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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说来就来了。初冬和深秋紧紧连
在一起，气候还不能马上分得特别清楚，立
冬节气时的红叶依然好看，万山红遍中，红
色的树叶里除了红枫，还有红叶石楠、黄栌
等不少种类。也有的叶子不是红，而是红
黄相间、还有没有完全枯黄的叶子，黄里带
着绿色。在蓝天下岁月静好的空气里，不
知道它们是不是能感知到接下来如果有一
场风来，会发生什么。

秋天和冬天，除了差一个字，其实还差
一场冬风。西北风一旦呼号而来，树叶很
快枯掉，甚至北方那么多的山林，风吹过，
每棵树也剩不下一片叶子，城市大街小巷
的树叶也是一样。冬天街上的树木，今天
还是一树黄叶，明天就可能孤零零了。低
头看，一地黄叶，再一阵风来，漫天飞舞。

并不是所有的北方冬天都寒冷得出
奇，在很多个冬天的正午，只要天气晴朗太
阳高照，如果没有刮大风，用一个成语就是
“风和日丽”。那时候，冬天也是友好和善
的。我能回想起很多个少年时代的冬日，
在冬天的户外也并不觉得冷，小伙伴儿围
在一起做游戏，能跑出热汗。初冬时在屋

子里没有阳光也会觉得阴冷，北方也不是
立冬后马上就会供暖，太阳光热烘烘地照
进来，透过窗玻璃打在床上，屋子里就有了
人间的暖意。人就愿意躺在那团阳光下，
闭着眼晒一会儿太阳，也可能就睡着了。
“立冬”节气在每年公历的11月7日、8

日左右，太阳黄经到达225度。京津地带那
时天气确实还不算冷，按照气象学的标准
来衡量，还不是冬天。当然，中国这么大，
比如在东北和西北，立冬时候已经很冷了，
用不着到11月，9月底可能就入冬了，并且
下起了纷纷扬扬的大雪，而在南方的不少
地方，别说此时没有进入冬天，就算到了立
春，也没有过冬天，冬天从来没有来过。

立冬，是节气“四立”的最后一个，也是
冬天六个节气里开头的一个，是二十四节
气里比较显著的。秋收冬藏，颗粒归仓，动
物冬眠，人们也要过冬了。在北方，冬天的
农事活动毕竟要少得多，人们也可以利用
这个时间休息和调整。想想这过来的一
年，立春已经很遥远了，立夏、立秋好像都
在眼前，其实也相隔很久了。

但这个冬天过去，明年的立春就又来

了。因为想着春天的希望，所以这个冬天
暂时躲起来，等待时机。人当然不用冬眠，
但在农耕社会的冬天里，人们也还是有意
识地把节奏慢下来，养精蓄锐。无论南北，
立冬都有“补冬”的说法。中国人相信食
补，总会在不同的时节找到不同的食物吃
下去。尤其在北方，冬天这么寒冷，不进补
点好吃的，怎么能抵御寒冷呢？在北方立
冬吃饺子也是免不了的。立冬吃饺子，很
快到了冬至和过年，还是吃饺子。怎么就
这么没有想象力，就不能吃点别的？但反
过来说，长年累月，每个节日都吃饺子，这
还不是最大的想象力吗？白天太阳，晚上
月亮，好像雷同，实则人间滋味，变幻无穷。

立冬一候，水始冰。人们从物理常识
上知道，水在零摄氏度以下可以结冰，至于
是哪个节气其实并不重要。气候整体变暖
以后，立冬时节还没有那么冷，但立冬毕竟
是立冬，户外的小溪水流结冰了也并不奇
怪，水面上的薄薄的一层冰，确实也是久违
了的。北国的冰雪世界，也是冬日的一种
美好，南方朋友来到北方的冬天，惊掉了下
巴，北方人到南方的
冬天去，起初新鲜，这
里冬天竟然穿衬衫就
行，继而觉察哪里不
对劲儿，后来也还是
觉得，没有点冰雪，那
还是冬天吗？

立冬二候，地始

冻。我记得那时的天寒地冻，土地真的能
被冰冻起来，坚硬如铁，如果不小心摔了一
个跟头，和亲爱的土地相碰，是生疼的，土
地一点儿也不温柔。更冷的时候，地能被
冻裂成分开的大块儿，现在有很多年看不
到那样的场景了，尤其是在立冬时，土地一
般也还没有完全上冻，但土里已经蕴藏着
深度的寒冷，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从
立冬时开始的每一日之寒，都算数了。天
气里的肃杀气象更浓烈，枯枝、败叶、残荷、
孤单的飞鸟，都提醒人们，冬天来了。

立冬三候，雉入大水为蜃。雉，是一种
大鸟，就是俗称的野鸡，飞不远，跟孔雀类
似，也是雄鸡的尾巴长，华美威风，雉鸡翎
可以用作装饰。蜃，在这里指的是大蛤。
和寒露二候“雀入大水为蛤”类似，古人此
时看不见雉了，却在水里看见了花纹类似
的大蛤，以为大蛤是雉鸡变的。变来变去
很不新鲜。古人聪明，但眼界也有狭窄之
处；当代人对当下的很多事的认知也未必
就是对的，现在看不懂，将来回眸一望，可
能会觉得，哦，原来如此。

2003年，我进入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
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现代方向攻读硕士研
究生。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分属两个教研
室，但是有一些专业课是合着上，所以，攻
读现代方向的我，也常常会上当代文学的
课。于是，汤吉夫老师便进入了我的生活。

初见汤老师，就被他的风度折服。这
种风度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威仪。高大匀称
的身材，眉似卧蚕，眼若丹凤，鼻翼拱卫着高高的准头，
再架上一副宽边眼镜，方方正正的国字脸上透出一种知
识分子特有的斯文气质。上天赋予了汤老师福相，他也
确曾极度辉煌，大学校长、作协副主席、小说学会副会
长，所有这些经历，都和他的气质相得益彰。也是因为
这种风度，使得汤老师永远都提着一股劲儿，一股既直
率又要强的劲儿。

在我入学前一个月，中国小说学会首届小说大奖刚
刚颁发完毕。那时汤老师已是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
他为学会的运转、年度排行榜的排定及学会奖的颁发四
处化缘。后来，每次小说排行榜结集成册，汤老师都会
送研究生人手一本。记得2004年新年时，院研究生会组
织活动，我们几个学生还排演了一个小话剧《逃跑》，就
是根据2003年短篇小说排行榜榜首铁凝的同名作品改
编，我还饰演了其中的人物老宋。

汤老师对学生的帮助同样也是不遗余力的。他曾说，
在作家、学者与教师三个身份中，他最得意的是教师。我
当年也是文学青年，有一个作家梦，并尝试着写过小说。
一来二去和汤老师变得熟络，我就拿着自己的作品向他请
教。汤老师很高兴，鼓励我多练笔，并将我的一篇作品推
荐给《青春》，发表在2005年第11期。不过后来我并没有
沿这条路走下去，汤老师似乎有些失望，他对我说，本来还
希望我能写出更多的作品。现在想想真是一个遗憾。

一晃三年，2006年，研究生生活行将结束，我留在了本院
办公室工作，另一个角色，是兼任中国小说学会办公室的秘
书。在此期间，见证了汤老师为中国小说学会的发展所作的
诸多努力。但因为做的是行政工作，于写作与学术日渐疏离，
虽然也和汤老师时常会面，毕竟不如学生时代那么便捷了。

2015年，我从行政岗转到教学岗，主讲“写作”课。自
己可支配的时间多了，闭目思过，惊觉这么多年来对那些
帮助过自己的老师竟然联系得那么少。虽不是顿悟，也
确实悔恨，需要来一次知行合一。于是，就再一次主动和
汤老师接上了头，衔接得自然而然。他传授给我很多授
课的经验，并给我推荐了很多开眼界拓视野的书。转眼
之间就到了2016年，汤老师已经79周岁了。在中国很多
地方，整寿要提前过，或者叫过虚岁。作为汤老师的弟
子，大家纷纷表示要给他庆祝八十大寿。时间就定在了
他生日当天，2016年9月28日，地点在天津迎宾馆6号

楼。更为意外的是，他还指定我做此次活动的主持人。
9月28日，恰好也是孔夫子诞辰，于是我想到“圣诞”

一词。个人理解，“圣诞”者，圣人之诞辰也，非一人专
属，所有圣贤的生日，均可称为“圣诞”。“大家好，欢迎各
位来参加‘圣诞节’。今天有两位圣人过生日，一位是孔
圣人，另外一位，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汤老师。”我便将
这个作为开场词。效果还不错，大家都笑了。
“宝东，你想不想跟我去趟廊坊师院？”2017年5月，

我接到了汤老师的电话。此次去廊坊有两个目的，一是
给他的爱徒梁彦玲壮壮声色，二来带我进入课堂，观摩、
取经。他告诉我，我是学院里第三个陪他去廊坊师范学
院的人。我只能笑笑，迎接这份“殊荣”。那天早晨，当
我开着车，带着两位“写作兴趣小组”的编辑提前赶到水
蓝花园的时候，汤老师已经在楼下等候了。“写作兴趣小
组”是我“写作”课的副产品，开设了一个公众号，每周会
推送学生的作品，汤老师很关注，也很支持。

一路上，汤老师变成了导游，给我和两个小编辑狂
补沿途风物知识。在廊坊师院，我们受到了热情接待。

下午，我们走进梁彦玲老师的课堂，结结实实地观
摩了三节课。课堂内容是学生演出或改编或原创的剧
目，很精彩。课程的最后，当然是由汤老师总结发言。
“一会儿你去替我说吧。”汤老师嘱咐我。我当然知

道他的好意，要让我亮亮相，不过这种场合，只有他老人
家讲话最合适。

当他颤颤巍巍地走向讲台，贴近话筒的那一刻，全
场肃然。他简单回顾了自己在廊坊师范学院的生活，并
对学生们的表现做了点评，鼓励大家保持对文学的热
爱，保持对生活的热爱。

我们都在台下静静地听着，其实他就是一句话都不
说，只坐在那里，已经是很生动的一堂课。

这就是汤老师，传递给学生的，永远是热乎乎的温度。
原以为汤老师从廊坊回来，要休整几天，哪知第二天上

午他就给我打电话，约我去谈谈关于他的口述记录问题。
这项工作其实一直在开展，但总停顿。后来我就从“写作
兴趣小组”编辑里招募了九位志愿者，给大家排好班，去协
助汤老师做口述记录，其间还帮他整理了一本小说集。

志愿者们做得很认真，汤老师很高兴，接长不短地
就提出请大家吃饭，他最爱去的地方就是“正阳春”。这

个工作很快告一段落。后来汤老师又联
系我，因为还有一点补充，所以还需要人
手继续整理，因为工作量不大，此次只找
了五个人参加。2017年11月的一个中午，
汤老师请大家在老地方“正阳春”吃饭，一
方面答谢曾经的付出，一方面筹划下一阶
段工作。我提出由我来请客，汤老师笑
了：“这次人少，我请。下次把那几个人都

叫上，人多，你请。而且我们要换个地方，去百饺园。那个
时候，小说集也出来了，每人送一本。”志愿者们都欢呼起
来。于是大家开始排班，准备投入新一轮的整理。

2017年11月17日凌晨5点43分，突然接到汤老师微
信：“我病了安排的都作费（后来才体会到，可能因为匆忙才
打错了字）。”因为当时正赶往机场，要去深圳参加中国红楼
梦学会组织的全国性会议，我也没多想，还询问他是否感冒
了，却没有收到回复。19日中午，汤老师走了。

我回到天津，去了他的家，看到两长排的花圈，送花圈
的人中，有名头很响的文化人，也有默默无闻的学生。更令
人感动的是，为汤老师做了三年饭的保姆，也买了一个花
圈，用电动车带来了。

转眼五年过去了，有时我开车路过水上西路的水蓝花
园，总会不自觉地望向他的故居，只是斯人已乘黄鹤去，世
间再无汤老师。

文德楼原未在拍摄计划之中，在我的提议之下，
为丰富镜头，我们才步行而去。

当时我们正在广州北京路上的太平馆，这里处
于颇为繁华的一个商业区域，它的隔壁是一个新华
书店，我还买了好几本书带回天津。太平馆是一家
西餐店，是周恩来和邓颖超举行婚宴的地方。现今
饭店基本保持着原貌，也作供人缅怀之用。

现今的年轻人未必能够领会周、邓这样的爱情，
大洋阻隔，天各一方，既以信仰定情，又依鸿雁传书，
彼此五年不能相见，而忠贞不渝，初心不改。他们分
别之际是邓颖超送周恩来赴法勤工俭学，而再度相
见就是结婚，这种对于爱情的坚定执著自不待言，而
这种方式才是浪漫的，因为他们作为爱侣在生活上
没有一分钟的磨合，彼此就交付了漫长的一生。
“奔向自由自在的春天，打破一向的束缚，勇敢

地奔啊奔！”这是周恩来写给邓颖超的跨国明信片上
的诗，而在1925年8月8日立秋当日，他们结婚了。
邓颖超一到广州，张治中闻讯摆酒庆祝，到场者有邓
演达、陈延年、邓中夏、恽代英、陈赓、彭湃，以及也是
刚刚抵穗的李富春、蔡畅夫妇。当夜，周恩来酩酊大
醉，酒量惊人的他从未如此，他代喝了所有邓颖超的
酒。新婚之夜他们的住所就是我们要去的文德楼，
当时这是广东省委租下的房子。

我们在北京路上看了路牌，发现文德楼确实不
远。我在赴穗之前已经做了功课，知道这是周、邓的
婚房。《曙光》纪录片对于周、邓二人都有涉及，他们
每人一集。在拍摄邓颖超的时候，我之所以力荐这
处居所，是因为当年邓颖超只身一人来到广州，她不
仅是来参加广东省委的工作，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和周恩来结婚。这样一个故
事值得表现。

我们出门往南再往东，沿中山四路到文德路，携带拍摄设备一路问去，店
铺人家只知文德路，而不知文德楼。岂不知，是先有文德楼而后有文德路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有大批华侨回国建房，那一带和东山口的小洋楼多诞生
于彼时。看来文德楼知名度实在不高，好在不远，当我们行至文德路和文德东
路交口时，已经看到。

文德楼展现在我们的面前。这一排黄色的百年老楼，虽然墙皮都已经斑
驳零落，但气象不凡。北方多是青灰色的房子，很少看见这样夸张的黄色，而
广州留存的旧建筑之中黄色却为数不少。广州是中国最早开放的城市，这种
绚丽的色彩，带有域外的气息，也是中西结合的产物。在1935年的时候，黄色
曾被定为广州市的市色，五行之中土色为黄，更取炎黄子孙之意。广州是中国
较早地明确提出城市色的城市。

现今文德楼的苍老和平常超出我的预料。它已经一百多年，建筑主体并
未改变，只是巷口原有两扇铁闸和更楼被拆去，原来最初“文德楼”的横匾也已
不见。它一直是民居，现在也仍然是，楼体之上有门牌也有文明公约，如果不
是还有文物部门挂的标志，难以晓得它的历史身份。走过拱券之下的铁门，是
一座n字形建筑，5幢3层的楼房连成一体，深长而凌乱的大院形成天井，楼道
里摆放着各样花盆，竹竿上晾晒悬挂着的衣服，它非常广州，也相当平静。周
恩来和邓颖超的婚房就在这座楼里，而在这座楼里一百年来不知又有多少年
轻人结婚。幸运的是，站在天井里的我们，前能见古人，后能见来者，念天地之
悠悠，感风范之长存。

1924年9月，周恩来从欧洲回国，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宣传部长，又
任军委书记，并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虽然已至国内，但忙于工作，他与
邓颖超依然不得相见。邓颖超彼时也在忙碌的节奏中，1925年3月她由团员
转为党员，并任天津地委妇女部长，在当年声援“五卅运动”之中，参加游行示
威和请愿，开展抵制英、日货物的斗争，遭到反动当局的通缉。是年7月，按照
党的指示，邓颖超经上海短暂停留，又转道登上赴广州的客船，代表天津各界
联合会慰问省港罢工工友，并等待新的工作。8月7日，因周恩来无暇抽身，遂
派陈赓拿着照片前往码头接人，而邓颖超已经按照地址来到文德楼。从此，
周、邓二人开始了半个多世纪的婚姻生活。

新婚之后，邓颖超担任了广东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长，仍然为妇女工作而奔
走。文德楼此后又住进了李富春、蔡畅夫妇。周、邓住3号2楼，李、蔡住1号2
楼。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之后周恩来担任总理，而李富春曾担任副总理。而
蔡畅曾担任全国妇联主席，邓颖超曾担任副主席和名誉主席。

我们去的时候，周、邓曾经的住宅深门紧锁。摄影师拍下了这个镜头，也
录下了我们与邻居的对话，我们来之前并没有打过招呼，而我以为这种寻访其
实更有意义。

后来我才知道，房主是华侨陈玉桃女士，她们一家已移居海外。她的父亲
原也是美国华侨，上世纪30年代末买下了文德楼3号整幢的一至三层，传至她
们一辈时她刚好分得二楼。据说当年其父买时，也并不知道这里是周恩来曾
经的居所。

周、邓二人在此共同居住的时间并不长。婚后不久，周恩来任国民革命军
东征军总指挥部政治部总主任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代表，前往潮汕地区参加
第二次东征。邓颖超随后也赶赴汕头工作，后来他们才又回到广州的这里。

1926年3月，广州发生了“中山舰事件”，同住文德楼的国民党海军局代局
长、中山舰舰长而实为共产党员李之龙被抓，于是周、邓等人搬离此地，至不远
处的万福路南华银行，当时那是广东区委领导军事工作的所在地。

周恩来在1954年11月给邓颖超的信中还提及文德楼，充满感怀。周、邓
携手奔向自由自在的春天，是从这里开始的。

二

二十四节气漫谈

怀念汤吉夫老师
周宝东

秋色（中国画） 薛原

一行人进屋，发现屋子的右边
是一个铜匠小铺，红红的炉火正旺。
“你们还有多少人？”曾师傅问

朱排长。“还有20多个。”朱排长说，
“我们是打前站的先头部队，需要马
上组织人员搭浮桥，为后续的大部
队过江做准备，大部队很快就到了。”
“你快去把红军接进街来。”曾师傅转
身吩咐刘发祥。

刘发祥跑到关帝庙码头，见岸上
有20多个红军，就说：“我是来接你们
的，你们跟我走吧。”红军反问：“你是
什么人，为什么来接我们？”刘发祥就
把情况一五一十说了。大家高兴地
说：“好呀，好呀，没想到碰到老乡了。”

朱排长趁机给曾师傅讲红军是打
土豪、救穷人的队伍，讲红军是纪律严
明的部队，不拿老百姓的东西，希望他
能把街上的人都喊回来开门做生意。

当晚，红军大部队陆陆续续到来，
驻扎在商铺外面的骑楼下。

听说红军要过湘江，曾师傅叫刘
发祥去山里找回镇上的青壮年，告诉
他们，红军是好人，让他们一起来帮忙
搭桥。刘发祥和陈木匠先到江西会馆
借了108根木头。红军组织了70多人
一起架浮桥。一座浮桥还不行，大家
又架了两座浮桥，后来又租了12条木
船，在三官堂架起一座浮桥。为解决
红军骡马辎重过江的问题，他们专门
在上游水浅的地方用卖肉的案桌铺设
桥面。凡是镇上老百姓拆下的门板，

红军都一一打了收条，说好事后若有损
坏的，每块门板赔2吊钱（1吊钱为50个
铜板）。

第二天，界首街上的商铺零零星星
地开了门，刘发祥带着朱排长到界首下
游找到了许多停靠在岸边的船只。

晌午时分，红军请刘发祥带路去5
公里外的光华铺。红军正挖着战壕，紧
接着桂军就打过来了，机枪打得好猛，吓
得刘发祥趴在沟里不敢抬头。后来，红
军怕有闪失，劝刘发祥赶快离开阵地。

傍晚，朱排长希望刘发祥帮助红军召
集老百姓，进行革命宣传，发动群众卖粮
食给红军。那天红军杀了当地土豪家的8
头猪，把大肥猪砍成一块一块的，每块三
四斤，随后在关帝庙召集百姓开大会。

一位叫吴秀英的红军宣传员拿起
“洋铁皮”喇叭，声嘶力竭地喊：“老乡们，
只要来了，都可以分猪肉！”界首的百姓
大多只会讲本地话，没听懂一句江西话。

朱排长急了，说：“刘铜匠，你来当翻
译，你就用当地话翻译。”“我没读过书，
讲不出大道理。”刘发祥犹豫道。
“你莫怕，我教你讲。”朱排长小声说。
吴秀英用江西话喊：“红军杀富济

贫、保护群众！”

3 准备过湘江

夏天到了。京师官场，明清相
沿，有门生给老师、晚辈给前辈、属下
给上司送“冰敬”的风俗礼节，龚自珍
也备了一份礼单去看望刘逢禄。交
谈之中，自珍把上书遭受冷遇的情况
告诉了刘逢禄。刘逢禄也深为自珍
的怀才不遇感到愤慨。他忽然想起，军
机处正有两名军机章京出缺，已有朝
旨，不日就要考试选拔。他劝自珍不妨
一试。原来这清朝的军机处，始设于雍
正七年。当时连年用兵西北，往返军报
频繁。因为内阁距内廷太远，雍正不便
亲授机宜，又担心泄露军事机密，这年
六月在内廷设立了军机处，一切军机大
事交他的爱弟怡亲王允祥和大学士张
廷玉、蒋廷锡密为办理。乾隆皇帝登
极，曾一度更名为“总理事务处”，但时
间不长就又恢复了军机处的称号，命大
学士鄂尔泰主持办理军机事务，后一直
沿用下来。它原本是内阁的一个分支
机构，因其权力愈来愈重，渐渐独立于
内阁之外，和内阁并列起来。到了嘉庆
年间，其实权远远超过了内阁。军机大
臣往往由大学士和部院大臣兼任，其下
属办事人员叫军机章京，原由军机大臣
从内阁中书中选拔。嘉庆四年改由内
阁中书和各部曹司员中考试
选取。由于军机处的特殊地
位，章京们接近军机大臣，极
易受到皇帝的赏识，擢升的机
会比较多。乾嘉以来，由军机
章京跻身权要的人不胜枚

举。可以说这是中进士、点翰林之外，取
得较高官职的又一条门径。
龚自珍的祖父、父亲都曾担任过军机

章京，一出京外放就是府道大员，对此自
珍是清楚的。同时，根据朝廷规定的报考
资格，凡甲乙两榜出身的内阁中书和各部
司员都可报考，自珍正符合条件。加上两
次会试失败，在内阁中又备受压制，促使
他想另寻门径。所以他听取了刘逢禄的
劝告，回去后就到吏部报了名。军机章京
的考试，并不像乡试、会试那样考八股文
和五言八韵的试帖诗，主要考文牍、章奏
和与时事有关的策论。这些内容正是自
珍所长，他满以为可以顺利考取。想不到
考试揭晓后，仍然名落孙山。事后听了别
人透露出来的内情，他更加气愤起来。原
来这种考试，并不像科举考试那样，试卷
密封“糊名”，而是由军机大臣和某些部院
大臣合议评选。军机大臣又多兼各部尚
书，这样无疑对那些部曹司员出身的报考

者大大有利。嘉庆年间所补章
京如茅豫、任恒、何之粮等几十个
人都是部曹出身，中书出身的只
盛允大一人，就是这个原因。大
臣们各有所私，倾向性十分明显，
都想让自己的部属亲信入选。

106 考章京名落孙山 61 向师傅的承诺

这个结果让李正弘很是郁闷，也
就是说，嫌疑人肖启佳供述的证据，
除了他自己的以外都无法证实，问题
是他自己还是个间歇性精神病患
者。李正弘好比是老虎遇到了刺猬，
看着像块肥肉可就是下不了嘴。更
让他头疼的是，偏偏在这个节骨眼儿
上，师傅姚个奇又登门拜访。这回他是
躲不开了，急忙长脸变圆脸地使劲儿调
动起面部肌肉，笑着将师傅请进屋里，
又是让座，又是倒茶，还一边笑着说：
“总想去看您，就是工作忙给耽误了，您
来处里找我我也知道，这不是摊上事了
吗，所以又让您白跑一趟。”姚个奇说：
“你现在是处长，一把手，千头万绪的工
作都得找你，这我能理解，但也得关注
一下老同志的请求吧？”李正弘赶忙说：
“您还是喊我‘老疙瘩’吧，那样我听着
亲切，千万别叫我处长。师傅，您有事
就说，我一定努力办好。”

姚个奇见李正弘这样回答，他也没
含糊，开门见山地就说出了自己的来
意。最后，他特别加重语气地说：“你也
知道，这件事在我心里压了很多年，让
我排解不开的，还是你大师兄成玉坤的
死，所以你一定要想办法重新开启调
查。”李正弘沉吟片刻说：“当年这件案
子我参与了，因为其中的一些事情，还
跟克己和另外哥儿几个闹得很生分。
现在您提出来的这个事情我也知道，下
周开处务会时，我把这件事当作重要议
题上会。”说完之后，李正弘感觉还差点

儿力度，又继续说道，“师傅，我虽然是处
长，但也不能一言堂，让别的领导说咱不
民主。”姚个奇点点头说：“你按照程序走
没错，我就听你的好消息了。”说完，他站
起身就走，临出办公楼大门时，姚个奇回
头对跟在身后送出来的李正弘说：“过些
日子是我生日，到时候你提前把事情安排
好过来吃个饭。克己玉昕伯虎竹林他们
都来，大家坐一起畅快地聊聊，很多心里
的疙瘩也就化解开了。”李正弘不停地点
头答应着说：“我一定去，一定去。”

话答应得很痛快，承诺的人也不会考
虑到很多无法预料的因素，尤其是像李正
弘这样手握权柄，又能掌控局面的人，即
使是突发状况，或是临时因事无法成行，
他也会择日另行拜访，肯定不会让这顿饭
变得遥不可及。但他没有想到的是，以后
事情的发展会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就像每
年三四月份的天气，说变脸就变脸，刚刚
还阳春三月暖风和煦，陡然间，就是雷雨
冰雹狂风加雪，打得人无法招架，甚至浑
身伤痕累累。随后两天李正弘的日子还
真不好过，一边要应付上级领导对前期警
卫工作发生的状况进行问责，一边还要安
排布置公安处各项工作，更难办的是徐雅
晴又向他“逼宫”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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