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 宵 一 谜

其实，太平军不大注意周天爵
与福济的动向，却时刻关注着江忠
源和他的楚勇。太平军对江忠源有
着刻骨铭心的仇恨。蓑衣渡一战，
江忠源指挥两千楚勇重创太平军，
太平天国南王七千岁冯云山命丧
此役；长沙城争夺妙高峰之战，江
忠源和左宗棠的大炮，又把太平天
国的西王八千岁萧朝贵送上西天。
江忠源智勇兼备，能征惯战，始终
是太平军的一块心病。

随着周天爵、福济等军相继离
去，太平军悄悄地向舒城增兵。

一天晚上，两万多太平军突至
庐州，兵分两部分，一部分将城外
的绿营包围，一部分负责攻城。江
忠源闻报并不慌乱，他一面命快马
出城，急调福济回援，一面亲赴城
头指挥作战。

按江忠源的设想，只要福济援
军一到，太平军必乱，到时开城门
出击，太平军必败无疑。那时他乘
胜收复舒城、含山则易如反掌，可
谓一举两得。不料江忠源的设想落
空了，他派出的几路求援快马没有
如期出城，都被防范严密的太平军
杀死在城下。

江忠源不知内情，仍有条不紊

组织人马守城。城外的绿营很快出
现败象，向岳西败退。太平军并不
追赶，掉头合力攻城。太平军调来
火炮向城头、城门轰击。江忠源在
城头向远处观望，见城下的太平军
猛增，而官军的旗帜却不见一杆，
心里不由一沉，料定绿营不是被杀
光便是败走。最让他疑惑的是，福
济援军竟无丝毫动静！

太平军围攻庐州 36 天，先以城
外居民点作掩护，挖掘地道，以水西
门为进攻重点。江忠源督兵从城内
对挖，破坏了太平军的地道，并先后
两次堵住了太平军的轰城和冲锋。
太平军便改用新法，在水西门月城
旁掘上下双层地道，直达城下，完全
出乎江忠源的意料。

1 月 14 日晚上，太平军发起总
攻，开始搭云梯攻城，城头的团勇
拼死抵抗。到天快亮时，团勇已死
伤十之六七，太平军却愈战愈勇。
城门不久被攻破，太平军潮水般涌
进城来。

江忠源知大势已去，当下也不
及多想，急忙着人把胞弟江忠义召
至身边道：“庐州失，兄命亡，弟率
城内将士，尽快突围去与福济会
合。但有收复庐州之日，别忘了将

兄尸骨，送至新宁与父母葬在一
处。弟保重，兄去也！”

江忠义未及讲话，江忠源已纵
身向城下一跳，眼见落入护城河
里。江忠义望着城下大叫三声哥
哥，悲愤不已，旋下城收拾残兵败
将，奋力突围。江忠义终于冲出城
去，清点人马只有两千余人。他按
着哥哥的吩咐，率军连日赶往岳
西。一见江忠义丢盔卸甲跑进大
帐，福济吓得险些晕过去。江忠义
跪在福济的脚前，恳求福济发兵去
为哥哥报仇。

福济把江忠义扶起来，命江忠
义先回营休息。

江忠义走后，福济命人把李鸿
章传来，问道：“少荃，庐州失了，江
抚台投河殉国。听江忠义说，长毛
此次取我庐州，人数不下三万。您
看他们会不会来这里呀？”

李鸿章一听也大惊失色道：
“庐州好好的，怎么说失就失了？大
人，给朝廷的折子可曾发走？”

福济一拍大腿道：“老哥是让
长毛给闹昏头了！好，老哥现在就
让师爷拟稿子。少荃，依您看，长毛
会不会打过来？”

李鸿章想了想答道：“大人，下

官以为，起码现在庐州的长毛不会
打过来。他要来取岳西，周制军肯
定兵发庐州。这个大功劳，周制军
岂能眼睁睁地放过去？”

福济点一下头道：“老弟所言
甚是，周老王八想功劳都想疯了。
老哥现在就传师爷拟折稿，向上头
通报庐州失守的事。少荃，您替老
哥打发几个人，到庐州去打探一下
动静吧。长毛诡计多端，我们还是
小心些为好。”

李鸿章起身道：“大人所言甚
是，下官现在就去安排。”

福济的折子当日便由军营递
走。咸丰收到折子，一览之下，登时
天旋地转起来。他万没想到，仅仅
几月光景，他心目中最会打仗的江
忠源，说没就没了。

当晚，在京主事的一班王公大
臣被召进宫里商议对策。一个月
后，圣旨颁到安徽周天爵、福济大
营：“追赠江忠源头品顶戴，赐谥
忠烈，以彰其功；江忠源所遗部
众由其弟江忠义统带；着安徽布
政使福济署安徽巡抚；加江北大
营帮办胜保钦差大臣衔，让他由
营驰赴安徽宿州，督办安徽全省
军务。”

福济重掌巡抚关防，满脸都
是笑容。胜保挥师急赴安徽宿州
与周天爵会合。安徽的官军此时
被太平军一分为二。

最会打仗的江忠源说没就没了

李佳楠第一次感到自己内心
如此的惭愧。

宋惠凡也有些动情，眼眶泛
红，“你过得好我们就知足了！别让
周家的人瞧不起咱……”
“他们凭什么瞧不起咱们，凭

什么……”李佳楠边哭边喊，娘俩
儿也没有人再说话，就这么依偎
着，直到听到了外屋的门响。

李佳楠猜想可能是李大友回
来了，可没想到李大友进来之
后，后面又跟进来一个人，居然是
周子阳。
“你来干什么？出去！”李佳楠

当即就要撵周子阳走，可推了他半
天没推动。
“佳楠，我……对不起。”周子

阳本想解释两句，可解释得再多，
他也是伤了李佳楠一家人的心。

李佳楠一脸讽刺地看着周子
阳，掏出兜里的那张银行卡塞在
周子阳的手里，“把你爹妈拿来的
钱还给你，我明天再回去收拾东
西，周子阳咱们分手吧，以后各走
各的。”
“佳楠！”周子阳很焦急，他能

感觉到李佳楠这次是来真的了。
“佳楠！”宋惠凡把李佳楠拽

进了屋，周子阳顺势也进来了，
朝着宋惠凡鞠躬赔礼，“伯母，这
次是我的不对，对不起您跟伯父
了。”

“说对不起有用吗？你们家人
都是一副德行，没良心！”李佳楠一
股怨气地朝着周子阳大喊。
“要吵架回你们家吵去，别在

这儿给我跟你爸丢人。”宋惠凡紧
皱着眉头把李佳楠的外衣塞在她
的怀里。

周子阳感激地鞠躬，“谢谢
伯母。”

李佳楠一脸的恋恋不舍，“妈，
我明天再过来。”

宋惠凡没说话，只是点点头，
轻轻地关上了门。

李佳楠和周子阳在回家的路
上没有说一句话，直到进了家门，
李佳楠便开始收拾东西，周子阳发
现她还是要走，“佳楠！我求求你，
你别这样行不行？”
“周子阳，咱俩到此为止吧，你

们家压根就瞧不上我，你何苦跟我
将就呢？”李佳楠故作坚强。
“佳楠，你知道我是爱你的。”

周子阳一脸心疼地看着李佳楠。
李佳楠没有说话。
周子阳口中念念有词，“我不

同意分手，我也不会让你离开，
四年多的感情说放就能放下吗？
你就这么狠心？佳楠，我求求你，不

要走好不好？”
李佳楠仍旧是摇摇头，周子阳

的手略带绝望地松开，如同发疯一
般朝着墙疯狂地用头撞去，“周子
阳你没用！你个混蛋，你没用！”

李佳楠惊了似的扔下行李，
冲过去拽住周子阳，“你干什么啊
你！”

周子阳面如死灰，一把甩开了
李佳楠，仍旧往墙上撞去，“我没
用！我废物，我混蛋，我王八蛋……
我什么都没有了，连你都要走！”李
佳楠仍旧上前拽他，周子阳最终瘫
坐在地上，额头撞破流出了血，李
佳楠想去拿药箱却被周子阳拽进
了怀里。
“佳楠，我求求你，我现在只有

你，你别走。”周子阳声音哽咽地淡
淡请求。

李佳楠坚定了一夜的心又软
了，其实她的确舍不得周子阳，因
为心里还有爱，“不走。”

周子阳的身体一怔，“对不起
佳楠，我没有让你过上好日子，我
让你受委屈了。”

李佳楠嘴上语气淡淡，心里却
酸溜溜的，“说这个干什么，日子是
咱们俩过的，过好过坏，怨不得其

他人。”
“不，我有责任。”周子阳扳过

她的肩膀，一脸认真地看着她，
“佳楠，你相信我，我一定会让你幸
福的。”

李佳楠摸了摸兜里的那个存
折，又放了回去……

李佳楠今天要独自到“颂创
集团”洽谈这个项目，心中多少
有些紧张。
“你是‘华新’派来的代表？

我是颂创集团的项目总监徐卉，
你好。”

李佳楠有些发呆，她从未想到
颂创集团的项目总监居然是一个
很漂亮的年轻女人。

徐卉微微皱了一下眉，李佳楠
才缓过神来，“对不起，请原谅我的
失态，我没想到颂创集团的项目总
监是一个如此年轻的女……”
“您也很年轻，我们还是快点

儿切入正题，在颂创集团工作，
时间比生命更重要。”徐卉的语气
冷漠。

“徐总监，这是我们‘华
新’针对颂创这个广告案的策划
和一系列建议。”李佳楠递上了
她准备了许久的策划方案。

聂风纳闷。这时，小保姆小菊
给他送茶，探过头来。“下面的拼音
字母咋是歪的呢？”她瞟了一眼摊
开的第 215 页。
“别晕了，那是英文……”这丫

头的眼睛挺尖。“嗬，是英文哟！”小
菊憨笑。

聂风仿佛触了电。他定睛一
看，“神秘的感应”下面，印着一条
很细的横线。在横线之下，有一行
斜体的英文为：In t im a t i o n s o f
Mystery。

那本来是“神秘的感应”的英
文原句。总共二十个英文字母，加
上两个空格，应是二十二位！而且
是斜体小字，不大为人注意。如果
选择这作为软盘的密码，一般的黑
客是很难破译的。钱笑天若果真如
此，那他的确是一个天才！

聂风深吸了一口气，小心地键
入“Intimations of Mystery ”。他敲
击 Enter 回车键，心中默默祈祷：
“心想事成……”

果然！文件打开来。屏幕上显
出一串奇怪的文字：

ZFG-TDHK120W/980506
LH-BSZS198W/000311

WGD-BSZS198W/001010
KFG-BSZS198W/001010
ADM-BSZS198W/001130
LWBZZLP-J JD7·JC-7 ×

6 . 6·46 . 2W/000909
ZFG-TDHK150W/990313
ZFG-TDHK150W/991013
……
聂风睁大眼睛，一行行地浏

览，不解何意。
不过他发现了一个特点：表格

的内容，全部都由大写字母和数字
组合而成。

仔细辨认，反复推敲，他渐渐
猜出其中的某些端倪，例如“ZFG”
可能代表人名或者单位；“120W ”
可能代表什么数目，也可能代表多
少钱；“980506 ”会不会是日期？从
条目排列的顺序看有可能……

凭一种直觉分析，聂风相信这
是涉及 K 大核心机密的一份绝密
资料。也许钱笑天正是因为这份资
料丢掉了性命……

但是表格的具体含义，却仍然
破解不了。他的脑海里浮现出一个
老谋深算的微笑面影。
“这只老狐狸，我终于逮住了

你的尾巴！”他咬咬牙说。
就在同一天。省纪检办公室。

门楣的标志牌嵌着一枚国徽。
这里的一切给外界一种庄严、

神圣的感觉。宽敞的几十平方米空
间里，布置着厚重的皮沙发、一长
排深色书柜、几张配电脑的写字
台、倚墙而立的铁灰色文件柜，等
等，几株绿色植物点缀其间。一位
戴眼镜，穿藏青色西服，系斜条领
带的中年男子走进来，手里挥着一
个朱红绒面烫金礼盒。
“嘿！刚收到的举报邮包。有好

戏看！”
几张严肃的面孔，从写字台后

抬起来，目光里透着好奇。
“孙头儿，什么好戏哦？”有人

问。“看吧。”大伙儿围了过来。
这位孙主任把礼盒打开，在黑

丝绒衬里的盒底，露出一把巴掌长
的金剪刀。
“嗬哟！”手下们惊呼起来。
“这是行贿的物证。”孙主任

说。
他的助手、一个模样精干的靓

仔从盒子里取出金剪刀，在手里把
玩审视。

“这么重！24K 纯金，真够意思
的啦！”

近些年来，大小仪式的剪彩者
得礼品或是红包，已不是什么秘
密。是一种变相拉关系的方式，说
是一种酬谢也可以。但送 24K 的纯
金剪刀，却是很少见的。

孙主任接过金剪刀，掂了掂，
少说也有二百克，值五六万元！

他挖苦了一句：“很有创意
嘛！”
“谁寄来的？”靓仔问。
“一个叫‘刘庆’的人。”
孙主任把金剪刀放回烫金礼

盒。然后，从一个牛皮纸大信封里
抽出一张打印的字条。上面的内容
如下：

2000 年 9 月 9 日上午 10 ：
25 ， K 大新校区剪彩贵宾礼品。
收礼者名单：林浩、毕琼、省 H
银行赵公明、 K 大魏功德、 S 市
L 区委朱富贵。(注：此把金剪刀
即为朱富贵剪彩现场所遗失。)
另，该剪彩仪式策划主持者： K
大常务副校长、 K 大开发有限公
司总经理庞明聪。

K 大工商管理学院 刘庆
2000 年 9 月 9 日晚立此存照
“牵连的都是大人物啊！”众人

看过之后，面面相觑。靓仔的表
情也变得生硬起来。

分手吧，以后各走各的

老狐狸，我终于逮住了你的尾巴！

“响穷彭蠡之滨”（甘肃地名二） 田智海 昨日谜面 秋后收成空前好 谜底 季

《李鸿章发迹史》

◆出版社：上海锦绣文章出
版社 ◆作者：汪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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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未了·连载

30

从政 40 年，遭遇创纪录
的 800 多次弹劾，面对无数
或明或暗的对手，一次又一
次的政治风暴，李鸿章总能
从容地走到最安全的地方，
一直被弹劾，谁也扳不倒；在
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宝座
上一坐 25 年，权倾天下。本
书全面揭开李鸿章 40 年稳
如泰山的宦海谋略。

︱
︱
我
们
是
谈
不
起
恋
爱
的

80

后

《非婚勿扰》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
◆作者：琉特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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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非婚勿扰》关注的
是谈不起恋爱的 80 后，讲述
了一对步入社会的 80 后恋
人，面对着失业、失恋、啃老
一系列压力，不得不在爱情
和面包之中作出艰难选择的
故事。

揭露了中国学术腐败

《白色巨塔》

◆出版社：广西人民出版社
◆作者：松 鹰

小说以中国西部一所高
校 K 大为背景，名记者聂风
再次登场和警方联手，通过
调查经济学院青年教授钱笑
天离奇坠楼自杀事件，层层
剥笋，最终揭开了隐藏在博
世楼这座白色巨塔内的黑
洞。故事曲折，悬念迭起，案
中有案，其透视社会和人性
的深度更加令人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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