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们一听植物仿生装
置，总觉得距生活很远。
植物仿生学是什么？从一
个角度说，是人们通过模
拟植物的外形、结构、特征
等几个方面来创造有利于
人类生存使用的工具或生
活居所等。这些距人类并
不遥远。

追溯到人类的童年，
植物就一直在为人们的生
产生活提供物质基础，同
时还有精神激励与灵感来
源。物质基础如木材、食
材、药材等，焉能离开树木
花草？精神激励则来自
松、梅、竹等。松的坚韧、
梅的傲寒、竹的挺拔气节，
哪一点不激励着人们不畏
艰苦、永远向前？而灵感
来源之一或许就有植物仿
生学和植物仿生公共艺术
的涓涓之流。

人类智慧的美妙传说
中有聪慧可敬的鲁班。据
说鲁班曾受锯齿草启发，
制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把
带有锯齿的木工锯；还说鲁班受到荷叶
的启发发明了最早的雨伞。古籍《淮南
子》中更有先人“见飞蓬转而知为车”，
自然中“飞蓬”草叶片大，根系入土浅。
一有大风，很容易被连根拔起，随风旋
转。《淮南子》认为古人可能就是受到这
一现象的启发发明了车轮和车轴，真实
情况已不可考。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
那就是今天的人们也能不断从植物的
造型、功能中得到新的启示，工业等领
域不断地从植物仿生科学的发展中获
取前进的动力，比如现代建筑业受到笋
的启发发明了“春笋建造法”，根据车前
草的形态发明了螺旋状高层建筑等，这
些都在显示自然与科技，自然与人文结
合的无限空间。

与世界同步，植物仿生
装置也逐渐成为我国今后
一段时间城市建设的热点
所在。2015年落成于中国
澳门的植物仿生装置“三胞
树”（Treeplets）就是一成功范

例。“三胞树”是“石头说话——
澳门建筑的前世今生”展览
（MAP）的主要展亭，也是展
览举办方巴贝尔文化机构面
向全球公开征集的建筑景观
项目。在来自50多个国家的
设计师方案中，评审委员会最
终选择了由即兴工程设计师
约奥和瑞塔设计的“三胞树”，
并最终落成于澳门大学横琴
岛新校区。
澳门大学横琴岛校区有

着优美、开阔的校园环境景
观，师生对景观艺术装置的主
要需求是遮阳和交流。为此，
“三胞树”设计为一个临时性
的竹亭结构，以三胞树为灵
感。这样一来，作品的主要特
点是尺度庞大，这显然与周边
公园的空旷尺度高度契合，也
与周边乔木尺度接近。
在材料上，作者将竹子作

为基本材料。竹子是一种原
生态材料，价格低廉，易于获
取，易于成型，还有一优点就
是其自重轻，结合上大下小的
特殊结构，即不需要基础，就

能凭借自重立在地面，还具有安全性，进一
步突出了生态属性。

作品的原型——三胞树，在自然界比
较少见，但是在这一设计中却具有提升稳
定性、增大遮阳面积等优点。更体现设计
匠心的是三株树木并不一样大，考虑到地
域纬度，处于阳光照射角的树木的树冠最
大，其他两株相对较小，这样节省用料，效
率更高。作品还引入一些装置特点，比如
利用三角形织物，有效增大遮阳面积，提升
功能便利性，为澳门市民和师生所喜爱。
“三胞树”虽然由国外艺术家设计，但

其在功能和用材上都展现出明显的东方艺
术情怀，尤其是体现了中华民族血浓于水，
人民相扶相依的亲情。三棵树系同胞，无
论从造型还是名字寓意上，都使人感受到

无尽的亲情。
植物仿生装置本身是科技产

物，其功能重在满足人们生活需
求，但形态创作有情意在内，自然
从各个角度带给人们温情与舒
适。“三胞树”，亲情无限。

今年是中华书局创建110周年，
这是现代出版业和文化界值得庆贺的
大事。我和中华书局结缘是在44年
前，1978年考入南开大学历史学系，又
师从杨志玖先生读硕士和博士研究
生，而后留校任教。40余年来，在受到
南开等诸师友教益的同时，中华书局
一直在助我学文治史。

最初知晓中华书局，是从大学本
科阅读翦伯赞、郑天挺主编的《中国通
史参考资料》开始的。这是上世纪60
年代中华书局出版的一套大学历史学
系教学参考书。因暂时经济困难，纸
张略显粗黄，但各册主编都是断代史
名家，所收编史料很精辟，让我能够在
随堂听“中国古代史”课程的第一时间
读到相关史书节选，受益匪浅。时值
中华书局陆续出版了二十四史点校
本。我有幸通读其中的《史记》和《汉
书》，被这两部名著所深深吸引和折
服。原本打算学隋唐史，故《旧唐书》
和《资治通鉴》隋唐前段也粗略读过。
攻读硕士改学元史，遵照杨志玖师的
指点，仔细研读《元史》，从字里行间寻
觅疑问，思考未知。尤其是校勘记，从
中学到前辈学者的很多精彩考据。可
以说，我学习元史及中国古代史的基本功底，就是
靠1978—1988年间阅读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点校本
《元史》等积累和奠定的。

1992年，我在中华书局《文史》第35辑和《元史
论丛》第4辑刊发了《元代封爵等级和王位继承问
题》和《元代的宗王出镇》两篇文章。2000年以后又
刊发两篇。尤其是第三篇《元代肃政廉访司研究》
长达6万余字，《文史》责任编辑分作三期连续刊
登。当时我初出茅庐，能得到如此宝贵的厚爱与帮
助，很幸运也很温暖。每念及此，我都抑制不住内
心的感激之情。不久，中华书局资深编审姚景安先
生邀我撰写专著《元代职官制度》。遗憾的是，我因
担任南开图书馆和历史学院的行政职务，牵扯很多
精力，没有能够完成此书稿，这也成了一桩难以释
怀的憾事。2007年以后，我卸掉了行政职务，全身
心地从事元史、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与科研。10余年
间，中华书局先后出版了拙著《元代分封制度研究》
（增订本）、《元代行省制度》（上）（下）、《元史十八
讲》、《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再版）。尤其是前两种，
是我在元史领域耕耘多年的代表性著作。

10多年来，我和中华书局合作出版了一些南开
历史学科的学术书籍。首先是编辑出版《南开史学
家论丛》第三辑，其次是编辑出版《纪念郑天挺先生
诞辰一百一十周年 中国古代社会高层论坛文集》，
再就是编辑出版五卷本《杨志玖文集》。杨志玖先

生是我的业师，南开大学著名教授。我
和几位师兄弟商议在先生诞辰100周年
时出版一套文集，以作最好的纪念。文
集出版一事，得到中华书局鼎力支持。
2015年10月10日，中华书局和南开大
学等联合举办“纪念杨志玖先生诞辰
100周年暨隋唐宋元时期的中国与世界
国际学术研讨会”，五卷本《杨志玖文
集》在会上举行了首发仪式。与中华书
局联合举办庆贺蔡美彪先生米寿和萧
启庆先生、蔡美彪先生的缅怀纪念活
动，同样令人难以忘怀。尤其是“元代
历史文献整理与出版座谈会”并庆贺蔡
美彪先生米寿，记得当日蔡先生精神矍
铄，甚是愉悦，除宴餐蛋糕，连生日面也
全然享用。那年春节前夕，中华书局徐
俊先生还携带一大盆蝴蝶兰去看望蔡
先生。蔡先生逝世后，徐俊先生又特意
撰写《平实而通达的引路人──追忆蔡
美彪先生与中华书局的情缘》的长篇纪
念文章。足见中华书局对老一辈学者
发自学术同道的真挚尊重。
2012年，我申请承担的“元代北方

金石碑刻遗存资料的抢救、发掘及整理
研究”国家社科项目被批准立项，并获
两次滚动资助。该项目内容涵盖十余

省区，包括金石碑刻的搜集、拓片、拍照、录文和校订
等。规模宏大，任务繁重，从搜集拓片图版到文字识
别校勘皆难度较大。我先后聘请河南博物院、甘肃
省博物馆、宁夏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东博
物馆、山东省石刻博物馆、河北博物院、中国人民大
学考古所等文博考古机构的领导或专家担任相关省
区子课题的负责人和各卷主编。通过他们会集北方
各省区8个子课题70余名研究者，通力协作，共襄大
业。相当多的碑刻遗存甚至需要奔波于十几个省区，
深入数百县镇乡村寻访考察，逐个从事制作拓片或拍
照、现场识读辨认等复杂细致的工作。整理工作启动
不久，我就与中华书局及时联系出版事宜，获得慨然应
允。在申请国家出版资助过程中，曾因整理成果上报
比例不足，暂时没有获准。翌年补齐整理成果，中华书
局决定再次申报，终于获得批准。经多方努力，目前绝
大部分整理工作业已完成，用昔日翁独健先生首倡之
意，冠名曰《元代北方金石碑刻集成》，共8卷25册。今
年底，《京津卷》和《鄂尔多斯蒙古源流博物馆藏专辑》4
册可望出版面世。为这项重要文化建设项目，中华书
局领导和编辑、校对人员等付出了大量的精力与心血，
我对此充满敬意与谢忱！

在我40余年学文治史的路途上，中华书局是难
得的良师益友。衷心祝愿她以古籍整理和文史学术
研究为重心，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推动新时代学
术繁荣作出新的贡献，创造新的辉煌。

天津解放，我迎来一生
的转折点，进入军管会文艺
处创作组。当时，创作组只
有两名成员，一位是名声响
亮的诗人鲁藜，另一位也是
诗人，叫芦甸。

在我的印象中，鲁藜从
始至终都不变的是他的诗人
性格。不摆架子，平易近人，有时还开个玩笑，
有时激情爆发，又不管不顾。

在创作组期间，我是自不量力，写了个三幕
的话剧，请鲁藜指点。他倒是从头看到尾，然后
对我发出惊声，你是从大学走出来的文学青
年，然后进入写作队伍，应该是文艺腔十足，但
你的文笔却很通俗，很大众化，句子也很活泼，
属于通俗书写。我听后当然很受鼓舞，也当然
有了联想，这是不是也是他自身的诗风的共鸣？

鲁藜是一位当之无愧的人民诗人，他也是
中国的诗言志传统在新诗中的传承人，这是怎
么形成的？要和他的特殊经历联系起来看。
鲁藜是福建人，自幼却在越南生
活。越南当时是法国殖民地，人
民生活很贫苦。鲁藜父亲是码头
上的一名搬运工。鲁藜读完初小就离开校门，
走进码头做了小童工。童工中还有从祖国过
来的。闲下来的时候，几个年轻人背诵唐诗，
寻找精神安慰，有的诗整首背不下来，只能背

诗中的一些诗句，据说“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
花明又一村”就能使大家的精神为之一振。鲁
藜16岁时，父亲病倒了，只求回到祖国，死在家
乡，可是没钱买船票，伙伴们就和船上人商议，把
鲁藜父亲放在船底的煤堆上，让鲁藜带上几瓶
白开水和食品回到祖国去。父亲如愿在家乡故
去，鲁藜也迎来“又一村”。他穿着面粉口袋缝成
的衣服进了不收学费，而且有助学金可拿的爱
国华侨陈嘉庚捐资组建的集美学校。他学习当
然很用功，之后也当然走进了党的地下战线。

毕业以后，鲁藜便到了上海，参加了上海
文化战线的斗争。在一次游行示威中，他的

诗人激情爆发，硬是将租界地的
警车司机从车中揪了出来，还拳
打脚踢，这才一走了之。但巡捕

房的洋人大怒，下令严查这个年轻人。鲁藜
在上海待不住了，于是奉令去延安，领导认为
他是个可造之材。当时天津就有一条通往延
安的地下交通线，可以走人，也可以走物流。

鲁藜在延安经过一段时间
的历练，然后来到华北，参
加过土改，也参加过文化阵
地的工作。他最佩服的是
丁玲，说她是第一个写出中
国新女性的人。
1955年后因胡风问题蒙

冤，鲁藜被下放到军粮城农场
进行劳动改造，整整15年。“文革”结束，在拨乱反
正声中，我以天津作协常务副秘书长身份到军粮
城接他回来，这才发现他白天劳动，晚上还在写
诗，饭桌上绑着木棍，木棍上绑着一杆秤，秤杆上
吊着一个灯泡，他本人云游在诗的世界之中。

从农场回来，鲁藜被安排住在昆仑里，他的
名声还在，昆仑里的青年们自发办起了昆仑诗
社，请他主持，很是红红火火。

我调离天津作协后，鲁藜也移居五大道，住在
普通民居里。当年军管会文艺处创作组最多时曾
有八人，后来，组员纷纷走散，仅剩下两位老人了，
一名组长和一名组员，所以每到春节我都去看望我
的组长鲁藜。但这个见面的机会，也没有延续多
久，他病倒了。我到医院去看他，他躺在病床上，左
手输液，右手还拿笔不停地打捞诗句，对我说他没
有什么了不起的病，但是万没想到的是，几天之后，
他就丢下笔远行了。他去世后，天津的诗友成立鲁
藜研究会，曾经活动了一个很长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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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东汉沽，自古水陆交通发达，工商渔盐各业
兴旺，历史上，民间艺人纷纷到此献艺。在天津出
生、学艺、成才的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筱俊亭，便
与汉沽有着不解之缘。

从1934年14岁起，筱俊亭就经常应邀到汉沽
寨上古镇的张氏家祠演出，彼时，卖艺谋生的她还
是个孩子，演出之余常去附近的蓟运河边摸鱼玩
儿水，晚上就住在戏院的包厢里，寨上的父老乡亲喜
欢这小孩儿唱得好，经常给她送吃的。经营盐滩的张
九爷老夫妻还将她收为义女，对她很是接济、照顾，时
常用咸菜卤子给筱俊亭馇鱼、馇虾，这极具特色的佳
肴，成了筱俊亭喜爱一生的美味。那些年，筱俊亭每
年总要去寨上演出两三次，寨上的观众见证了筱俊亭
的成长，和她结下了深情厚谊。

新中国成立初期，筱俊亭又应邀到张氏祠堂演
出，遇到一位在戏班烧水、打零杂、搞卫生的聋哑人，
每天被人呼来唤去忙个不停，受苦受累，吃不饱、穿不
暖，筱俊亭非常同情他。那时艺人还没有被组织起
来，仍然是卖出票就有饭吃，不演戏就没有收入，筱俊
亭的生活也很贫苦，但她还是经常接济这位可怜的聋
哑人，只要自己有口饭吃，就不让他饿着，到了换季的
时候，就给他买一身棉衣。这位聋哑人心里不糊涂，
对筱俊亭极为感激，演出时帮着把门儿查票，维持戏
院秩序，有时晚上还拎着提灯去蓟运河照螃蟹，给因
演出劳累而体弱的筱俊亭吃。后来筱俊亭流动演出

到别的地方，她和这位哑友还是互相牵挂，哑友曾专
程到市内的戏院去看望筱俊亭。1952年筱俊亭在东
北参加了国营剧团，后定居沈阳，哑友不会写信，筱俊
亭文化也不高，他们失去联系。

1984年5月24日，筱俊亭再次回到这方梦魂萦绕
的热土，她是借在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离天津近的
机会，特地请假连夜赶来为汉沽观众献艺的。刚到汉
沽，她就见到了分别三十多年的哑友，虽然岁月的沧
桑改变了彼此的容颜，可他们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对
方。筱俊亭惊讶地问：“你怎么知道我今天来？”哑友
打手势告诉她：“听到你要来的消息，我天天在这儿等
你！”老友重逢，有“说”不够的知心话，哑友告诉筱俊
亭：“现如今生活好啦，成了家，有了班儿上，不为吃穿
发愁啦！”第二天，哑友又带着老伴儿来看筱俊亭，还
特意为她做了“馇鱼”。端着这几十年未曾吃过的美
味，筱俊亭感动得泪水直在眼眶里打转儿，想不到哑
友还记得她的这个喜好！

筱俊亭退休后，思恋故土，回到天津河北区定居，

还是时常思念汉沽的戏迷。2006年11月4日，已然
86岁高龄的筱俊亭专程赴汉沽杨家泊镇东尹村为
老乡们演唱，周边十里八村的乡亲们都赶来看望这
位老艺术家。在众多热情淳朴的戏迷中，有一位和
筱俊亭年纪相仿的老先生，穿着、举止一派儒雅，一
看就是在外面做事的。老戏迷告诉筱俊亭自己是寨
上人，离开家乡几十年了，这次是回乡探亲，原定1

日返回定居的城市，听说筱俊亭要来，特意等到4日，无
论如何也要看看她。老戏迷回忆起少年时代多次在寨上
看筱俊亭演出的场景，还模仿了几句她当年的唱腔。几
句唱儿，让筱俊亭也神回当年，两人不禁热泪盈眶。

汉沽营城镇五七村的乡亲们得知筱俊亭曾到杨家
泊演出，说想不到筱俊亭这般高龄还送戏下乡，也想
请她来演唱。筱俊亭慨然应允，2007年 3月 8日，她
以87岁高龄再次去看望汉沽的父老乡亲，献上韵味浓
郁的演唱。

修远 君子不器

德在 淡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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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转眼，黄家献旗已过了40多年，
李清鸾也年近古稀，岁月染白了她的头
发，皱纹爬满了额头，她依然精神矍铄：
“这些年来，来我们家看红旗的单位和
个人特别多，每次来人我都要讲这面红
旗的故事。我现在老了，上楼去取红旗
不怎么方便，我打算在一楼搞一个小小的
展陈，放些桌椅，自己就当解说员，谁想听
故事我就讲给他们听。”“只是怕自己讲不
好，讲起来不生动。”说这话时，李清鸾笑
了。红军托付给黄家保存的物品中，除了
红军旗，还有三样东西——一个本子、一
个墨盒、一把小剑。因为曾经颠沛流离或
东藏西放，本子和墨盒已经遗失，但那把
红军留下来的小剑仍在黄家收藏着，刀柄
套着木把，上端原来有个小小的五角星，
因为存放太久已经被消磨掉了。“尽管没
有找到那位战士，但他的精神永远激励着
我们。”李清鸾动情地说。
“六担银圆三担枪，大枫树下坐‘师

长’。”在灌阳县，流传着这样一个红军收
容队“师长”埋了6担银圆、3担枪的故事。
“这些银圆是用于中国革命事业

的，我们个人不能拿。拿了就是犯罪，
对你们也是不利的。你们拿到银圆后
会买地，就会成为新的地主，就会转变
成为革命的对象，所以，不能挖这些银
圆。我们的革命事业一定能成功，等革
命成功后，我们再共同把这些银圆交给
上级党组织。矢志不渝的乔明增。”

这是1937年5月乔明增写给文永遂
的信中的一段殷殷嘱托。

乔明增是谁？文永遂又是谁？
乔明增是湘江战役中红五军团收容队

的负责人。当时红五军团是中央红军的总
后卫，红五军团收容队其实也就是中央红军
的收容队，始终走在全军的最后面。

在突破湘江前夕的11月23日，中革
军委特别指令“各兵团应派得力人督队收
容落伍”。在渡过湘江后的12月8日，中革
军委又下达指令：“一、三、五军团后卫部队
应负责在通敌各来路破坏道路桥梁，并收
容落伍病员。”乔明增祖籍山东肥城，是一
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早年加入了冯玉祥
的西北军，后来跟着董振堂参加了宁都起
义，成为红军的一员，1934年红军长征时，
在后卫师中担负收容、安置红军的任务。

湘江战役中，红三十四师负责殿
后，为掩护红军主力渡过湘江，血战七
昼夜，全师 6000多名将士几乎全部阵
亡，师长陈树湘重伤被俘，最后断肠自
杀，壮烈牺牲。

大量的红军伤病员流落在湘江以
东，按照上级指示，走在最后的乔明增担
负起安置失散红军的任务，并将上级拨
给自己的“六担银圆三担枪”带在了身
边，这些银圆主要是作为安置费用，枪支
是用来就地组织武装。

7收容队“师长”的故事

那人也十分奇怪，酒足饭饱之
后，双手一揖说声“后会有期”便上
驴去了。汤鹏问龚自珍：“那人是
谁？”自珍却笑道：“相逢即是有缘，
何必知道姓名！”汤鹏又问道：“是神
仙还是侠客？”龚自珍又笑道：“可能
二者都是吧！”说罢狂笑起身，竟不顾
汤鹏，独自上马去了。汤鹏以为他醉
了，也不与他计较。

第二天酒醒之后，龚自珍又想起那
骑驴的人来。几经思索，忽然醒悟：“原
来是他！”当下匆匆用过早点，骑马又向
丰台来寻那人。到了昨天饮酒之处，哪
里还有人影？龚自珍自觉好笑：那人不
过路过这里，今天怎么还会在此？想罢
怏怏而回。忽然想起十年前和王昙一道
去西山寻访矮道人，在龙泉寺曾见过此
人，那时他不过是道装打扮罢了。如今
何妨再到龙泉寺看看，也许能够遇见
呢。于是，他掉转马头，折而向南，信马
悠悠向西山寻去，不知不觉日已正午。

龚自珍腹中饥肠辘辘，方才想起，行
色匆忙，忘了带银子，不免暗暗后悔起
来。正在此时，抬头望见前面不远有一
小店，就信马投店而来。店中一人五十
上下，衣履整洁，颇带儒者之风。见有人
投店，满面春风地迎出店来。
他从龚自珍手中接过马缰，把
马拴到门前树上，让龚自珍进
店落座，命伙计奉茶，笑着问自
珍用什么酒菜。

龚自珍颇难为情地说道：

“实在惭愧，在下龚自珍出城访友未遇，行
色匆忙，忘了带银两。贵店若肯赊给酒菜，
过后一定加倍奉上，如若不肯，还当另投别
处。”店主人听罢，朗声大笑起来，连声说
道：“久仰足下大名，如春雷贯耳，今日光临
小店，实是小店的荣幸。也自是机缘，若不
是足下西山访友，恐怕请还请不来呢。”说
罢连忙命人准备酒菜。一时杯盘罗列，酒
菜齐毕，主人请龚自珍上座，二人推杯换
盏，饮起酒来。

一经交谈，龚自珍方知店主人是萧县
人顾椒坪，是位颇有名气的诗人，早年在京
中做过小官，后来因厌倦官场生活，弃官归
隐，谁知竟隐居在京郊的小酒店里。早听
人说，他为了结交天下名士，亲为人铡草、
喂马，以求客人留诗于店。

二人饮酒论诗，谈得十分投机。龚自
珍说道：“以君之才，竟然沦落逆旅，天道岂
不太不公平？”顾椒坪道：“在下樗栎之才，
何足道哉？况且出身寒微，怎能在京师官

场立足？及早隐退，才是上策
呢！足下世代宦门，才高当世，尚
且屈居下僚，我还有什么可惜？
如今官场，一靠裙带，二靠金银，
舍此，别无他途。我二者一无所
有，何必作恋栈老马？”

110 诗人隐居小酒店 65 谜团何时能解开

郭玉昕接的那个电话，其实没有
多么神秘，那是韩胜喜想找他借钱。
韩胜喜来到“闲得难受”文玩店时，郭
玉昕已经把两万块钱准备好了。韩
胜喜不好意思地说：“玉昕，我真是没
办法才找你张口的。刚才我那个大
儿子领着女朋友来了，人家看上我那件
明末的红木首饰盒了，这个败家子问都
不问就拿给人家了，我真不是心疼这两
个钱，问题是有人已给了定金，马上就
来取货，我口袋里才几百块钱，怎么赔
给人家啊。”郭玉昕安慰他说：“等会儿
把钱给人家，多赔个不是就行了。不过
你这买卖不赔呀，出东门、进西门都是
自家的事。”韩胜喜苦着脸说：“你快别
说了，这女朋友交的，唉……”郭玉昕好
奇心地说：“我大侄子交女朋友是好事
啊，你愁眉苦脸的干吗。”韩胜喜说：“你
是没看见，人家女方是大公司的老板，
咱这平民百姓的孩子跟人家能般配
吗。还有就是这岁数也不行呀，相差太
多。”郭玉昕说：“差多少？不至于差十
几岁吧。”韩胜喜掏出手机说：“我不说
了，自己看！”当郭玉昕看到两个人的合
影时，瞬间睁大了眼睛，马上又怕看错
了似的使劲儿揉揉双眼，不由自主地咬
牙咧嘴地摇摇头说：“老韩，你儿子真有
本事！”他看见照片里的这个女人，是李
正弘的老婆徐雅晴。

柳青站派出所所长老杨，打心眼儿
里就腻歪高克己这个“钦差大臣”，重新
调查与核实警卫工作，很是庞杂和繁

琐，所里的警力原本就不充足。杨所长一
咬牙，带着内勤、内保、刑侦、执勤几个组
的骨干，加班加点连轴转，几天下来人都
累瘦了一圈。就在这个时候，始作俑者高
克己来了，还带着检查指导工作的“圣
旨”。其实，他哪里知道高克己的想法，这
次来到柳青镇，真如颜伯虎所讲的“醉翁之
意不在酒”，高克己是想借助完善警卫工作
方案的机会，解开那个触发装置的谜团。

李正弘这两天也忙，乘警支队反馈上
来的信息说，从南方值乘回来的乘警，反
映有一种比流感更厉害的病毒传播得很
厉害，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但从旅客们
互相的交流中，察觉到一种惶恐情绪。到
了开处务会这一天，他心不在焉地听着几
位副处长的汇报，等他回过神儿来的时
候，发现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脸上。
情急之下，他脱口而出地说前段时间退休
的老同志、老专家找到自己，对二十多年
前办过的那起“9.30”案件有质疑，好像新
近突发的案子跟“9.30”看似有联系，所以
提出想重新调查。李正弘抛出这段话的
意思，是想大家如果同意了，向上级汇报
时是班子集体决议的，自己还能对师傅有
个交代，即使是没议出个结果，也是班子
集体决定的，他都能游刃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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