曹某被和珅反咬一口丢了官。后来和
珅倒了台，曹御史东山再起，第一本就先
参奏拜兄吴侍郎，结果吴某被罢官抄
家。你说，这官场中有什么真交情？那
些官老爷比我们这些唱戏的能好到哪
里去了？”自珍听得连连点头。但他终是
害怕别人说闲话，更怕父亲知道他和戏
子来往，也就不敢再来看望双鸾。不久
双鸾也回苏州去了。

嘉庆十五年庚辰（1820），龚自珍
由上海进京，第二次参加会试，途中再
次游赏太湖。这次游玩，时间短促，主
要是游历上次未曾游历的地方。西洞
庭满山梅花盛开，湖山清香四溢。细
雨蒙蒙，落英缤纷。自珍游兴甚浓，他
和朋友们游览了石公寺、小龙渚等地。

元宵节前后，龚自珍抵达扬州，有
诗记游说：“春灯如雪浸兰舟，不载江南
半点愁。谁信寻春此狂客，一
茶一偈到扬州。”在扬州，自珍
恰巧和宋翔凤重逢，宋也是要
进京应试的。二人在扬州稍
作逗留，便结伴进京。

来到京师，自珍仍寓居丞

相胡同，宋翔凤则住在表兄刘逢禄家里。
在寓所稍作休息，第二天自珍便去拜会刘
逢禄，顺便就公羊经学里边的一些问题向
他求教。刘逢禄解答了他提出的一些问题
之后，含笑问自珍道：“去岁离京之后，你的
诗名已经传遍京师。近来又写了些什么好
诗？”龚自珍道：“晚生无意作诗，也无意成
为诗人。所作多是触景生情，率性而为，说
不上好。今后吟出比较好的篇什，一定让
大人指教。”刘逢禄道：“诗发于情，这触景
生情正是写诗的根本。你是性情中人，哀
乐过人，正是诗人的气质。无意作诗多诗
好。那些一心想做诗人的人，无病呻吟偏
偏写不出好诗来。”自珍道：“大人谬奖了。”
刘逢禄仍是一脸笑容地说：“你虽然

具有诗人的良质美才，但我今天要劝你不
作诗或少作诗。”“这是为什么？”自珍不解
地问道。
刘逢禄道：“我劝你戒诗，原因有三。一

是作诗太费心神。唐代李长吉，生而好诗，
每天骑孱马，背锦囊，出入于古寺
荒坟，苦吟不止。他的母亲说‘是
儿非呕出心血不可’，后来果然早
亡。古人常说，‘吟安一个字，捻断
数茎须’。又道：‘吟成五字句，用
破一生心。’可见吟诗费心……”

100 京城拜会刘逢禄 55 请将出山

颜伯虎清清嗓子：“咱们是正常
人，对面的是精神病患者。你用正常
人的思维去和精神病抗衡，你说谁占
便宜。”高克己：“精神病占便宜。”颜
伯虎说：“要按我的办法，进讯问室后
晾他几个小时再审，可能现在笔录就
拿下了。可他们不间断地突击审查，等
于是不停地刺激嫌疑人，就好比喝药，
这个药劲儿还没过去又顶上一服药，嫌
疑人想不亢奋都不行。”高克己有点沮
丧：“那就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吗？”颜伯
虎说：“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啊，办法倒
是有，不过他们不一定使得出来，李正
弘也不一定同意呀。”高克己说：“这碍
着李正弘嘛事呀，把他交代的工作完
成了不就行了。”颜伯虎说：“像这类的
突审行动，每走一步都得汇报，更别说
改变审查方案了，李正弘若不同意，陈
印祥敢擅自做主吗？所以我说陈印祥
是糊涂蛋。”高克己说：“你的意思他们
是一对糊涂蛋呗。”颜伯虎说：“李正弘
应该比陈印祥强一点，可他这些年在
上层建筑里待得时间长了，敏锐度下
降、记忆力丧失、判断能力退化，办案
直觉基本没有了，他的办案智慧现在
比刚入警的小年轻们强点有限。”

高克己沉默了，其实他心里也很认
同颜伯虎的看法，但眼下毕竟是箭在弦
上，不得不发，况且很多疑点还要从嫌
疑人身上找出。此刻，他心里有种隐隐
的预感，这件事不单纯是精神病人劫车
这么简单，或许跟他内心的隐疾有着若

隐若现的某种联系。想到这些，他提了口
气对颜伯虎说：“你上吧！”“你说嘛？”“我
是说你替换他们，去审查嫌疑人。”颜伯虎
把拿起来的汤勺，又扔在案板上，瞪着眼
睛看看高克己说：“你不是跟我开玩笑
吧？你让我上去审查，我一个公安处食堂
抡大勺做饭的老民警……我明白了，为嘛
你白天跑食堂来跟我这献殷勤呢，原来你
早就想到会有这么一出，你是拿我当预备
方案使了啊。”

高克己坦诚地点点头说：“咱们是兄
弟，我不能瞒你，当时我的确是想让你帮
忙来着，但只是帮忙出出主意，没想到老
陈他们拿不下来，这不才想让你上嘛。”颜
伯虎说：“你心思真够缜密的，把师傅他老
人家走一步看三步，事先考虑未雨绸缪的
精髓算是学到家了。”高克己说：“既然你
说到师傅，我不妨直言，这件事跟师傅和
我追踪的事件有很大关系。虽然现在我
还说不清楚，但直觉告诉我肯定有其内在
的联系。”颜伯虎说：“你搬出师傅来压
我？”高克己叹口气说：“唉……即使没有
师傅这层关系，我第一次执行警卫任务，
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也是责无旁贷，整个公
安处也就你能治这种疑难杂症，你就算帮
帮我行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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