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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罗纬芝坐在他门前的木椅上，

静静地等候。郁金香开了，野百合
蓄势待发，空气中已弥漫起熏人的
夜香。她突然想起了萨松的一句诗

“心有猛虎，轻嗅蔷薇”，就轻轻俯
下身，去闻花的暗香。

周功航那边却起雾了，他看
不清他的面目，不知道他葫芦里
卖的是什么药。他到底是否愿意
跟他“合作”？疑虑重重之下，冯
雄俊便暗中调查周功航是否有
了“新欢”。结果让他很乐观：周
功航没有“新欢”。可是，他为什
么不接受自己的约请呢？这天下
午四点多，冯雄俊犹豫良久，又
拨通了周功航的电话。电话那
头，周功航正和唐雨晨在宾馆
里。听到手机铃声响，他拿起来

瞟了一眼，便挂断了。“怎么不接
啊？”唐雨晨柔声问道。

“是他，你以前的上司，冯雄
俊！”周功航说。唐雨晨说：“哼，耗
死他！”周功航起身，点了根烟，吸
了一口，吐出烟雾，说：“你准备怎
样从他嘴巴里夺走那块地？”

“人家还没想好呢！”唐雨晨
说。“既然这样，那就放弃吧！”

“为什么呢？你怎么又改变
主意了？”唐雨晨不满地问道。

“上级要求尽快在媒体上公
布规划方案，然后快马加鞭地征
地、招标、上项目。这事儿不能再
拖了！”

“难道真的没有其他的办法

来拖延时间了吗？”唐雨晨问。周
功航摇摇头。唐雨晨沉默良久才
说：“那只能这样了！”她公司刚
起步，想要夺走冯雄俊的土地确
实很难。周功航摁灭了烟，拿起
手机，翻出冯雄俊的号码，回拨
了过去。那头的冯雄俊见是周功
航的号码，心里一阵狂喜，按了
接听键。

“冯总，不好意思，最近太
忙，这不刚才还在开会！”周功航
说。“可以理解，可以理解。我给
周局长打电话也没啥大事，只是
想跟您喝喝茶！”冯雄俊语气十
分谦卑，恨不得将心将肺掏出来
给周功航看。

“我今晚有空，你定个时间
和地点吧！”周功航说。“八点钟
宁湾宾馆，怎么样？”冯雄俊说。

“行！”周功航挂了电话。唐雨晨
看了看手机，说：“时间不早了，
咱们走吧！”周功航点点头。冯雄
俊早早地到达宁湾宾馆，定好了
包厢。八点多钟时，周功航才姗
姗来迟。冯雄俊告诉他自己已经
定好了包厢时，周功航却让他换

了另外一间。周功航这么做有他
的考虑，他是局长，手握大权，和
商人交往不得不谨慎点儿。现在
科技这么发达，谁知道冯雄俊有
没有在定好的包厢里事先安装
窃听器、录像设备什么的。冯雄
俊明白他的心思，毕竟两人还在
试探期，没有过合作，感情还不
是很铁，还没有到无话不谈的地
步。他顺从他的意见，换了包厢。

在冯雄俊看来，只要周功航
接受了邀请，就意味着事情正朝
着好的方向发展。周功航是一局
之长，一举一动都引人注意，不
会随随便便地答应和他一个商
人出来喝闲茶。他答应出来，本
身就是一种肯定、认可的表态！

即便是聊无关紧要的话题，
冯雄俊也十分留意，用心揣测着
周功航的每一句话，看看他是否
有什么暗示！不过自始至终，他
都没有捕捉到有关规划方案的
任何信息。两人聊了半个多小
时，周功航便借口有事走了。

周功航对唐雨晨越来越喜
欢，最近频频和她幽会，甚至还想

让她到规划局工作，这样两人就
可以天天见面。唐雨晨到达宁湾
宾馆时，周功航还没到，她先上去
开了个房。约过了五分钟，周功航
才推门进来。这时，突然响起了敲
门声。周功航低声对唐雨晨说：“你
先到洗手间里避一下！”看着唐雨
晨整走进洗手间，周功航才慢悠
悠地走过去，打开了门。

一名男子闪了进来，再反手
把门关上，此人正是卢沧舟。卢
沧舟从口袋里掏出一沓照片，朝
周功航扬了扬，说，“你这个败
类，玩弄了多少女性，别装出一
副道貌岸然的样子！”周功航定
睛看了看卢沧舟手上的照片，顿
时面如土色说：“你，你，你想怎
么样？”卢沧舟冷笑一声说：“这
下怕了吧，雨晨到底在哪里？”

周功航下意识地朝洗手间
看了一眼，卢沧舟对着洗手间，
大声说：“雨晨，你出来，咱们把
话说清楚！”卢沧舟正要冲过去，
这时，洗手间的门被打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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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明代工商经济与前朝相比，

最大的变化有两个，一是专业化
市镇的出现，二是商帮的崛起。在
城市离心化的大趋势之下，进而
出现了“油水分离”的社会景象：
政治权力集中于城市，为政府及
权贵所全面控制；经济力量则集
中于数以万计的市镇，为民间势
力所掌握，这使得资本、人才和资
源的集聚效应根本无法发挥。

提要：
其实，冯雄俊要是用心去调

查，肯定可以查出是谁抢走了他
的业务。他不想查的原因是：他
太忙了，每天都有很多应酬；其
次，他把大部分心思都放在了雄
良公司上，一心只想着早点儿开
始房地产项目赚大钱，对家具厂
的小单自然不会上心。

棉纺织业的繁荣以及专业化
市镇的崛起，催生出了一个重要
的商业力量——— 靠棉布贩销为主
业的江浙商帮因此而生。江浙布
商的财富膨胀与棉纺织业的家庭
化有关。如前所述，一家一机的生
产模式每年生产出6亿匹棉布，而
零散的农户无法完成规模化的销
售，于是，围绕着千万家庭织机形
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链条和销售
体系，它们主要由布号商人、染坊
与踹坊商人、远途贩售商人组成。

布号商人负责棉花和棉布的
收购，他们先是从棉农手中把棉
花收购进来，然后分发给织户，再
把织成的棉纱或棉布回收，从中
渔利。自明初之后，华北、华东等
地广植棉花，然而华北因气温与
湿度过低，不适于棉纺织工作，所
以大量的棉花被运到江南销售。
江苏南部的苏州、无锡、常州和浙
江北部的湖州、嘉兴、杭州是织户
最集中的地区，布商就大量活跃
在接近农村的市镇中，以最小的
距离，向分散的织户收购棉布，这
一带因此成为全国纺织业的中
心，仅松江、枫泾两地就有数百家
布号。

棉布和棉纱收购上来之后，
需要进行印染和后整理，于是就
有人投资经营染坊和踹坊，这些
作坊大多开在城市的郊区，以就
近销售。因棉布收购的市场化特
征而不适合国家垄断，所以棉纺
织业成为一个完全竞争性的领
域，从而诞生了一大批真正意义
上的自由商人，苏南和浙北———
苏锡常和杭嘉湖——— 也成为民间

资本最为充沛和活跃的地区。
商帮的出现，是中国企业史

上的一件大事。它兼具血缘性与
地缘性之和，植根于偏远的宗族
乡村，以市镇为生产和销售基地，
以城郡为生活和消费中心，构成
一种独特的经营模式。明代商帮
中最出名的还不是江浙商帮，而
是晋商和徽商，他们的崛起都与
盐业有关。

自管仲以后，中国历代政府
都视盐业为经济命脉，其专营所
得在年度财政收入中占很高比
例，明代也不例外。朱元璋开国之
后，为了防范蒙古人卷土重来，把
国防重点放在北方，他重修万里
长城，长年驻扎80万雄兵和30万
匹战马。其中驻军最密集的是“内
迫京畿，外控夷狄”的山西大同一
带，明政府在这里修筑长城323公
里，驻守马步官兵13 . 5万多人，配
马、骡、驴5万余匹。要维持这等庞
大的军备，如何提供充足的粮草
供应就成了极棘手的难题。据《大
明会典》记载，仅大同镇就需屯粮
51万余石，草16 . 9万余束，每年花
在边防的银子达上千万两，让中
央财政不堪重负。1370年(洪武三
年)，山西省行省参政杨宪向朝廷
上书，建议实行“开中制”。

“开中制”脱胎于宋代的“钞
引制”，其改革之处是，商人要获
得盐引，必须运粮和其他军需物
资到北方边疆，以粮换“引”，然后
凭盐引到指定盐场支取食盐，再
到指定的地区销售，其实质是“以
盐养兵”。按当时的规定，每在大
同纳粮一石或在太原纳粮一石三
斗，可换取盐引一份，一份盐引可
支取食盐200斤。

这一制度的实行，让山西商
人迅速崛起。山西地处北疆，有

“极临边镇”的地利之便，更重要
的是，以运城为中心的河东盐场
自古是产盐重地。“开中制”推行
后，山西商人收粮贩盐，横行天
下，成为势力最大的区域性商人
群体，是为晋商之始。

罗纬芝问：“如果病人的遗物想
带出去，怎么办？”窦锦欢说：“如果
经过了严密的消毒，在理论上是没
有问题的。毕竟病毒是一种脆弱的
低级生物体，是可以被化学药品和
物理因素比如高温紫外线等消灭
的。”

罗纬芝说：“那你可做过这种事
情？”窦锦欢说：“您指的是什么事
情？消毒遗物还是……

罗纬芝说：“您知道我指的是什
么。关于消毒，您刚才说的已经很清
楚了。”窦锦欢问：“您有什么权力来
核查这事情呢？这和您刚才所说的
目的并无关联。”罗纬芝说：“有。”

窦锦欢说：“您问了我那么多问
题，我只问你一个问题。”罗纬芝说：

“请讲。”窦锦欢逼近一步说：“您为
什么对于增风教授那么关切？”罗纬
芝确定正是这位工程师的协作，于
增风才完成了最后的部署。然而一
切皆有变数，其中乾坤她无法细说，
于是点点头保持了缄默。

告辞的时候，窦锦目光低敛说：
“你好像对花冠病毒很有兴趣。”罗
纬芝回答：“谈不上兴趣，只是工
作。”窦锦欢说：“现在对花冠病毒感

兴趣的人，大有人在。”
窦锦欢继续说：“这是一种新型

的病毒，谁拿到了它的毒株，谁就占
有了稀缺的资源，根据这个毒株，制
造疫苗，研制新药。某种程度上说，
我背后是一座钻石矿。”罗纬芝殚精
竭虑保护着那块浸染花冠病毒患者
分泌物的纱布，出了消毒处，赶紧把
纱布转到随身携带的保存设备中。
回了王府，好不容易挨到晚上，和家
中联系的时间到了。罗纬芝问百草：

“他在吗？”唐百草说：“谁呀？”
罗纬芝气不打一处来，只好装

出漫不经心的口吻：“小弟呀。”百草
故作恍然大悟状，说：“李哥哥啊，他
说今天不来了。有什么事儿你只管
告诉我吧。”俨然成李元的代理人。
罗纬芝不悦。她收束念头，对唐百草
说：“我有东西要给弟弟。你不要忘
了告诉他。”罗纬芝把装了毒株的设
备夹带在换下的寒衣，带出王府后，
很有成就感。过了几天，在例行通话
中，李元终于出现了。“姐姐，您好。”
极其温和和宽厚声音，充满了友爱
和亲切。罗纬芝的身心和着节奏轻
颤。

“带回的衣服收到了吧。”罗纬
芝问。“收到了。不过，都死了。”李元
说。罗纬芝大惊，问：“谁死了？”李元
说：“就是你给我的东西。”“为什
么？”罗纬芝不解，想自己千辛万苦
深入虎穴采来毒株，却落得无一存
活，太悲切了。李元说：“我们也在分
析原因。这边的操作应该是没有问
题的，那么结论只有一个，就是您在
携带的过程中，经过严密的检查和
消毒。所以，它们都死了。”

“不是说它生命力非常顽强吗？
怎么又如此不堪一击了？”罗纬芝忿
忿然。“生命力是相对的。现在的问
题是，我们还需要它。甚至更需要
它。”李元不愿在没有答案的问题上
继续纠缠，把话题向前推进。

出了通讯室，她信步到了袁再
春的房门前。这时，袁再春恰好回来
了。“你在等我？”袁再春无比倦怠地
说。“我想知道我的化验结果。每天
都要抽血，加起来的血量，有一大海
碗吧？攒在一块儿，能救活一个休克
的人了。没人告诉我结果是什么。我
对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一无所
知。”

“你应该吃些补血的药品。我这
里有人送来的燕窝，是传统的好燕
窝。你拿去吃吧。”袁再春请客人入
屋。“谢谢，我不吃。我只是想知道结
果。”罗纬芝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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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音：yǎn

谐音：演
释意：1 .覆盖，遮蔽：“～日为蔽云”。2 .承袭：“法舜禹而能
～迹者邪？”3 .深：“其器宏以～”。4 .狭：～中(狭道)。
用法：弇，盖也。———《说文》；弇日为蔽云。———《尔雅·释
天》；是犹弇其目而祝于丛社也。———《墨子·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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