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要：
唐鹏指着《夫妻指南》道：

“你看看你这个人，一点儿科学
都不讲，我不是权威，医生的话
你总该听听吧，这20分钟肯定是
经过实践和论证过的，你别偷工
减料的，这种事你可得听我这个
法西斯的。”

工作组到达云州的时间是
周一上午十点半左右，这个时
候，陆虎城带着洪长吉和关小予
两位副市长正在锦绣商业园区
的工地上。周四晚上他跟胡迁讨
论的那个最重要的工作：补漏。

快到中午的时候，他正准备
让洪长吉去安排盒饭，手机响
了，是蔡松坡。在电话里，市委书
记告诉他叶杨的工作组已经在
云州宾馆住下了，他做了今天的
安排：下午由市纪委书记郭奇友
主持召开一个跟云州有关部门

的见面会，中午由政府出面宴
请，他不能到场，市委这边是副
书记曹康代表，政府这边他要求
陆虎城亲自作陪。陆虎城刚要分
辩，市委书记已经在电话里严厉
地阻止了他：“这是命令！”

工作组一共七人，政府接待
处长钟毓川在云州宾馆十一楼
安排了六个房间，其中有一间
是套房，适合工作组进行小型
的会议，堆放杂物和作为主要
的办公场所。作为组长，叶杨肯
定住在套房，当陆虎城带着两
位副市长出了电梯，钟毓川领
着向套房走去时，洪长吉和关
小予不约而同地放慢了脚步，
然后悄悄拐进旁边的房间去跟

工作组其他人寒暄，他们觉得应
该给两位“老朋友”留下一个单
独见面的空间。

陆虎城觉察到了两位副市
长的行动，但他没有回头，一直
看着前方，目光坚定。是的，这是
他和叶杨两人的较量，这是他必
须面对的，也是叶杨必须面对
的，他们都别无选择，这是两个
男人的见面，所有的人都清楚这
一点，所以他们给予配合，既然
这样，那么，就来吧。云州市市长
在心中默默地说。他的表情镇
定，步履从容。

这个时候，叶杨正坐在沙发
上若有所思，实际上他什么也没
有想，似乎有种心灵感应，他觉
得陆虎城该出现了，然后，就听
见从走廊里传来的脚步声，沉
稳，节奏，每一步都似乎踩在他
的心上。突然间，叶杨觉得自己
有些紧张，当他意识到这一点
后，不禁哑然失笑，迟疑一下，从
沙发上站起来，无论是风度还是
气势，他都觉得不应该坐着等待
这位猛虎市长，他刚刚走到门
口，陆虎城就出现了。

两人对视了一分钟，谁也没
有把目光移走，陆虎城伸出手：

“欢迎叶厅长大驾光临云州，欢
迎叶厅长代表省委指导工作。”
叶杨迟疑一下，握住了陆虎城的
手，但没有说话。钟毓川笑着说：

“我先去安排一下。”知趣地告
退。“如果我不主动伸手，我相信
你不会跟我握手的。”

陆虎城压低了声音，虽然现
在只有他们两人，他还是保险地
不让第三人听得见。“除非你首
先对我笑，否则我不会再对你微
笑。”叶杨冷冷地说。“到底是科
班出身，这句子我很喜欢。”“你
也是科班，不要在我面前装草
莽，收起你那一套吧。”“你可能
是世上最了解我的人之一。”“这
也正是省委选择我来担任工作
组长的原因。”“这是宣战？”“我
不反对你这样认为。”陆虎城凝
视着叶杨，这个似乎是他一生中
宿命的对手，眸子中少了从前那
种咄咄逼人的高傲，但更加沉
静、坚定。岁月流逝，这位监督厅
副厅长已经不是从前那个锋芒
毕露、一触即发的纪委书记，不

再是那个勇敢有余、智谋不足的
年轻人，他变得成熟，在长期跟
各种厉害角色的较量中，历练成
为一位合格的纪委干部，一位超
级难缠、令人恐惧的对手。

叶杨也在看着陆虎城的眼
睛，现在陆虎城的眼里却似乎什
么也看不出来。如同大海一样，
深邃，变幻，谁也看不清，猜不透
他的真实情感，所有的表情都可
能是一种伪装，用来麻痹对手，
打击敌人。但是这一次，叶杨在
心中发誓，无论如何，他都不会
再被这个人欺骗。

“持国者慎。对于一位手握
生杀大权的工作组长来说，可以
有义愤，但更应该谨慎地对待自
己的职责。”陆虎城毫不留情地
嘲笑起来。“谢谢您的提醒。在以
后的工作中，我一定会保持清醒
和理智，决不会再犯十三年前的
错误。”叶杨心平气和地说。但是
那个准确的数字，表明了他心中
的情绪并非完全跟他脸上的表
情一样。

提要：
在李大个后来的印象中，这个

过程非常漫长，一小时，一天，甚至
是一年，他觉得他们就这样悄悄地
行进着，无始无终，无边无际，好像
是永远也没有尽头。但是预料中的
铁丝网却一直没有出现。

提要：
看着副市长离去的背影，

何恒脸上露出一丝神秘的笑容。
凭借敏锐的直觉，他猜到了这位
副市长希望从这次政治风暴获
取某种利益，但万万想不到关小
予会是掀起这场风波的祸源，更
想不到他们昨晚在不同的时间
和地点，见了同一个人。

雪还在下着，一团团一簇簇扑
打在人们的的身上脸上，每个人都
是双眼迷蒙，口鼻难开。但是这一
层白色的铠甲也使他们与周围的
环境融为了一体，反而便于部队夜
幕中的隐蔽行动。

吴铁锤索性脱下了他的翻毛
皮大衣递给李大个，只把狗皮帽子
戴在头上。李大个说他不冷，他也
走得浑身冒汗呢。吴铁锤说你当是
给你穿呢？抱着，又厚又重的，冲锋
的时候碍事。你就抱着它，跟我腚
后，美国佬的子弹找不到你。

李大个就抱着吴铁锤厚重的大
衣跟在后面，肩膀上挎着缴获的“八
粒快”。他的旁边紧挨着上海人陈阿
毛。陈阿毛身背卡宾枪，肩挎冲锋号，
手拎雕花云龙纹檀木匣铜锣。陈阿毛
走起路来十分小心，生怕摔了手里的
锣。欧阳云逸紧随其后，大雪封眼，他
要不时地摘下眼镜，在黑暗中摸索着
抹去镜片上的雪花。

南方和西北方向的夜空中传
过来一阵紧似一阵的隆隆声响，机
枪的哒哒声即便是隔着十几公里
的距离也能够隐隐约约分辨出来，
那是兄弟部队在攻打古土里和柳
潭里的美军阵地。可是他们眼下的
下碣隅里机场与远处的下碣隅里
村庄还是一片沉寂，仿佛是一个世
外的桃源躲藏在漫天飞雪之中。

部队已在平坦的地面上走了
很长时间了，依然还在向前运动
着，吴铁锤感觉到差不多已经走在
跑道上，但是四野里仍然一片寂
静，看起来敌人还没有发现他们。

在李大个后来的印象中，这个过程
非常漫长，一小时，一天，甚至是一
年，他觉得他们就这样悄悄地行进
着，无始无终，无边无际，好像是永
远也没有尽头。但是预料中的铁丝
网却一直没有出现。

找不到铁丝网，意味着部队失
去了大致的方向，几个连的通信员
先后摸过来报告情况，请示营部应
该怎么办。吴铁锤不管三七二十
一，心想反正就是这个地方，有铁
丝网也好，没有铁丝网也好，碰到
敌人就打，遇着东西就搬，要是真
的没有铁丝网，来回扛东西岂不是
更方便嘛！所以他要几个连队的通
信员赶紧回去告诉他们的连长指
导员，不要停，走，往前走；摸，往上
摸，接上火为止，搞到东西算数。

话音未落，夜空中当当就是两
下清脆的响声，以吴铁锤的经验判
断，应该是迫击炮弹出膛的声音。
未及他反应过来，头顶上嘭嘭两声
闷响，一片惨白的亮光骤然暴起，
恰如白昼——— 漫天的雪花、移动的
部队，大地、山岗，一切尽在眼前。

两发迫击炮照明弹照亮了漆黑
的夜空，大地上一片银白。借着照明
弹的亮光看出去，平坦的前方坐落着
一个个好像是房屋的物体，间隔有
致，都覆盖着若隐若现的积雪。在这
些物体的前面横亘着一道长长的暗
影，那就是机场外围的铁丝网。

“铁丝网就在前面，隐蔽接
敌！”吴铁锤下达了他的第一个战
斗命令。

在吴铁锤的想象中，一座一座
的白色物体不是弹药就是整齐码
放着的罐头箱子，要不就是美国佬
睡觉的房子，反正里面有东西，端
掉它再说。他高高举着二的驳壳枪
就像是一棵不倒的消息树，指引着
战士们前进的方向。

部队加快了运动的步伐，都是
一路小跑着奔向百米开外的铁丝
网围栏。突然间一片隆隆的马达声
轰然而响，无数道光柱也同时射
出，在漆黑的夜幕中就像是一只只
怪异的鬼眼睁张开来。与此同时，
那些覆盖着积雪类似于房屋的东
西竟然移动起来，隆隆的马达声掩
盖了几百双脚板踩踏积雪的动静，
也淹没了风雪的呼号。

林君哼哼道：“听，听，听，我看
别人什么话都不听，还不照样生孩
子，我看我们八成都是因为你过去每
天都喝那一瓶酒的关系。医生不是说
了嘛，酒精可是生孩子的大敌。”

“一瓶啤酒里面能有多少酒
精，那人家东北人每顿一瓶白酒，
也没听说那里人都绝了后呀。”

“那还有你每天一杯咖啡，医
生说了那也有影响的。”

“医生的话只能参考，你还全
信了？”林君却发现了唐鹏话里的
漏洞，一针见血：“你一会儿让我听
医生的话，一会儿又说医生也不靠
谱，是不是全世界就你们算账的人
聪明呀？”

唐鹏也意识到自己说漏嘴了，
赶紧转口：“我没说医生不靠谱，我
是说那些看不孕不育的医生是大
大的有问题，危言耸听、哗众取
宠。”林君怒道：“那你还让我躺着
干吗，我都快憋死了。”

唐鹏又一看表，正好20分钟过
5秒，放开林君道：“现在行了，你去
上厕所吧。”

看着林君急急忙忙进了厕所，
唐鹏得意洋洋：“数字这个东西是
科学，科学是来不得半点马虎的，
知道吗，哼哼。”说完，唐鹏看着自
己手里的闹钟，往床头柜上一放，
躺在床上准备睡觉。

从计算的排卵日开始，林君和
唐鹏连着做了三天功课。随后要做
的就是等待了。林君的升温很好，
体温比排卵前提高了0 . 3°，都快到
37°了。除了每天坚持测体温，她还
总觉得自己的身体在变化，今天好像
这里痛了一下，明天又觉得那里跳了
一下，按着日子对照着书上的所有症
状，反复猜着今天低温不是着床吧？
明天腰痛是不是怀了的征兆？

坚持到了第五天，林君就忍不
住开始测试纸，开始还是一天一
张，后来变成了一天两次。每次测
试完就盯着纸反复看，那架势是誓
把试纸看穿，直到过了测试时间好
久，才恋恋不舍地扔掉。

她看论坛上说，有的人7天就
有水印了，可是她一直过了第十二
天，还是白板，林君又开始心里忐
忑，上网一搜，还有人第十四天才
测出来呢，只要不降温就有希望，
她的心这才又安定下来。

转眼到高温第十四天了，林君
与团队一起讨论一个新产品的广告。
手下的项目经理张琪在会上发言：

“以往的汽车广告都显示出自己是高
档货的样子，对年轻消费者来说距离
感特别强，好像那是到他们中年以后
才能实现的梦想。但现在的车型，主
要是针对年轻消费者的，年龄在25-
30岁，我认为，我们的广告就应该打
亲和牌，传递一种年轻人的生活方
式，让观众觉得这汽车就像自行车一
样自然随意，人人都买得起，用得起，
不是什么奢侈品。”

说到这里，张琪用询问的眼神
看着林君。林君从会议一开始就心
不在焉，两条腿绕来绕去，现在她
感觉到大家在等她发话，勉强挤出
一句：“我同意你的观点，我就讨厌
那些个装腔作势、冒充自己是大款
的广告。你继续说吧。”

“基于这样的出发点，我的创
意是这样的……”张琪继续道。没
听了两句，林君从椅子上站起来。
大家齐刷刷地看着她。林君有点儿
尴尬道：“不好意思，张琪，你继续
说，大家再提点儿意见，我一会儿
就回来。”

出了办公室，林君快步向厕所
走去。一会儿，厕所门打开，林君无精
打采地走出来，到电梯厅。林君抱着
双臂看着电梯楼层的变换，到了一
层，林君和众人一起出去。来到了大
楼的小卖部，对着小卖铺的售货员
道 ：“ 麻 烦 你 给 我 拿 一 包 卫 生
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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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日识一字

发音：
谐音：实
释意：⒈同“实”。2 .放置。3 .此。
用法：1 .通“是”。此；这。六年春 ,自曹来朝。书曰 :寔

来。———《左传·恒公六年》
2 .通“实”。确实；实在。寔蕃有徒。(徒众确实很

多。) ——— 张衡《东京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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