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要：
这天一早，林君刚进公司，前

台LINDA就笑着对她说：“老大
早，HAPPY BIRTHDAY！”林君
一愣，随即笑道：“谢谢，你怎么知
道？”这段时间一直忙碌，连她自己
都差点儿忘记自己的生日。

因为关小予带走了胡中正，
当酒会开始，罗四维忙完必要的
应酬后，他发现计划中的主角胡
中正竟然不见了。他立即拨打了
电话，得知这位副总经理和关小
予在美丽华大快朵颐，他心中充
满怪味和不快，但现在不是埋怨
的时候，他立即悄悄地挨近陆虎
城做了请示，临时改变了计划。
他找到大千房产的总经理恭晓，
做了委婉的暗示，他们不引人注
意地接近云州电缆厂的董事长
孔向东，简单地寒暄之后，罗四

维半真半假地对恭晓开玩笑说：
“孔总可是云州家底殷实的大
户，你们如果有资金困难可以找
他们帮帮忙。”

十多年的商场历练，这位西川
商业管理学院的教授、副院长早已
不是从前那位象牙塔中不通世情
的书生，恭晓心领神会地笑着接口
说：“能有机会跟孔总合作，那是求
之不得。你别说，我们现在真有一
个项目在寻找合作伙伴，今日能够
碰到孔总，那也算是缘分吧。这样，
孔总，改天我请孔总喝茶，好好聊
聊。”

“一定支持，一定支持。”孔
向东客气地连连点头。

以云州电缆厂为骨干的云电
集团是省属企业，孔向东从省国资
委过来担任云电董事长，像他这种
亦官亦商的身份，再加上空降，眼
高于顶，对云州地方官员一向不理
不睬。但是去年年底省上传出风
声，省长严宇大刀阔斧改革，省政
府调整战略布局，重新分割条块，
省国资委准备把云电划归地方管
理。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经
过多年独当一面，叱咤风云，当惯
了婆婆，孔向东明白自己很难再回
到机关去做一个唯唯诺诺的小媳
妇。那么，要在这个位子上继续坐
下去，他就必须改变观念，调整心
态，摆正位置，眼睛放下，开始平视
云州地方政府。这两个月来，他已
经开始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工作，但
他严格控制了这个度，他不能表现
得太紧迫、太明显，这样会让人轻
视，暴露自己的心虚。这一次，官为
民亲自打电话邀请他，并一再强
调，希望他亲自参加，他装作勉为
其难，实际上，他也认为这是一个

改善跟云州地方政府关系的好机
会。

毫无疑问，在云州，陆虎城
是最值得他改善关系的，在他心
中，超过了市委书记。整个庆典，
他的注意力也一直在云州市市
长身上，现在，陆虎城的秘书走
到身边来了——— 虽然不是市长
本人，也让他心中暗喜，但是紧
接着，他就有了另外一种异样的
感觉。他虽然不明白眼前这两位
葫芦里卖什么药，但出于一种商
人的敏感，或者一种“官商”的政
治嗅觉，感到来者不善，如果他
能够拒绝，那肯定是断然拒绝，
但是，他不会驳这位市长秘书的
面子，尤其是这种特殊时刻。

“那就明天下午？我请孔总
喝茶。罗秘，一客不烦二主，您也
一定到场。 ”恭晓深谙心理学，
这时候不能像平时那样客气，给
对方礼貌地选择，而应该赤裸出
击，直接逼签城下之盟。

“好啊，锦绣园区是市里和
省里的重点项目，从省里到市里

都很重视，许副省长做过好几个
批示，陆市长也专门打了招呼，
只要是园区的事，市里任何部门
都要全力支持，一路开绿灯。恭
总要安排我的工作，呵呵，我只
好无条件答应。我也用孔总刚才
那句话来回答你：一定支持。明
天我一定准时赴约，绝不迟到。”

这话充满玄机，但是罗四维
一口答应了，孔向东就无法找理
由拒绝。

“好的。一定准时到。”云电
董事长保持了良好的风度，微微
点头。

一击而中，立即远遁，罗四
维和恭晓这两个杀手笑着点点
头，然后分别转身向不同的圈子
凑过去，似乎他们刚才只不过是
碰巧遇上，然后不经意订了这个
约会。

第二天下午三点整，在左岸
水榭的会所，恭晓和胡中正跟孔
向东和他的秘书余浩然见了面。

提要：
“大龄屎壳郎”麦克阿瑟“圣诞

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计划”，史
密斯和里兹伯格他们都觉得那是痴
人说梦，是明日的黄花，现在谁也不
会想着什么鸭绿江，谁也不会再去
奢望什么统一北部朝鲜了。

提要：
这不过是省政府工作中的

“一小步”，但对于孔向东这董
事长来说，却肯定是“一大步”，
整个春节他都在考虑自己的去
路。重回省国资委？这似乎不是
最好的选择。权力犹如鸦片，一
旦沾上，就很难割舍。

里兹伯格团长的陆战队在近百
架战斗支援飞机、几十门火炮和几
十辆坦克的协同下打了整整一天，
占领了一些山头要点，夺回了一部
分丢失的阵地，但是却未能攻占死
鹰岭1419 . 2主阵地。战斗异常残酷和
激烈，有的阵地反复争夺，几经易
手，战死者僵硬的躯体倒卧在冰雪
的世界中，伤者在痛苦的呻吟，鲜血
染红了大地。

黑夜即将降临，黑夜是中国
人的白天，里兹伯格团长停止了
进攻。史密斯师长命令陆战队固
守住已经占领的阵地，熬过又一
个就要到来的夜晚。只要熬过了
这个夜晚，陆战队就可以在绝对
优势火力的支援下、在白天发动
新的攻击。史密斯决心已定，天亮
以后，他要集中一切可以集中的
兵力火力猛攻死鹰岭 1 4 1 9 , 2主阵
地，以保证补给道路的畅通，保证
柳潭里的部队能够于关键的时刻
撤下来。

史密斯师长已经意识到，突
然包围了陆战队的中国大部队绝
非只是为了要仅仅挡住他们北去
鸭绿江的道路，他们有着更大的
雄心壮志，那就是要把陆战队死
死围在长津湖、困在长津湖，要把
陆战队彻底消灭在长津湖地区。
想到这里，奥利弗·史密斯脊梁骨
上冒冷汗，一阵战栗涌遍了全身。

在史密斯师长的眼里，自从美
国海军陆战队建立以来，世界上的
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只军队，还从
来都未曾流露过哪怕是一点点这样
的想法，消灭陆战1师？这是任何一

个国家、任何一只军队做梦也不会
梦到的事情。也许只有中国人，只有
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才会有这样的想
法，只有他们才具有着这样的雄心
壮志。

中国人顽强而猛烈，他们的进
攻不屈不挠，似乎毫不在意巨大的
伤亡，总是在黑夜中进攻，进攻，无
休无止地进攻，前仆后继地进攻。史
密斯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打法，也
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部队。北去鸭
绿江显然已经无望，史密斯眼下所
能做的就是尽量保持陆战队的建
制，保持陆战队的战斗力，他要把陆
战队这个美军部队的王牌带出长津
湖，他不能让历史悠久的陆战队在
他的手上偃旗息鼓。

在西线，沃尔顿·沃克将军的第
8集团军已经全线溃退，陆战1师更
加孤立，他们的处境也因此更加险
恶。不用指望还会有什么别的部队
来拯救他们，他们要靠他们自己，只
有他们自己才能把陆战队这个声名
赫赫的部队救出去。

“屎壳郎兄弟”阿尔蒙德在陆
战队拼死争夺死鹰岭生死阵地的
白天，还来电督促他们冲出柳潭
里，向既定目标——— 西北方向的
的武坪里和鸭绿江攻击前进，这
在史密斯看来非常幼稚可笑。他
让作战指挥军官麦克劳克林少校
制定一份陆战队全面“转移”的计
划，麦克劳克林为此大吃一惊。他
从来没有制定过这样的计划，陆
战队总是在进攻，他们也只懂得
进攻，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诸如撤
退即“转移”一类的事情。麦克劳
克林询问史密斯如何回复阿尔蒙
德将军的电报，一向温文尔雅的
史密斯说了一句粗话。史密斯对
麦克劳克林说：“让屎壳郎和他的
兄弟去见鬼。”吴铁锤的前卫营伤
亡很大。

激战一天，他和他的部队虽
然顶住了美国人三次“三斧子”的
猛烈进攻，部队的减员却也超过
了半数以上。没有像样的工事，缺
乏应有的掩护，抗击的火力单薄
微弱，只有一些轻武器和手榴弹，
部队都暴露在美军绝对优势的火
力网中，那种损失可想而知。

林君来到公司，她穿过走廊，走
进办公室，一开门，桌子上的一大束
火红的玫瑰就映入了眼帘。林君走
过去，拿起花束，上面有张卡片，写
着4个字：生日快乐。下面并没有落
款。

林君放下卡片，换了鞋，挽起
头发，想了想，还是把一大束花放
到了一旁，打开电脑开始工作。时
间过了一个小时，墙上的指针显
示10点。林君正在处理事务，忽然
听 到 有 人 敲 门 。林 君 喊 了 声“ 进
来。”门外的L INDA便打开门，一
脸笑意地走了进来，手里捧着一
大束洁白的百合花：“老大，又有
快递送来的。”

“多谢，放在一旁吧。”林君指了
一下一旁，然后问LINDA道，“对了，
今天盖子玉怎么没来？”“噢，他早上
说有事要晚些过来。”LINDA答道。
林君点点头，“好了，没有别的事了，
你先出去吧。”等LINDA走出门去，
林君拿过花看了一眼，发现这束花
上也没有写名字，同样写着简单的
四字祝词“生日快乐”。

林君没有在意，又把花放到
了一旁，继续工作。到了 1 1点，又
有 人 敲 门 ，这 次 进 来 的 还 是
L INDA，手里抱着的是一大束郁
金香。到了 1 2点，又是一大束花，

这次换成了雏菊。四大束花并排
摆在了一旁，林君小小的办公室
满是各种花香。林君这次终于无
法忽视这些花了，她把座椅移了
半圈，侧过身来，眼神从各种颜色
的鲜花上划过。

玫瑰炽烈，百合温婉，郁金香
高贵，雏菊纯洁。看着这些娇艳的
花朵，林君沉默不语。这些花是谁
送 的 呢 ？为什么 不 写 名 字 ？想 了
想，林君拿起电话拨了唐鹏的号
码，试探道：“喂，老头子，你在搞
什么名堂呀？那么多花不要钱的
呀？”

“什么花，花什么钱？”电话那头
的唐鹏是一头雾水，“我现在正忙
着，等会儿我给你打过来。”林君放
下电话。想了想，又拨了一个：“李
欣，你今天怎么没现身呀？”

“我看到那个假法国人烦，有什
么事？要我现在上来？”

“也不是啦，我问你，是不是你
给我办公室送来一大堆花？”李欣的
声音一顿：“什么花，送什么花？”林
君道：“那行，算我白问，你有空再来
吧。再见。”

林君放下电话，看了看时间，今
天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实在是没空
继续纠结这花的问题，于是摇了摇
头，继续开始工作。原本以为四束花
已经是极限，没想到到了下午一点，
LINDA又来了，这次是白色的康乃
馨。

林君停下笔道：“又来了，我的
天哪，这是哪个大款呀，有那么多闲
钱折腾花呀？我这里都放不下了。”
LINDA看了看花束上的标签：“老样
子，没署名。”

相对于玫瑰，林君倒是更喜
欢康乃馨的宁静，指了指一旁道：

“不过这花倒挺漂亮的，你把它放
在那里吧。”两个人正说着，李欣
走了进来，看了看一旁的陈列着
的一排花束，酸溜溜道：“林君，好
像你的追求者甚众呀。究竟是哪
个好事者送的花？怎么说我也是
唐鹏的老同学，我得替他把好关
呀。”

林君道：“你呀，就是没一句正
经。我现在正忙着呢，有什么事我们
等会儿再聊。”李欣走过来，靠在林
君的电脑桌旁：“还忙什么忙，已经
一点了，我就知道你一直忙，一定没
有吃午饭，今天不是你生日吗？赏脸
让我请你吃几根面条总可以吧。”

林君一看电脑上的时间：“可不
是，都一点了，行，那我们先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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