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段春的事憋在杨涛心里

让他寝食难安，凌晨的时候，

他来到黎秋房间，“您说段春
现在会在哪里呢？”

黎秋沉默了良久，说：

“根据我的判断他决不会在
滨江，有可能在市区或者其
他县里的某个宾馆里。纪委

双规是要取得他的口供，只

有他招供了才会移送到检察
院提起公诉。”

“您说他会招供吗？”杨

涛担心地问。

“以我对段春的了解，他

不是个软骨头。现在还不知

道他究竟是因为什么事被纪

委调查的，按说他已是人大
副主任了，不再处于权力的

风口浪尖，是什么人揪住他

不放非要置他于死地呢？”

“我猜还是工程方面的

事。他当建设局长八年，又当

了五年分管城建的副县长，

虽说他行事比较低调，但在
工程‘蛋糕’的分配上肯定会

得罪不少人。近几年网络上

对他的诟议也比较大，这次
被调整为人大副主任，就是
变相地保护他，哪知还是发
生了这样的事。”

黎秋点点头说：“我猜也
是这样，现在工程上马干部
下马的事多着呢，工程腐败

案件频发就是因为掌管工程

发包权的官员权力太大。小

涛，你和段春共事多年，又是

他的领导，这件事不会牵连

到你吧？”

杨涛端起水杯一口气
喝了，然后对黎秋说：“干
爸，段春的事我是有责任

的，我们俩都是你的人，所

以对他我完全信任，没想

到这信任却害了他。去年

实施的路灯改造工程没有
公开招投标，投资超出预
算一倍，市民反映强烈，举

报信满天飞，玉顺同志发
了很大的火。本来县委准
备让段春同志进常委班子
担任宣传部长，因为这件

事情改任人大副主任，这
些情况您应该是清楚的。

现在遇上这种情况，您还

是要帮我拿拿主意，一旦

段春说出了一切，或许您

明天就见不到我们这些人

了。”

黎秋脸上的表情沉重许

多，两道眉毛也紧锁在一起。

他知道一旦杨涛保不住了，

自己也将受到牵连，十多年

来对抗组织调查多少次风浪

都过了，现在退下来基本上

算是“平安着陆”，难道飞机

落地后还会“滑”出跑道？这
种情况也不是没有，只是概
率太小了。

“这要看你们的造化了。

我跟你说一件事，你还记得

昨天是什么日子吗？”

杨涛思想了一会，记起
来了，原来黎秋是拿中国引
渡余振东说事，这件事印象
深刻，当时他们在一起吃饭，

电视上正放这新闻，“记得，

您是指引渡余振东的事。我

记得您当时还说过‘逃到天
下都是逃，为什么要逃呢？逃
出去就全暴露了，不逃事情

反而更好办，法不责众’。是

这么个意思吧？”

黎秋露出久违的笑

容，说：“很好，你能记住我

的话表明我没有看错你。

那天的情形大家表面没有

流露什么，其实内心里都

很恐慌。我暗中观察了许

久，发现只有你和段春两

人很平静，这让我很欣慰。

现在的社会大官大贪、小

官小贪、无官不贪，这是司

空见惯的事情，我们慌什

么、怕什么？完全没有理由
嘛。这些又慌又怕的人，说

到底还是思想障碍的问

题，古人云‘窃铢者诛，窃

国者为王侯’，心理素质不
过关成不了大事。纵观那

些出事的贪官，他们很少

是被查出来的，而是自己

把自己打倒了，一到纪委

那里就竹筒倒豆子，一五

一十全交代了，甚至屎渣
子都说出来了，什么性爱

日记、阴毛标本、情妇MBA

管理，说这些做什么呢，与
其苟且偷生被世人耻笑钉

上历史的耻辱柱，还不如

一死了之把秘密都带进坟
墓里。”

这天晚上，房门被推

开，一个清秀斯文的中年人

走了进来，他叫黎百胜，是

赌王的助手之一，他直接表

明来意：“你还在考虑那个

条子？”

苏树东点头。虽然没有
经过专业训练，但是察言观

色几乎是所有从贫穷生活

走过来的人的特长，苏树东

作为威胜公司的特使去拜

访赌王的时候，就看出黎百

胜是赌王身边重要的几个

人之一，他可以对别人无动

于衷，但不敢怠慢这位赌王

在白云湖的代言人。

“如果说面对面的单

挑，我认为你永远不可能是

他的对手。”黎百胜毫不客

气地宣布，“除非你使用武
器，或者某些有用的诡计。”

“因为你是保安公司的

经理。将来整个保安公司最
重要的工作就是替赌场服
务，所以你这个人，对于我
们的赌场，非常重要，也可

以说，你是我们赌场半个

人。

“你知道我们这个行业
最重要的是什么？对于整个

赌场来说，是安全，对于个

人来说，也是安全。今晚我
来，就是想劝你不要再做蠢
事，再说，你赢了，又有什么

意义？能够给你带来几百万

的赢利？”

苏树东低下头，继续沉

默。黎百胜在心中叹了口

气，他觉得这个年轻人可能

要辜负赌王的期望了。

“我说过，你算半个赌

场的人，从这个意义上来

说，你的行动，将影响我们

的赌场，比如你的单挑，如

果我们把它上升到一个高
度，跟我们赌场的形象和名

声有关系，所以，我不希望

你输，更不希望你输得很
惨，作为将来会一起合作的
朋友，我愿意替你想办法。”

黎百胜摸出电话，拨号：“到
苏经理的房间来，我在这
里。”

他对苏树东笑笑：“我
让朱兄弟来陪你练练。他应

该比眯子要强一些。”

朱中华，身材跟黎百胜差
不多，但更结实，相貌平平
无奇，目光也没有带着所谓
的杀气，混在人群里，就是

一个普通的路人。然而实际

上，他是西南黑道上有名的

狠角之一。朱中华当年参加

过中越战争，职务是特务连

的尖刀排长，十年前被赌王

网罗，现在已经成为赌王最
信任的保镖之一。

“你想怎么打？”朱中华
问。

苏树东不太明白，朱中华
解释：“你想把他打残？打
服？还是仅仅打倒？”

苏树东吓了一跳，如果不
是黎百胜特别引见，如果不
是朱中华那种冷漠镇定的

表情，他肯定认为自己遇上

了一个疯子。

“他跟你相比，肯定占有
优势，他系统训练过，但是

他跟我相比，算业余。我教

你，打他这样一个普通的警
校生没有任何问题。”朱中

华似乎猜到了苏树东心中

的疑惑，慢慢解释。“打残
最容易，今天也行，只要用
点心思或者器材，你要他在

床上躺多久就躺多久，只要

你下得了手；打服最难，遇
上有些硬角可能永远办不
到，你跟我学一年，应该有
希望；打倒就难说了，我不
了解你的身体情况。”

“那就是打倒他。哪怕
一次也行。”苏树东找到了

合适的答案。

朱中华脸上浮起一丝

冷笑：“那就这样吧，我想你

应该是这样想的。”

接下来十天，朱中华对

苏树东进行了某种魔鬼训

练，这是体能。技巧方面，他

重点在理论，他不厌其烦地
给苏树东讲解人体的构造，

人体几个重要的部位，多少

力量击中才能产生预期的
效果，让对手昏厥或者暂时

瘫倒。

他教给苏树东的招式

只有连环三击，这是专门用
来对付顾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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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大概上去四五十岁的
人都能记得，过去莱阳运输业

风靡一时的小地排车，可谓是
主宰整个运输业市场。三十多

年前，由于处在计划经济时期，

汽车运输在过去可谓凤毛麟

角，再加上交通道路不畅，严重

制约和影响交通运输业和国民

经济的发展。当时莱阳向外运

输的苹果、莱阳梨；外地运到莱

阳的煤炭、木材、钢材、面粉、油
料等，大多是通过火车运输，由
此莱阳火车站拉地排车营生应
运而生。

拉排派车莱阳人昵称“拉

大板车”。拉地排车的人一般都

是三四十岁的壮汉，这些人大
多都是城郊的农村大队的运输
队的成员。记得七九年我参加

工作的时候，第一次看到莱阳

城通往火车站唯一一条道路

上，当时叫莱冯路(后来八四年

莱阳撤县设市改为五龙路)活
跃着一群拉地排车的农民，他

们把直径一米以上的原木、大
桶油、煤炭、白糖等物资，从火
车站往城里拉，每个人大约装
在地排车物资上一两千斤，这
些农民，光着脊梁，脖子上搭着
一条毛巾，腰里挂着一个军用

水壶，弯着腰，赤着脚，吃力地
像老牛耕地一样，一步步往前

挪行，汗水不时地吧嗒吧嗒地
往地上滴，拉一道，流一路，非
常辛苦。物资拉到城里后，这些

农民就自己用手把物资卸下
来，然后再回去拉第二趟。

往回返的时候，他们发明

出既省劲又快速的办法，就是

把地排车的两个带轴轱辘，往

中心轴前挪一米左右，由于地
派车平衡失调，所以他们就骑

坐地排车的前面，一开始跑几

步，然后两脚抬起，地排车靠
着惯性，向前滑行十几米，然

后，一只脚放在下面，一敲腿

一滑行，一敲腿一滑行，农民

们嘴里还不断哼着小曲。当时

由于好奇，我不停地看着他们

开心的样子好笑，从中也分享
到他们的喜悦和快乐。

我们单位原来叫国营莱

阳县糕点厂，计划经济时期，

面、油、糖等所有物质，全部国

家调拨，由于单位没有汽车、

拖拉机等，每年都是几千吨原

料，而运输的这些原料的大部
分全靠拉地排车的农民人力

拉卸。这些农民，力大无比，一

个人就能把200斤一包的赤糖
(又叫古巴糖)搬在地排车上；

把一桶花生油运用自如地装
卸运输。中午休息的时候，他

们就坐在树荫下，揭开自带的

饭盒，拿出来玉米饼子、煮地

瓜什么的，就着大葱、大蒜，狼

吞虎咽地往嘴里塞。有一次，

我单位有几位拉猪油的农民，

在卸货的时候，油桶盖子由于

没有盖紧，溢出部分猪油，他

们用手摸着猪油往嘴里舔吸，

然后用玉米饼子粘着流出的

油，吃着很香很香。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拉

地排车的时代已经一去而不

复返了！现在改革开放 3 0年

来，莱阳市各行各业日新月

异，运输业可谓是嬗变。如今

交通发达，火车、汽车、物流、

配货站遍及城乡，汽车数量有

当时的十几辆，达到现在的几

十万辆。运输业的发达带来市

场的繁荣，今天下树的莱阳

梨，明早就到了北京、上海居
民的家中。

拉地排车这道昔日风景，

更像一本尘封多年发了黄的旧

挂历，翻开时使人流连忘返；酷

如一壶珍藏多年的美酒，让人

打开时醇香可口，难以忘却。

昔日风景——拉大板车
文/孙瑞

当年的小山村已经不复

存，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欣欣向
荣景象的城镇，正一日千里地

向前发展着，此真可谓日新月

异！如今再一次相逢在生于斯、

长于斯的小山村，让我想起那

次壮举，怀念那条改变全村人

的命运的柏油路，贫穷的小山

村也因这条路而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

闪回十一年前——— 一份份
包含着人们赤心的捐资汇聚齐

了。“修马路了……”孩提时小
伙伴们这样呼喊着，欢呼雀跃！

人们奔走相告，一时间全村似

过年一样热闹！

在“科学规划、合理布局、节

约土地、方便群众、使公路最大
限度地发挥其应有的经济效益”

的原则下，柏油路开始了修筑，

工程开工时正赶上盛夏，在炎炎

烈日下，修筑柏油路劳动强度

大、环境差，条件艰苦可想而知，

但机器的轰鸣，就如同阵阵催人

奋进的号角，响彻小山村。工程

历时三个月长五十公里的柏油

路建成并全线贯通通车。

日月如梭，转眼十年过去

了！如今省道经过这里，在当年

那条柏油路的旧址上又重新修
筑了一条大道！两旁绿树掩映，

枝头细风嬉戏，汽车穿过叶隙

的阳光在平坦的路面上留下斑

驳的碎影，人们徜徉在这如诗

如画的田野风光里！穿行在此

路段虽已不再是旧模样，但依

然能感受到旧柏油路所带来的

温存。宽敞整洁的公路上，不时

有头戴橘黄帽，身穿黄马甲，手

拿铁锨或扫帚的忙碌身影映入

眼帘他们是公路的保洁工。他

们的辛勤汗水换来了条条大道

的畅洁绿美！

现在“小山村”的路更宽
了，出行更便利了！企业就在公

路边，农民发展民营经济的积

极性更高了！小山村的现代工

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迅速发

展，到目前形成了门类较为齐

全的工业体系。此外宽阔平坦

畅通靓丽的公路还极大地改善

了城镇环境面貌，提升了当地
形象，增强了来此客商的投资

信心！促进了对外开放和招商

引资工作；促进了农村政治文

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公路网的形成已成为社会

多种效益连锁反应的催化剂，也

是一项带来农村革命变化和全

面建设小康的富民工程！

小山村的路
文/周玉礼

资料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