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轻的家庭主妇罗贝塔离婚后为了
养活自己和两个年幼的儿子，在纽约东
哈林区一个公立小学当上了音乐代课老
师，开设小提琴课。这里的学生和家长，
对小提琴课并不热衷，甚至排斥，但罗贝
塔没有气馁，只要一走进音乐教室，她就
神采飞扬，热情洋溢。慢慢地，学生们被
她打动了，逐渐培养起学琴的兴趣。好景不长，
由于教育资金的削减，东哈林教育局决定砍掉
所辖学校的小提琴课程。罗贝塔多方奔走、求
助，最终赢得校长、家长的一致支持，准备自筹资
金，举办一场小提琴演奏会，用演出的收入来维
持小提琴课程的开设。一些著名音乐家、演奏
家感动于罗贝塔对音乐的执著和对学生的爱，
愿意无偿参加这场演奏会，卡内基音乐厅也敞
开了大门，演奏会取得巨大的成功，小提琴课
程得以继续。

这是1999年上映的音乐电影《弦动我心》
的主要内容。影片根据1995年获得奥斯卡提
名的纪录电影《小小奇迹》改编而来，故事的原
型就是纽约东哈林区小提琴教师罗贝塔，饰演
者是公认的影坛演技派梅丽尔·斯特里普。在
出演本片时，斯特里普遇到了一个大挑战。横
亘在她与角色之间的最大难题不在于要演得
像人物原型，而在于演奏小提琴。在此之前，

斯特里普从未接触过小提琴，而在
片中她不但要在一群真正学习小
提琴的孩子中饰演老师，还要在影
片重头戏中和世界顶尖音乐家们
合奏。斯特里普先后请了两位家
庭教师补习小提琴课，每天坚持练
琴4到6个小时，即使在电影拍摄
期间，剧组成员也能整夜从酒店房

间里听到她拉琴的声音。在一场练琴课的
戏中，斯特里普停下演奏和学生说话，有意
无意地甩了甩左手放松手指，因为左手需要
长时间按弦，手指关节会僵硬，这样的小细
节是没有练过小提琴的演员绝对想不到的。

罗贝塔教学所在的东哈林，是纽约市
治安较差的地区，聚集了美国少数族裔和

贫民阶层。她开设的小提琴课以及风趣幽默的鼓
励和引导，直接或间接地改变了许多原本只想懵
懵懂懂混日子的穷孩子以及他们的家长，让他们
有了自信和向上的力量。罗贝塔对于音乐教学有
着坚定的理想，她认为每个孩子都能学会小提琴，
并且用实际行动点燃了孩子们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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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评版精彩继续。

几年前的一个下午，
法国人杰罗姆·米肖·拉
里维耶尔在公园散步时，
感受到微风习习，拂过树
叶发出“沙沙”声。一个
想法在他心中萌芽：城市
里为什么不能用风力发
电？于是他带领一个工
程师团队，经过3年的研
究，发明出一种可以依靠
微风能量进行发电的风
力发电树，这就是世界上
首 款 风 力 树 发 电 机
Wind Tree的缘起，而它
也是世界范围内植物仿
生装置的杰出代表。

当世界科技、经济、
社会发展到21世纪后，涌
现出了生态公共艺术中
的最新成员——植物仿
生装置，且逐渐成为世界
范围城市景观与功能设
施建设的重点。从外观
上看，植物仿生装置很好
辨认，它们普遍模仿植物
的外观和组织结构，广泛
具有遮阳、发电、标识等
实用功能，同时又美化城
市环境、促进社区交流，
体现出生态、低碳特征，
这种仿生装置一般能够通过能源自
给适应乡村或自然条件恶劣地区，有
效地节约不可再生能源、改善空气质
量。从2010年后开始在一些发达国
家城市基础设施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说回“风树”，它可以称得上是一
种公共艺术型风力涡轮发电机。外
观看上去就是一棵树，像一个精致的
雕塑作品，对各种环境都很适用。它
的枝干是钢铁材质的，叶子是 PVC
塑料板，成本很低。其中，每一片叶
子里都有一个微型涡轮发电机，只需
要 2m/s 的风速就可以使它运转起
来，并储存电能，增加了风能的稳定
性，而且几乎没有噪声。“风力树”选
择悬铃木属成年悬铃桐的形态和相
近高度（约合6米），能够很好地融入
行道树的行列，让人们喜闻乐见地接
受，彰显生态环保的主题。更值得关
注的是，这样的生态树对植物仿生学
的运用已经从外在形态走向内在机
制，设计者摒弃了效率低下的传统叶

片式风力涡轮，选用了
酷似豌豆荚的小型风
力涡轮，其独有的凹槽
型设计能够更好地捕
捉都市中无处不在且
风向多变的微弱风
力。因此，“风树”更确
切的称呼是“树状风力
涡轮机”，杰罗姆·米
肖·拉里维耶尔认为，
只有树形的小涡轮才
能有效利用这些微弱
风力。他也坦承，相对
于大叶片的传统风力
发电机，“风树”的效率
还不够高，但前者不可
能这样毫无阻碍地布
置在人流密集的城市
广场，而“风树”不需要
额外大量的土地放置，
放到公园里也完全可
以，最新一批成品就布
置在巴黎的协和广场，
单价已经降至约合 15
万元人民币，这是一个
大多数城市都能负担
得起的价格。加之所
产的电能可以部分接
入电网营收，降低了维
护的成本。

除了相当逼真的形式与多彩叶片
带来的优美观感，“风树”本身还具有
相当高的技术含量。其利用小尺寸风
力涡轮发电，离不开对合金化程度高
的单晶高温合金轴承的利用，有效克
服了传统铸锻高温合金在加工上的不
足，与同样代表先进科技水平的陶瓷
热障涂层综合使用，使得叶片在恶劣
工作环境下具有极佳的抗热疲劳和机
械疲劳性能。除此之外，设计者运用
低成本的管材作为树木枝干，方便容
纳内部线缆，更有效降低成本。由此
可以看出，对有志于利用植物仿生装
置的后起国家来说，扎实的材料科学
基础，以及能够使最新材料成果运用
于公共艺术设计制造的顺畅合理机制
实在是必不可少的。

美，又利于生
态保护，同时置于
接近人群的地方，
这不正是当代社
会所需要的吗？

一说寒衣，人们很容易想到“十月一，
送寒衣”。《辞海》没有这个词，网上则大书
“寒衣节”。实际上，中国古人将征衣也唤
作寒衣，我在20世纪90年代时就曾写过一
篇有关寒衣的文章，取名用古诗词：“寒到
君边衣到无？”

寒衣，即御寒之衣，相当于古代的裘
褐，近现代的棉袄，当代的防寒服。只不
过，寒衣两字似乎蘸满了情怀与诗意，别
管是何种质料，只要是能在亲人需要御寒
时，送上一件实用衣服，就是对自己和亲
人的最大慰藉。

北周庾信诗中写：“寒衣须及早，将寄
霍嫖姚。”霍嫖姚即西汉守边大将霍去病，
诗人是泛指戍边将士。唐代沈佺期诗：
“九月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这
里虽未直接点明寒衣，但婉转地通过寒秋
时节江边传来的阵阵捣衣声，想象浆洗缝
制征衣的情景，不禁引发人的无尽情思。

寒衣，寄送到边关营地，既有对亲人
的惦念，还有对守卫国家边疆的将士的支
持。这里说寒衣寄寓了家国情怀是不为
过的。中国人自古以来对祖国的领土格
外珍重，舍小家顾国家的精神代代相传。

杜甫在《秋兴八首》中写道：“寒衣处处催
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诗人敏锐地捕捉
到这一动人的几乎家家都在忙于此的大
事。众所周知，战争中的部队后勤工作是
相当重要的，我们的人民军队在与敌人拼
死战斗时，正是人民努力做衣做鞋，推着
小车给子弟兵送上补给。做军鞋曾是革
命老区民众的一项神圣工作。仍然是纺
纱、织布，依旧是絮棉、缝衣，只不过老区
妇女们已经不是给自己一家的亲人，而是
给红军、新四军、八路军，直至中国人民解
放军以及跨过鸭绿江的志愿军的官兵们
送去温暖。

从这个角度来说，给将
士们送上御寒之衣，是中华
民族的优良传统，民众支持

将士，正体现出中国人民的伟大团结与众志
成城。

当然，中国人同时富有实干精神与浪漫
情趣。据说唐开元年间，皇帝赐边将征衣，
其中有些是宫中女子做成的。一兵士打开
叠好的棉衣，感觉棉絮中有哱哱的纸声，再
拆开看，竟发现一张纸条。上写：“沙场征戍
客，寒苦若为眠。战袍经手作，知落阿谁
边？蓄意多添线，含情更著绵。今生已过
也，结取后生缘。”这件事情传到唐玄宗耳
中，真的下诏将此女许配给得诗的士兵。“后
生缘”变成了“今生缘”。

古人有关寒衣的抒情诗句，有的是寄寓
爱情，有的是描述友情，还有
些类同于“报得三春晖”的母
子之情。如“月光稀，是谁捣

寒衣。望天涯，想君思故里。”再如“余独孤行
随笔，千里寒衣不为酒，心言离合未止修。”清
代蒋士铨《岁暮到家》中写：“爱子心无尽，归
家喜及辰。寒衣针线密，家信墨痕新。”读过
这些诗句，无一不满怀着情意。再普通不过
的御寒之衣，在中国文化中能够演绎出种种
深情厚谊。难怪，外国宇航员在太空中看到
宇宙地球时，感觉用王羲之《兰亭集序》里的
名句才能最准确最深刻地描述出那种感受，
这就是中国文化。

当寒衣在世间富有情意的形象被重视以
后，人们认为在严冬到来之前给逝去的亲人
送去寒衣也是必不可少的，而农历十月一，刚
刚好。于是，便有了这样一个寄托情意的日
子。我小时候，都是家家主妇自己用纸剪成，
男衣是对襟，女服是大襟。我觉得那个时候
也是很神圣的。这正是中华美德赋予亲情的
一种表现形式。环境保护意识加强后，还可
以换一种方式，“云”祭祀也在体现新时代。
无论如何，炎黄子孙的血脉不变，保家卫国的
决心不变，这就是中国人心目中的寒衣情结。
《资治通鉴·唐纪》中有：“就居求寒衣。”

御寒之衣虽平常，但寄寓其中的家国情怀却
伟大并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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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弦动我心》：
奏响一曲动人的心灵音乐

何映晖

钱钟书先生的《七缀集》里，有一篇长
篇论文《林纾的翻译》。钱先生以他的人生
经历和渊博学识，对近代史上的奇才——
林纾在翻译领域的成就和成败得失作了深
入研究，堪称翻译史上的一篇重要论文。
我过去浏览过几种《林纾诗文选》，对

这位可爱的文化先驱略有所知。但他翻
译的作品，一本也没读过，只从他人的零
星引文里，得见他的“桐城派”文章片段。
他译的《鱼雁抉微》，我读的是罗大冈先生
翻译的《波斯人信札》，孟德斯鸠的文章之
美，不知他是怎样翻译的，我早想比较一
下。林纾的书画，我见过真迹，嗅到过奇
才遗留的气息。他不懂外文，却翻译了
180种外国文学作品，大开百年前中国读
书人的眼界，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过巨大
的贡献；甚至，因为读他翻译的小说——
如钱钟书先生，从小就对外国文学发生兴
趣，并确定自己求学、研究的方向。钱先
生回忆：“我自己就是读了林译而增加学
习外国语文的兴趣的。商务印书馆发行
的那两小箱《林译小说丛书》是我十一二
岁时的大发现，带领我进了一个新天地、
一个在《水浒》《西游记》《聊斋志异》以外
另辟的世界。我事先也看过梁启超译的
《十五小豪杰》、周桂笙译的侦探小说等，
都觉得沉闷乏味。接触了林译，我才知道
西洋小说会那么迷人。我把林译哈葛德、
狄更斯、欧文、司各德、斯威夫特的作品反
复不厌地阅览。假如我当时学习英语有
什么自己意识到的动机，其中之一就是有

一天能够痛痛快快地读遍哈葛德以及旁人的探险小说。”林纾的翻译，点
燃一个江南小城少年的求知欲望，翻译的影响力可谓大矣。

钱钟书先生年轻时认识林纾的好友陈石遗，并把他与陈的谈话整理
出版，是为《石语》。陈石遗起初不知他在国外学什么，以为像其他留学生
一样是学理工科，待知道他是学文学后，不解地问：“学文学为什么要去外
国？咱们中国文学不就很好嘛！”钱先生说是读了林译小说后对外国文学
发生兴趣，陈说：“这就搞颠倒了，林纾知道了也未必高兴。”原来，林纾虽
翻译了那么多的外国小说，又精于绘事，但他更看重也希望他人看重的，
是他的古文。他自己就很自负地说过，六百年以下，除了归有光就数他的
文章。在林纾眼里，他翻译的著作数量虽多，毕竟是咀嚼别人的馍；他画
的画也不错，到底是游于艺，算不得正经事。只有古文，才是他的创作。
在几种“桐城派”的文选里，作为这个流派的殿军，林纾有一席之地，这才
是他看重的文苑地位。

现在不能想象：林纾不懂一句外文，是怎样翻译外国文学的呢？他的
流水作业线是什么样子？从他人的记述我知道，他翻译的过程是：懂外文
的助手口译原文后，他斟酌词句，排列结构，以原文大意掺杂自己的消化，
再用文言文转述。按钱钟书先生的分析，林译往往按译者的灵机一动加
入小说中没有的句子，有的就是按中国小说的句式创作的。在社会转型
期，我国已有现代的新闻出版业，林纾的文章，难免掺杂报刊语言，不是纯
粹的古文。与林纾同为近代翻译巨擘的严复，曾提出著名的“信、达、雅”
作为翻译的最高标准。我认为，区别不同的书籍，政治、经济、法律、科学
方面的，“信”是第一标准；其余文学艺术方面的书籍，“达雅”是第一标准，
“信”的要求，对一部小说的翻译来说并不重要。当然，这只是我一个外行
读者的意见，不一定正确。我这样想，是熟悉林译小说的钱先生的文章启
发激活了我的想象。

康有为高度评价林纾，有诗曰：“译才并世数严林。”不料严复并不
接受康圣人的抬举，因为他看不起林纾，且羞与为伍。他说康有为是胡
说：哪有不识一个外国字母的“译才”！在林纾，也不接受康圣人的评
价，因为他认为他的价值不在翻译。钱先生的朋友说：“康有为一句诗
得罪了两个人。”

林纾最有名的趣闻是：朋友说他的书房是“造币厂”，因为动手就来
钱。据说，他翻译、作画时，能一边和客人谈话，一边工作，两不耽误；唯有
写文章时才不与人说话。我读他的诗文，真切地感到他是个感情丰富、心
底仁厚的奇人。翻译《黑奴吁天录》时，他从美国奴隶制时代的黑人想到
华工在美国的不幸遭遇，他流泪；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时，他为小说中
人物的爱情悲剧流泪。从他写的那一批《讽喻新乐府》，可以看到，他虽然
忠于清朝，却又关心社会进步，鞭挞社会上的不合理现象，特别痛恨官员
腐败、商人奸诈、文人无耻。他翻译那么多的外国小说，自己的思想能不
受影响？可以肯定地说，他是中国现代化的先驱之一。他用自己的翻译
作品，为帝制灭亡后多灾多难的中国接引了清新的欧风美雨。

博学的钱钟书先生，曾把林纾的翻译划分为两期。我没读过林译，对
钱先生的分析不敢赞一词。我只想转移话题，从钱先生少年时读林译小
说后的人生选择，谈几句小学生读课外书的问题。在应试教育几成“宗
教”的今天，教育部提出减负，不少校外培训机构关门；这无疑给肩负重担
的小学生腾出了自己可以支配的时间。在这种新形势下，望子女成龙成凤
的学生家长敢不敢放开家庭政策，让自己的宝贝随意读中国的、外国的小
说？你们还怕一不小心家里冒出第二个钱钟书吗？

西岭烟霞生袖底 东洲云海落樽前（书法） 许瑞林

1997年，杨先生来到南开大学为
物理系学生作了很长的学术报告。
2002年，陈省身先生为庆贺杨先生八
十寿辰，在南开大学作了题为“数学
之美”的报告，而后杨先生作了题为
“物理之美”的报告，向陈先生和南开
表达谢意。2012年，南开数学所举办大
型学术会议，并祝贺杨先生九十寿辰，全
国有近30位中科院院士出席。2012年
南开数学所的学术会议上，潘建伟、向涛
等优秀的青年物理学家也作了学术报
告。杨先生出席，全程听了报告。

2017年，南开数学所举办物理前沿
会议，并为杨先生祝贺九五寿辰。约30
位中科院院士出席会议。一批优秀的
中青年物理学家作了学术报告。天津
市委领导会见了杨先生，杨先生在会见
中发表了饱含深情的讲话。

杨先生与南开的情缘以陈省身先生
和数学所理论物理研究室为纽带，同时
这份情缘还涉及东北师范大学和兰州大
学，因为理论室招收的博士生大部分来
自这两所大学。我到南开后，有李有泉、
薛康、苏刚等四名博士生列在兰州大
学。他们都是优秀的学生。兰州大学给
予了他们极大的方便，允许他们常年在
南开大学学习生活，正常发放博士津贴，
这让我感受到母校的关怀。四人中，薛
康来自东北师大，后来包括孙昌璞在内，
先后有七位博士生来自这所大学，杨先
生因此通过南开与东北师大结缘，他也
在1993年、1996年、2002年三次访问东

北师大。1993年，杨先生第一次访问东北
师大并作学术演讲。演讲结束后，薛康夫
妇、孙昌璞和我等人陪同杨先生去长白山天
池参观。那时交通还不太方便，但一路见闻
甚多。我们乘车穿过茫茫林海，听当地朋友
介绍情况。但当地的山珍美味，杨先生基本
不吃，几乎全让我们享用了。

到了天池，杨先生兴致颇高，竟独自跑
到池中一个小通路上游览。回来的路上，
杨先生游兴不减，在路旁林边高举双手，感
受大自然的气息。他说，年轻时看文章，知
道白山黑水，今生总算见识了。1996年，杨
先生二次访问东北师大并作报告。2002
年，杨先生同翁帆第三次访问东北师大，这
时学校已有了新校区。我们乘船游镜泊
湖，杨先生很开心，还亲自操作摄像机拍
摄。更有趣的是，我们去了珲春中朝边境，
一直走到大桥的两国边界处。

杨先生的三次访问给了东北师大师生
很大的鼓舞，很多师生都热心基础学科的学
习，打好基础，力争好的成绩。在我看来，杨
先生与东北师大结缘，是他与南开情缘的一
种延伸。理论物理研究室招收的东北师大
的七位博士生，现在都在从事物理的教学与
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绩，让人欣慰。
（连载完。明日连载《向死而生》。）

11 三次访问东北师大

周仪伟对龚自珍喟然长叹道：“璱
人贤弟，我哪像你，正当盛年，本科不
中还有下科，不愁功名不遂。愚兄已
经年逾不惑，哪能再受场屋折辱？这
科场功名今生再也无缘了。”

龚自珍也不禁愤然道：“这科场
误了多少英杰！似兄长这样高才屡试
不第，多少无能之辈偏偏高占巍科，谁
知道这里面都捣些什么鬼名堂！”周仪
伟道：“其中黑幕外人焉能知情？但科
场舞弊之事，历朝皆有，本朝哪能这样
干净？只不过上下其手，做事机密，没
有大白于天下罢了！康熙朝江南士子
抬财神入贡院；雍正朝河南士子罢考，
张廷璐卖放考题被腰斩东市，还不都是
明证？暗中情弊，我们不敢妄加猜测，
但这公开的干谒拜师，用意不是明摆着
的？哪位考官夹袋中没有几个弟子门
生？似愚兄这把年纪，且不说薄有微
名，即使是籍籍无名之辈，为一身傲骨
清白，也不能轻弯这七尺之躯呀！”周仪
伟越说越激动，不禁潸然泪下。

自珍听得心潮难平，但想起刘逢禄
的劝告，还是勉强按下胸中不平之气，劝
周仪伟道：“板桥先生说‘难得糊涂’，我们
还是装装糊涂吧。这‘功名’，你重视它，
它就成为绳索，捆住你的手脚，
牵着你的鼻子走；你把它看淡，
它便成为过眼云烟，一钱不值，
你便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了。
我们哪一天能像那天上飞鸿，
离开这名利之场，只和美人经

卷做伴，该多好啊！”自珍说着说着也激动起
来，拿出笔在驿壁上题诗一首：

名场阅历莽无涯，心史纵横自一家。

秋气不惊堂内燕，夕阳还恋路旁鸦。

东邻嫠老难为妾，古木根深不似花。

何日冥鸿踪迹遂，美人经卷葬年华。

待龚自珍题写完毕，周仪伟接过笔来，
依照自珍的诗韵，也题写和诗一首。
二人题诗已毕，扳鞍上马，又匆匆向

南，晓行夜宿，饥餐渴饮。到扬州后，下马登
舟，改行水路。周仪伟在扬州买绢扇一把，
舟中请自珍在扇上题诗，自珍允诺，立即题
写道：“红豆生春绿水波，齐梁人老奈愁何！
逢君只合千场醉，莫恨今生去日多。”
两天后到了周仪伟家，下榻在周仪伟

的书房盟鸥馆。应周仪伟所请，自珍为盟
鸥馆撰写了一副楹联：“别馆署盟鸥，列两行
玉佩珠帘，幻出空中楼阁；新巢容社燕，约几
个星辰旧雨，来寻梦里家山。”周仪伟非常喜
爱，特意请了一位有名的刻字匠人，镌刻于

楹柱之上。
秋天，自珍应朋友之请前往

苏州，和赵魏、顾广圻、钮树玉、吴
文征、江沅同宴于虎丘。席间听
说好友庄绶甲、沈锡东已经亡故，
自珍不胜感伤，写诗怀念他们。

103 难得糊涂待功名 58 这碗汤面不简单

高克己来到袁竹林办公室，推开
门时，见他正在摆弄摔坏了的无人
机，各种零件摆满了办公桌。高克己
没废话，开门见山地就找袁竹林要音
乐和电扇。袁竹林回答说，一听这些
邪门的物件，就知道是颜伯虎要的。
其实，现在手机搜索很方便，就是下载
后转个格式的问题。说完，他从档案柜
后面拎出个小电扇，递给高克己，让他
先把这个拿过去，自己随后弄好音频，
就给预审的同事送过去。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颜伯虎除
了让预审员反复播放歌曲《听妈妈讲那
过去的事情》，还将电扇开到最低挡，对
着门缝儿吹牛肉汤的热气，没有半点要
审查嫌疑人的意思。这可把在监控室
里等着的老陈等人急坏了，要不是高克
己拦着，他好几次都要冲出去问问，你
颜伯虎装神弄鬼的，到底想要干什么？
高克己知道颜伯虎是在熬时间，他要用
营造好的外部环境，消耗掉嫌疑人的对
抗情绪，软化他的亢奋心理，然后再迅
雷不及掩耳地出手一击而中。从监控
和单面玻璃中看到，嫌疑人躁动不安的
举止停下来了，眼神和面部表情都显示
他在寻找声音的来源，还有肉汤香味的
来源。颜伯虎在楼道里抽完烟盒里的
最后一支烟，拍拍衣服，推开门走进讯
问室，他进屋后没有像其他审查人员那
样坐到椅子上，而是先凑过来仔细端详
了一番嫌疑人，然后说道：“我叫颜伯
虎，是平海铁路公安处公安民警，我跟

刚才几位的工作不一样，我是食堂做饭的
民警，我是来给他们送夜宵的，你饿吗？”
嫌疑人说：“我饿了。”颜伯虎问：“你想吃
什么？”嫌疑人答：“我想吃牛肉汤面。”颜
伯虎问：“外面的味道好闻吗？”嫌疑人答：
“太香了……”颜伯虎说：“我做的，给你盛
一碗尝尝？”嫌疑人急忙点头说：“嗯嗯，我
想尝尝。”

监控室里的高克己小声对老陈说：
“颜伯虎开始了。”老陈点点头说：“我注意
到了，他一连说了四个我，最后才是‘你饿
吗’？他是想让对方回答有主语的问题，
借以测试对方逻辑性是否能连贯，然后确
定他现在的精神状态，这些都是常规做法
啊。”高克己嗯了一声说：“可就是这些常
规的做法，你没用，他用了。”老陈一时语
塞，想不起用什么话来反驳高克己。猛然
间，他看到颜伯虎走出门来，便连忙调整
楼道里的监控，见颜伯虎拿着塑料餐具，
正在盛汤和放面条。老陈用胳膊肘碰碰
高克己说：“颜伯虎真要给嫌疑人上饭啊，
我们还没吃呢。”高克己说：“你们赶紧趁
热吃，我猜他这碗汤面没这么简单。”颜伯
虎把汤面端进去，放在了嫌疑人面前的小
桌上，好像没看见他被束缚的双手一样，
还把小勺放到了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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