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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和气管的结构和纹理完全被破坏，像被火焰喷射器焚烧过。只不过火焰的废墟

是灰色的，而花冠病毒留下的是恐怖的红色。身体千万种受难的形态，都在这一刻凝
固，等待着我逐字逐句的翻译……

“有是有，但来酒吧的男人会是好男
人吗？”唐雨晨说这句话的时候，卢沧舟
的形象跃进了她的脑海里。“那不一定！”
冯雄俊接过唐雨晨的话题说，“比如，我
有时候也到酒吧喝酒，但我可是个好男
人。”说完，冯雄俊哈哈大笑起来。

下午，冯雄俊本来说好要带唐雨晨

参观门市部和工厂的，但由于临时有急
事，只好让副总林淦代劳。参观完工厂，
时间还有点儿早。林淦问唐雨晨要不要
回公司，唐雨晨想起，她在塞思酒吧的工
资和提成还没结算，便说不回，让林淦开
车把她送到塞思酒吧。

王育将唐雨晨上个月的工资加提成
九千多元给了她。唐雨晨把钱塞进背包，
道谢后，正欲转身离去时，王育把她叫住
了，问道：“你见过卢沧舟了吗？他接连几
天来酒吧不见你，就问我你到哪里去了，
还要我告诉他你的电话号码，但我没给
他。”“谢谢王经理没有泄露我的个人资
料。”最近一段时间不见卢沧舟到塞思酒
吧了，唐雨晨以为，他已经知难而退。没

想到，他还惦记着她。卢沧舟的父亲做进
出口贸易，还开有几家酒店，可谓家财万
贯。按理说，他的家庭条件这么优越，不
愁找不到漂亮的女孩儿，可他偏偏喜欢
唐雨晨，缠着她不放。

冯雄俊是经在省财政厅当处长的好
友邓亮介绍认识周功航的，三人一起喝
过几次茶。他跟周功航还不是太熟，因
此，那天，他觉得贸然送钱给对方不妥
当。在那之后，他又几次买了上好的礼品
亲自去看望周局长的母亲。

过了一段时间，周局长通过邓亮约
冯雄俊出来喝茶。虽然，在喝茶过程中，
三人聊的都是些无关痛痒的话题，但临
别时，周局长主动和冯雄俊交换了电话
号码。冯雄俊心里暗暗高兴，说明他对自
己已经初步认可。那天和周功航喝茶出
来后，冯雄俊接到了林淦的电话，说是已
经约了刘乾生今晚在豪味酒家吃饭。冯
雄俊公司主要生产红木家具，原材料大
都是进口菠萝格，而刘乾生掌控着本市
的菠萝格市场。冯雄俊必须交刘乾生这
个朋友，以保证自己能长期以较低的价
格从他那里要到货。

他当即给唐雨晨打了个电话，告诉
她今晚有应酬，并告诉她具体的时间和
地点。半小时后，两人来到了豪味酒家。
林淦早已守候在酒家门口。过了一会儿，
刘乾生带着助理也赶到了。两人进行了
一番寒暄。“这位是……”刘乾生注意到
了唐雨晨。

“正要给你介绍呢，”冯雄俊说，“这

是我的秘书小唐。”刘乾生和唐雨晨随即
握手客套。过了一会儿，菜上来了。冯雄
俊把自己的车钥匙递给林淦说：“我车里
有几瓶好酒，你去拿来，我要跟刘总好好
喝几杯。”不料，刘乾生对助理说：“我车
里也有几瓶好酒，你也下去拿来。今晚，
我要和冯总不醉不休。”刘乾生的话，使
冯雄俊又喜又忧。喜的是，刘乾生要和他
一醉方休，说明他愿意交他这个朋友，只
要两人喝得痛快，合作自然没问题。忧的
是，他的胃刚动完手术没多久，他怕刘乾
生揪着他不放。

等酒拿上来之后，冯雄俊让服务员
给每个人都倒满了酒，先主动举杯，让大
伙儿一起喝了一杯开席酒。之后，他敬了
刘乾生一杯。接着，大伙儿互敬。很快，一
瓶酒就见底了。这时，刘乾生站起来说：

“冯总，这小杯喝酒不过瘾，咱们换大杯
干。”说完，还没等冯雄俊回答，他就让服
务员给他和冯雄俊换了两个大杯。

冯雄俊只干了一杯，脸上就渗出了
密密的汗珠。唐雨晨知道，该自己表现
了。她对刘乾生说：“妹子仰慕刘大哥的
大名，今晚想和刘大哥大醉一场，不知道
刘大哥给不给这个面子？”

唐雨晨刚才向刘乾生敬酒时，喊他
为“刘大哥”，刘乾生听得很受用，笑得两
眼眯成了一条线，喊唐雨晨为“妹子”。可
这时，刘乾生板起脸说：“妹子，不是大哥
不给你面子。今晚的主角是冯总，如果你
说的话分量和冯总一样重，我就答应你。
在雄俊公司，你说话算数不？”

刘乾生的问题一下子将唐雨晨噎住
了，唐雨晨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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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诸葛亮

提要：
那是一个火红的年代，一个热血沸

腾的年代。一群人，一批人，表达出来的
那种对中国社会、政治、未来的思考，锋
芒毕露、深沉浓烈，相当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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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卢沧舟是个“富二代”，自从在塞思酒

吧和唐雨晨喝了一次酒后，他就对唐雨晨
发起了爱情攻势。唐雨晨也想过，要是嫁
给卢沧舟，自己就可以当富太太，过上奢
华的生活。但万一哪天他变心了，她怎么
办？话又说回来，正值青春年华，唐雨晨也
渴望有个男友体贴自己、呵护自己。每当
下班回到没有生气的出租屋时，她心里就
难免感到凄楚。

抓拍所展示出来的强悍的穿透
力，加上诗的张力，张艺谋说，“我被
打垮了”。回头看看自己那些被人夸
过、自己也曾小有得意的摄影作品，
张艺谋挥挥手：“我这些玩意，妈的，
雕虫小技！”

张艺谋极少说粗话，他用词精
确，节奏出人意料，加上神形兼备的
肢体语言和变化的表情，常会出喜剧
效果。我时时感觉在听单口相声，不
论是回忆他在工厂的苦闷，还是上大
学时的压抑，他从不用沉迷往事的口
气说自己，他自嘲起来尖刻，逗趣儿，
这次冲口而出的不雅之词，能想见他
当时对自己否定的决绝。

《画家石鲁》是摄影师李江树的
作品，张艺谋以为下面的诗是摄影师
写的，从李江树的回忆中知道，配诗
并不是摄影者的工作，而是四月影会
发起人的设计。这几句是诗，李江树
到了2008年才知道，是赵小芹写的。

看完四月影会后，张艺谋几晚上
睡不着觉。他努力消化影会上那些照
片的冲击。影会上的数百幅照片，按
照影会的发起人的回忆，里面包含有
现实主义、象征主义、浪漫主义等各
种不同风格的作品，手法上也相对丰
富。把镜头对准人，对准沉默底层的
那一类现实主义作品，引起的轰动最
为强烈。这也印证了张艺谋的感受。

不过这个刺激远没有结束，1979

年年底的星星美展又给张艺谋带来
了更深的搅动。接下来，他看到了《今
天》的手抄本，看到了遇罗锦的《秋天
的童话》。“我翻开书，从第一页一直
到看完，姿势没有变过，心潮澎拜，潸
然泪下。满腹的话无从说起，想要给
人写信，要抒发，最后憋得没办法，写
诗。我记得写了四句，最后一句抄高
适的《 别 董 大 》，‘ 天 下 谁 人 不识
君’——— 凑的是律诗，前三句自己押

着韵，我没研究过古诗，半文半白。现
在看，可能跟顺口溜差不多。”北岛那
一批朦胧诗人的一些诗句，张艺谋至
今还记得。

“我算什么？井底之蛙。在咸阳的
工厂里，前纺车间，织袜车间，平时在
渭河边儿转悠拍点儿东西。你看看北
京，波澜壮阔，四月影会不是一个人，
是一批人，敏锐、先锋、深沉。星星美
展，也都是一批人，现代、直接、彪悍。
北京，藏龙卧虎。这就是1979年给我
留下最深的印象。这是颠覆性的印
象。”张艺谋说。

2009年，王志平在纪念四月影会
30周年的邀请函前言中说：

《四月影会》宣泄着年青摄影人
的纯真、执拗、求索与才华。他们不拜
神佛、不惧霜寒、不惊荣辱、不坠俗
流、不谋私利、不辞劳辛。他们得到了
千百同仁和万千看官的认同、呵护和
击赏。《四月影会》如一艘前行的破冰
小舟，为以后中国摄影艺术的开放和
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先锋作用，

《四月影会》已经成为中国摄影史上
绕不过去的一页。

张艺谋说：“在我的个人经历上，
这几个事对我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
尤其是四月影会。当时我认为，这些
民间的、非官方的创作者们是英雄。
至今我也这么认为。也许从今天看，
作品还有幼稚的地方，呈现上还有不
够完美的地方，批判的角度是否那么
到位，那么合适，我们都不去说它，最
重要的就是他们爱国的、激情的、带
有思考的展望和忧患意识，让人心脏
爆裂，让人想要由衷地致敬。”

四月影会让张艺谋震动之余，也
让他无比沮丧：“完了，这辈子踩风火
轮也追不上人家了。我算是没出息
了。”摄影系前两年学的是平面黑白
摄影，后两年才开始用16毫米摄影机
学动态。张艺谋感觉，前两年在学校
学的，不如他在影会上看到的东西对
他更有用。

我用解剖剪，打开了病人的腹肌。
一股黑色的污浊喷泉，飙射而出，溅湿
了我的特别防护围裙。因为看到了肺脏
的破坏，我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
备，但病人腹内的状况还是让我极为震
惊。这一次，我看到的不仅仅是废墟，简
直就不能说这是人的躯体。它完全糜烂
成粥，可以把它想象成已经死了亿万年
的史前遗骸，腐臭冰冷……

我的手指和锐利刀剪，在溃烂的脏
器中艰难行进。肝脏失去了平素无以伦
比的光滑边缘，如同浮肿的救生圈漂浮
在腹腔之内。心脏破裂溢出的血一片汪
洋，胆和胰脏脓肿叠加，犹如暴雨中被遗
弃的糟烂蜂巢。肠道被病毒所荼毒，显出
邪恶的青蓝色，还有被病毒吞噬而成的
大大小小的窟窿。

我无法想象死亡临近时，这具躯体
所遭受的苦难，所有的语言在这悲惨的
岩石上都撞碎而微不足道。面对生命的
废墟，会觉得死亡早点降临，是多么的仁
慈！最后，我开始解剖他的大脑，脓浆喷
涌……”

看到这里，罗纬芝再也忍受不了，一
个箭步跳出207房间，扑进院子。她见到
一位路过中年男子，是袁再春的秘书朱
伦。“朱秘书，我想见见他。”罗纬芝抚着
胸口，鼓足勇气说。

“谁？”朱秘书摸不着头脑。“于增风

教授。就是您给我资料的作者。他文笔
很好，是一个对花冠病毒了解得非常透
彻的科学家。”朱秘书沉吟了一下，板着
脸说：“这个要请示袁总。”

“好。我等你的消息。”罗纬芝说。
第二天，罗纬芝的要求得到了回复。不
过答复来自袁再春。“听说你非常想见
于增风？”袁再春问。“是。”罗纬芝答。

“于增风的确是很有魅力的医生。人们
常常以为医生都是一样的，其实不然，
于增风光芒四射，他为我们击退花冠病
毒，交上了第一份情报。”袁再春的话中
有了些微感情。罗纬芝一看有门，就在
她满怀信心的时候，袁再春断然说：“可
是，你见不到他。”

“为什么？我知道他是战斗在第一
线的医务人员，如果我要采访他，防疫
等级就会从C级直接降到了A级，危险
系数提高。但是我不怕。我既然来了，就
会奋勇向前。实在不行，我可以打电话。
当然这不如亲见本人取得第一手资料
好。”

“没那么危险，你不必从C降到A，
还是在C区里。你跟我来。我们一起去
见他吧。”罗纬芝一看有门，就在她满怀
信心的时候，袁再春断然说：“可是，你
见不到他。”“为什么？我知道他是战斗
在第一线的医务人员，如果我要采访
他，防疫等级就会从C级直接降到了A

级，危险系数提高。但是我不怕。我既然
来了，就会奋勇向前。实在不行，我可以
打电话。当然这不如亲见本人取得第一
手资料好。”

“没那么危险，你不必从C降到A，还
是在C区里。你跟我来。我们一起去见他
吧。”袁再春不说话，越走越快，罗纬芝紧
紧跟随。看来这抗疫第一线，也并不像人
们想象的那样都是血雨腥风，忙里偷闲
的也有安适光景。罗纬芝说：“于老师和
您住在一起？”

袁再春停下脚步，回过头来一字一
句地说：“于增风是我的学生。你再也不
会见到他，他已以身殉职。”罗纬芝扶了
一把身边的竹子。过了半晌，她才有气
力颤声问道：“为……为……什么？”袁
再春说：“他在解剖病理标本的时候，感
染了花冠病毒，非常凶险的发病了。我
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他本人也极为顽强
地和病魔作斗争，可惜无力回天……”
他扭过头去，不愿让罗纬芝看到自己的
眼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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