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33 悄悄悄悄高高兴兴 提要：
大屏幕上，不少人点头颔首。稍停片刻后，另外一个局长发言：“我们能不能争取

其它省市的支援？”袁再春说：“我给大家讲个故事。”

黄虹丽发觉冯雄俊回家的时间不
太正常后，暗中跟踪他，将他逮了个正
着，闹着要跟他离婚。冯雄俊不想妻子
分走他的家产，更怕伤害儿子，因此，
他坚决不答应离婚，并保证和李露断
绝来往。黄虹丽是个软心肠的人，最终
原谅了他。但她担心冯雄俊仍暗中和

李露来往，便私下叮嘱林淦监视他。
“最近冯总和唐雨晨出去应酬较

多，至于是不是真的有应酬，或者应酬
后他去了哪里，我就不大清楚了。”

“行了，没事了，你先回公司吧。我
再找个机会见见那个唐雨晨。”黄虹丽
说。林淦只好悻悻地返回公司。唐雨晨
又有应酬了！地点在金富大饭店，对方
是一家正在建设中的五星级宾馆，需
要一批高档梦思床、床头柜、办公桌等
家具。“等下酒场还是要靠你来应付
了。”冯雄俊把唐雨晨接上车后说。

不知不觉，车已经到了金富大饭
店。不一会儿，那家宾馆的老总钟胜福
也带着两名员工来到。钟胜福是一个
年近六旬的老头儿，深陷的眼睛，满脸
堆笑，言行举止让唐雨晨觉得他有点
儿狡猾。

双方互相介绍，交换名片，客气了
一番后，“酒战”开始了。钟胜福让服务
员换了大杯子，斟满了酒，说：“久仰冯
总的大名，来，今晚咱们哥俩得好好喝
一喝。”唐雨晨不想让冯雄俊多沾酒，
赶紧娇声说：“钟总是功成名就的人，
谈吐不凡，一见面小妹心里就一直对
钟总仰慕不已，希望能敬钟总一杯。没
料到，钟总竟然把人家给忽略了，真是
太伤人家的心了！”

不料，钟胜福将她的手紧紧抓住
了，板起了脸说：“不行，今晚的主角是
我和冯总，这酒只能是冯总喝。”唐雨
晨暗暗骂了一声“老狐狸”，也收起了
笑容，十分认真地说：“钟总，实话跟您
说吧，我们冯总的胃刚动手术不久，喝
不了酒，今晚就让我代他喝吧。”还没
等钟胜福发话，唐雨晨又说：“钟总是
宽宏大量之人，不会这么斤斤计较的。
这样吧，今晚的酒，就让我代替冯总
喝。咱们一对二，钟总您喝一杯，我喝
两杯，这样表示我们的诚意！”

唐雨晨把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
钟胜福感到很惊讶。他看了看唐雨晨，
说：“唐小姐，您这是美人救英雄呢。既
然如此，那咱们俩就好好干一干。”吆
喝声中，几瓶高度数名酒已经见底。唐
雨晨已经面如桃花，心跳加速，头也有
点儿沉。她看了看钟胜福，那老家伙仍
面不改色。

“继续这样下去，不但自己被灌
倒，而且，这个老狐狸肯定也不会放过

冯总。这个老狐狸的酒量那么厉害
吗？”唐雨晨既心急又满脑子疑惑。服
务员又将两人的酒倒满了。这次，唐雨
晨不主动举杯，说：“钟总真是好酒量，
小妹今晚总算大开眼界了。”钟胜福这
次主动举起了酒杯。唐雨晨向前倾了
倾身子，对着他的酒杯使劲嗅了一下，
再举起了自己的酒杯，一饮而尽。

放下酒杯后，唐雨晨不禁怒火中
烧，钟胜福使诈，他喝的根本不是酒，
而是白开水。唐雨晨不想当场揭穿钟
胜福，怕扫了他的面子，生意也就告吹
了，于是只好起身，说：“钟总真是好酒
量，小妹这会儿肚子快受不住了，出去
下再回来陪您喝。”冯雄俊赶紧劝说钟
胜福吃点儿菜。唐雨晨便趁机出去了。

来到卫生间，唐雨晨抠了抠喉咙
吐了几口酒后，给冯雄俊发了条短信
说：“冯总，那个老家伙‘打白条’，怎么
办？”所谓打白条，就是喝白开水的意
思。接着，唐雨晨匆匆洗了脸后，返回
包厢。钟胜福见唐雨晨回来了，又笑眯
眯地说：“唐小姐，咱们继续！”唐雨晨
正犹豫该不该接这两杯酒，突然，冯雄
俊端起钟胜福的酒杯，一饮而尽，然
后，阴着脸说：“钟总太不给面子了，小
唐这么个柔弱女子以一对二，向您敬
酒，您竟然打白条。”

“冯总是说我们的行为不光明磊
落？既然这样，这酒喝得没意思，我们
还是撤了吧！”说完，钟胜福起身带着
员工就要离去。唐雨晨起身想拦他，冯
雄俊打手势让她不要拦。

这笔生意就这么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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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诸葛亮

提要：
1971年，迷惑。张艺谋还记得一个

同学把他和其他几个人拉到屋子里，
蜡黄着脸。张艺谋回忆，同学说的每一
句话都像一声响雷，一枚炸弹，每一个
信息都出乎意料，震得自己七荤八素。

提要：
黄虹丽所说的那个女人名叫李露。

李露原先在一家美容院工作，冯雄俊去
那里做美容时认识了她后，将她包养了
起来。在冯雄俊的资助下，李露开了一家
服装店，经营得还不错。

1974年，批林批孔……这些复杂
的信号让人看不懂。用一个人的一只
大眼睛来表现当时的惊诧和观察。

1975年，工厂里也开始提“抓革
命促生产”的口号，“抓革命”是为了

“促生产”，这是没有过的，感觉有了
点曙光。

1 9 7 6年，纪念总理的“四五事
件”，用一只攥紧的拳头表示当年那
句著名的“扬眉剑出鞘”。

十年的历程用低调表现完了，张
艺谋觉得意味不够。最后用了一张纯
白的画面，什么都没有。图片说明打
上一个省略号。那时候的人看见一张
白纸，立刻就会想到毛主席的话：“一
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
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张艺谋
想用这个表示，一切重新开始。这张
白纸，应该是他当时的得意之笔。

构思好了之后，张艺谋马上回到
咸阳去找当年帮助过他的刘大模，请
他帮忙把这些照片放大。七幅照片，
每个都有一个全开那么大，这在当时
是很罕见的处理。张艺谋又从工厂里
找人帮忙，做了七块板，把照片直接
裱到板子上去，没有做镜框，无边界，
表面平展，这些深黑仿佛随时会流
溢。七张大板精心包裹，送到北京，送
上1980年的四月影展。

这个系列从精神上看，从观察别
人，到反思自己，形式上、色调上都让
人有强烈的印象。张艺谋说：“我就想
跟别人做的不一样。”

在美术馆上展后，张艺谋在展厅
里看见这七张照片，非常醒目。他假
装是个陌生人，在观众背后听大家的
反应，看大家的表情。他看留言，有人
说自己在整个影展里最喜欢的就是

《啊，一代青年》。张艺谋悄悄高兴。
这是张艺谋受到四月影会和

星星美展的影响之后，要表现社会

同 代 人 共 鸣 的 作 品 。在 形式上 特
殊、张扬。他苦练的这一手，未必在
精神内涵上多么超绝，多么创新，
但是在 形式表 现 上 ，呈 现 出 自 觉
的、强烈的个人风格。这些需要在
今天还要连篇累牍介绍背景的作
品，在当时每个看到的人都无需解
释它的寓意，自然意会。

形式的创造，并不意味着别扭和
不诚恳，张艺谋觉得他不过是找了个
不一样的形式，去表现不言而喻的隐
喻和象征，也没有丝毫牵强的地方。

张艺谋听说王志平在看到这
个系列之后，觉得不错，说如果有
机会可以见见。张艺谋听了既光荣
又害羞。“人家是谁呀，那是四月影
会的发起人，人家组织影响这么大
的一个展览，太厉害了。我就是一
个学生，哪好意思去见人家？”张艺
谋说，“我今天都没有见过王志平，
我不知道怎样表达他们那些人对
我的震撼，我不知道怎样表达我的
感激。”

张艺谋有意识让自己工具化，
是从给别人抄大字报开始的。他的
毛笔字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练起。不
过他没想到，入学后没多久，针对
他的大字报就铺天盖地地贴满了
校园。

大字报主要是从美术系贴起的，
针对美术系学生何群。何群是北京
人，父亲是画家、雕塑家，有些美术界
的背景。关于何群上电影学院的事件
有多种说法。何群是1978年扩招进来
的，据说考试本来不合格，后来有一
封署名“何群”的告状信，申诉北京电
影学院为了照顾美术界某位官员之
子，打分作弊。文化部要求复查美术
系学生的所有绘画成绩，包括何群，
核查结果成绩合格，何群上了学。美
术系当年扩招了六个人，何群是其中
之一。

袁再春开讲：“花冠病毒引发瘟疫中
最早的病状，就是发烧。从一个病人发烧
到确诊花冠病毒感染，大约要3天至1周
的时间，我说的是比较缓慢的病程，特别
险恶的先不说它。这这几天中，如果病人
得不到有效的监控，他就成了一个到处
活动的超级大病毒。一个喷嚏，能射出9

米远，携带200万个花冠病毒微粒。10个微
粒就能感染一个病人。也就是说，一个喷
嚏，在理论上，可以感染20万个人。在第
一时间察觉到发烧，是我们控制花冠病
毒的一道强有力的门槛。”

话说到这儿，并没有多少悬念。这些信
息，已经通过广播和电视传布千家万户，老
百姓人人皆知。袁再春不理睬大家的失望，
自顾自地说：“所以要准备好体温计。一发
觉不舒服，立刻量体温。”大家目不转睛地
看着他，不知道他下面打算说什么。

“尽管现在有多种电子体温计，但是
最物美价廉的还是老式的水银柱式体温
计。我考考你们——— 燕市1000万人口，我
们有多少支水银体温计？”人们面面相
觑，谁知道这个犄角旮旯的数字！

“约为120万支。体温计也会短缺，供
不应求。这让我怎么向我这全省的人民
交待？燕市先出了事，还可以请全国支
援，我们一个省有了事儿，多个省有了事
儿，只能自力更生。所以，老大哥，不要说
我驳了你的面子，实在是爱莫能助。现

在，我的故事讲完了。”在这样严肃的会
议上，讲故事有点框外。但这个故事，谁
都听出了它不是故事。于是，后续的决议
很快做出来了。

1、发布告全市人民书，表明政府将
严厉打击哄抢物资的行为。

2、告知人民我们的物资储备丰富，但
是为了保证抗疫斗争的后续工作，将实行
供销控制措施。生活必需品凭证供应。

3、吴姓老人抢购的物资，可保留500

元价值的物品，余皆由超市收回。
4、下次再出现吴家此类抢购情况，

超出500元部分，停止售卖。
5、打击抢购行为。必要时，将以法律

制裁。
这时有人说，那回收的将近上万元

的物资，很多是入口吃的东西，别人也不
能要啊。好不好这次只是警告，下不为
例？袁再春说：“不可。收回后，能用的用，
不能用的销毁。此风决不可长！”

又有人说：“当天抢购的人绝不仅仅吴
姓老者一家。也许有人抢的更多，只是不好
追查了。仅让老者退回，是否有不公之嫌？”
袁再春说：“肯定不公。但非常时期，只能用
非常的方法。既然他家是我们现在能够确
认的抢购风头，一定要处罚。”

有人欲言又止，袁再春敏锐地察觉
到，鹰隼似的目光猛地盯着屏幕，说：“都
什么时候了，还这样瞻前顾后！讲！”罗纬
芝突然说：“我有意见。”袁再春领教过罗
纬芝的另类，心想每天沉闷地开千篇一
律的会，让这个新鲜血液激荡一下大家
头脑也好。说：“这是特采团的人员。讲讲
你们旁观的意见。”

她说：“对于抢购，我可以理解这是
一种自保。但是，为了保命的一系列举措
会传染，比任何一种病菌病毒都快，而且
没有潜伏期，即染即发。现在，心理瘟疫
的多米诺，已然倾倒，恐惧的传染将引起
巨大的困境，如果得不到根本平息，就会
陷入永不停息的恶性循环。”

从屏幕上看到不少人点头，罗纬芝受
到鼓舞，继续说：“我觉得要严惩吴姓人家。
乱世重典，惩罚在心理学上有三个原则，一
是快。二是要重。三是要众所周知。”

袁再春说：“你的意见很有见地。不
过，这一次对吴姓老人的处理，还是按我
刚才的意见办。理论是一回事，现实是另
外一回事。我们要照顾到民众的承受能
力。务请告诫民众，一定俭省和忍耐。就
这样吧，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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