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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飞失约
小苏下决心找彭飞，问他到底什么意思，行还

是不行。 晚饭后，估计彭飞差不多该回来了，她向
飞行员宿舍走去。

碰巧这晚罗天阳来营地找彭飞，开着他新买
的二手车，很是得意。

彭飞没想到小苏会在宿舍里等他， 有些紧张
地替罗天阳和小苏介绍：“苏甜， 我们师的幼儿园
老师；罗天阳，我同学，民航飞行员。 ”

小苏来是想约彭飞第二天去看越剧， 但彭飞
以自己不懂为理由拒绝了。 小苏有些明白彭飞的
意思，但仍不甘心。

“你是不是有女朋友了？ ”小苏问。 彭飞愣住，
没想到小苏是这个思路， 同时也不能确定自己是
不是有， 紧急情况下不失冷静， 迅速锁定正确答
案，回答：“是。 ”答完进一步意识到，这是此刻最好
的答案了，像一个感叹号，将一切必要的解释、可
能的追问、纠缠不清的暖昧，有力斩断。 尽管有思
想准备，小苏还是止不住悲从中来：“你有女朋友，
那天为什么，还要跟我见面？ ”声音微颤，完全没了
适才的理直气壮咄咄逼人， 眼里亮晶晶的不知是
不是泪。 彭飞吃软不吃硬一下子慌了神，又不能出

卖老刘，情急下道：“那时候我还没有！ ”是实情，
不是实话。

小苏走了，罗天阳很失望。 他不服气地问彭
飞：“她喜欢你，你不喜欢她———她哪里不好？ ”彭
飞很烦：“她哪里都好！ ”罗天阳完全不介意他的
恶劣态度：“好你也没打算要，对吧？ ”彭飞不说
话，不想说，罗天阳说：“介绍给我！ ”

彭飞和许宏进同时一愣， 旋即同时咧开嘴
笑。 笑着，彭飞说：“要介绍也不能我介绍，那我成
什么了！ ”许宏进主动请缨：“我帮你介绍？ ”罗天
阳断然拒绝：“你不许掺和！朋友妻不可欺！ ”同时
在彭飞、 许宏进二人爆笑前摆手制止住他们，严
肃道：“说说她的情况。 ”

彭飞介绍小苏情况的时候， 安叶打来电话，
约他明天见面，明天是星期天。 彭飞和安叶打了
很久。 直到中队长来，中队长打电话找彭飞总占
线，亲自跑来让彭飞马上去作战会议室，有任务。

彭飞在许宏进、罗天阳的注视下迅速挂掉电
话，打开柜子，拎出飞行图囊，开门，出屋。 跑步声
在楼道响起，渐远，下楼，消失……

彭飞这次是去执行紧急运输任务， 五个机
组，机长全是一号天气以上的特级飞行员，团长
提出带一个学员去，学员下队后一直训练从没参
加过执行任务。 商量后决定，彭飞去，跟着老刘。
这次去将在三个地方辗转，三个地方气象情况各
异，老刘带着机组做了充分研究准备，彭飞回宿
舍后又做一遍功课，赶紧躺下睡。 不敢拖太晚，早
晨四点五十起床，五点十分吃饭，五点二十进场，
五点五十五起飞，得保证休息。

阳光里微尘飘浮， 安叶坐办公桌前发呆，上
午十点去参加至高集团的新闻发布会，现在才刚
九点，九点半走就行。 电话静静趴在桌角，呼机静
静伏在手边。

下午她提前一小时到了与彭飞约好的见面
地点江湖公园中心报亭，从两点半一直等到五点
半，比上次彭飞等她多等了一个小时。 这期间呼
机响过三次，都不是他。 想给他打电话附近没有，
不敢走太远，怕万一她走了他来了。 离开后她直
接去报社给彭飞电话， 得知彭飞 “执行任务”去
了。 释然的同时不无埋怨：应该通知声嘛，他有电
话，她有呼机。 但马上想到可能是突发情况，没来
得及，如同她上次，而部队突发情况肯定更多。 想
通是想通了，免不了失落。

（明日关注：彭飞找安叶谈约会）

出具母女关系的证明
她告诉姚亮，父亲改名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

两次。 第一次父亲改了一个清字替代原来的勤字，
姚清俭；第二次是三十年后，将俭字又改成涧字，
姚清涧。 这两次改动在户籍档案和户口本上都有
所呈现。 姚明说关于名字改动的证明，她会敦促父
亲户籍所在的派出所开具，然后由她寄给他。

姚明同样认为保单上姓名的涂抹不是问题，
关键在于父亲一次性缴付的那 20 万元保费已经
被保险公司收到，又有合同为证，保险公司绝不可
能以此为借口逃避赔付的责任。 关于这一点姚明
提醒姚亮， 倘若保险公司明确以此为借口拒绝赔
付，可以马上找肖凌风律师作赔付委托。

以姚明的猜测， 理赔经理之所以提到存款变
保单的话题， 是因为被承保人去世便涉及到理赔
的缘故。 银监会保监会提出纠正，其实对保险公司
是相对不利的。 按照常情常理，保险公司一方应该
更反对恢复， 因为恢复的结果是使保险公司的收
益受损。 现在是保险公司的理赔经理对被承保人
的继承人提及这种纠正措施， 肯定是出于对即将
面对的理赔所做出的反应。 因为很明显，理赔的金
额肯定会大大超过退保的金额。

但是姚明自己也没有因为自己的面善得意很
久， 因为社保中心的劳资专员一定要她出具有效
的法律文书证明自己是女儿， 是法定的第一顺序
继承人。 姚明遇到了和姚亮一模一样的问题，而且
也许还要麻烦。 因为母亲已经过世三年多，母亲过
世后父亲又活了三年多； 所以应该是父亲来办理
自己配偶的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事宜。 劳资专员
要求姚明提供配偶不来办理的理由。 配偶死亡不
是理由， 因为死亡之前那三年多配偶是能够来办
理的，既然配偶可以出远门旅居在深圳，当然可以
到自己配偶的单位来。 自己的配偶不来办理，而是
多年之后由法定的第一顺序继承人来办理， 而且
声称配偶已经死亡，这样的情形既蹊跷又荒唐，无
论怎样的解释都不能够令劳资专员释疑。

劳资专员也是个将退休的女人，原则性极强，
丝毫没有通融的余地。 比姚亮年长四岁的姚明要
证明自己是妈妈的女儿， 显然比姚亮要证明自己
是父亲的儿子还要难，因为姚清涧姚亮都姓姚，而
母亲却不姓姚，母亲叫褚克勤。 姚明在这时候才隐
约意识到父亲为什么要改名字， 原来他和母亲两
个人的名字上都有一个勤字， 而且母亲的勤字前
有一个克字，不改不行。 从户籍记录上她知道父亲
正式更名姚清俭是 1953 年，是父亲抗美援朝从新
义州归来后转业到地方上。 也就是父亲正式在学
校上班的时候， 姚明可以想象当时父亲改名字的

心情；换作是自己，她也一定会改。 姚勤俭，禇克
勤，两个名字排在一起的确别扭透了。

她先拿出由派出所开具的证明，劳资专员毫
不客气的否决了。 劳资专员指出这份证明虽然有
效， 但它证明的是姚明与姚清涧是父女关系，并
不能证明姚明与褚克勤之间是什么关系。

姚明说：“你们应该有褚克勤与姚清涧之间
是夫妻关系的证明，是吧？ ”

“我们虽然知道褚克勤与姚清涧是夫妻关
系，但是事关褚克勤本人的权益，所以你必须提
供这种关系的法律证明，我们才能在法律意义上
认定他们是夫妻关系。 即使这样，你仍然要出具
你本人与褚克勤之间是母女关系的法律证明。 你
是姚清涧的女儿，但不能就此就推断你是褚克勤
的女儿。 我的意思你应该明白。 ”

姚明说：“你说我不是褚克勤的女儿，说我是
姚清涧前房带来的孩子？ ”

“我没这么说。 但是任何可能性都是存在的，
所以你必得提供能够充分证明你是褚克勤女儿
的有法律效力的证明。 ”

一向心平气和的姚明这会儿不再心平气和
了。 但是她很清楚对方的解释是无可辩驳的。 她
当然可以不追究她，但是她追究她同样有充足的
理由。

（明日关注：办理委托公证）

今日节目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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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贵失踪了
其实就一句话的事： 付贵这回在窜货场

里折了。 什么叫窜货场？ 玩古董的人分新旧，
那些老玩家老主顾， 自然不愿意跟一群棒槌
混在一起争抢东西。 所以有势力的大铺子，都
有自己的内部交易会， 若是得了什么正经的
好玩意儿，秘而不宣，偷偷告诉一些老主顾，
让他们暗地里出价，正所谓是“货卖与识家”。
这种交易会， 就叫窜货场。 而这个付贵折的
事，还真是有点大。 大约在一个多月前，付贵
在沈阳道开始放风，说他联络到一位卖家，打
算出手一盏钧瓷瓜形笔洗。 钧瓷那是何等珍
贵，俗话说“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片”，
如今忽然有一个完整的钧瓷笔洗出现， 少不
得引起了不少人注意。 在付贵穿针引线之下，
几个大铺子联合起来，搞了一个窜货场，召集
一些老客户当场竞价，价高者得。

买东西，总得先过过眼。 付贵收了一大笔
订金，却一直推脱说卖家还没准备好。 他在市
场里声誉一向不错， 铺子老板们也就没想太
多。 一直到拍卖当天，他还是没出现。 几个铺
子老板沉不住气，联合起来上他家去找他，结
果大门紧锁，主人却失踪了。

老板们无可奈何，正要回头，迎头撞见一
个老太太。 老太太说她们家本来祖传了一个
碟子，无意中被付贵看见，说是值钱东西，拍
着胸脯说能帮她卖个好价钱。 老太太信以为
真， 就把碟子交给他。 这一直到现在都没动
静，老太太等得着急，所以想过来问问。

两边仔细一对，铺子老板们全明白了。 老
太太嘴里的碟子，正是那个钧瓷笔洗。 敢情付
贵是两头吃，这头支应着窜货场，骗了一笔订
金，那头还把老太太的东西给骗走了。

这下子可把人给得罪惨了。 不少人已经说
了， 一旦看见这个老头子， 要狠狠地收拾他一
顿。

药不然问：“也就是说， 您也不知道付贵
现在在哪里？ ”

一套·综合频道
20:05 特约剧场
22:40 魅力纪录

二套·财经频道
21:20 经济半小时
21：55 对话

三套·综艺频道
19：30 第七届全国电视舞蹈大赛
22：00 开门大吉

四套·中文国际频道
20:00 走遍中国
23:00 今日亚洲

五套·体育频道
18：35 2015 年亚洲杯预选赛

（印度尼西亚队———中国队）
20：00 2013 年世界举重锦标赛女子 48

公斤级决赛
六套·电影频道

19:00 电影：不二神探
20：50 电影：狼牙

八套·电视剧频道
19:02 茶颂（19-22）
22:44 唐突的女人（45）（韩国）

九套·纪录频道
19：00 超人
20：00 大香格里拉

十套·科教频道
19：45 动物探秘（二）
21：00 真相

十一套·戏曲频道
19：20 戏曲电影：智取威虎山
22：37 薛平贵与王宝钏（45-47）

十二套·社会与法频道
20：27 忏悔录
21:09 普法栏目剧

北京卫视
19：35 打狗棍（12-14）
22：00 大戏看北京

上海东方卫视
19：36 到爱的距离（15、16）
23：30 双城记

天津卫视
19：30 电视剧：打狗棍
21：21 非你莫属

重庆卫视
19：35 黄金剧场
22：00 精品影院

河北卫视
19:30 抹布女也有春天（12-14）
22：00 舌尖上的中国

山西卫视
20:15 歌从黄河来
23:40 人气剧场

辽宁卫视
19:35 妈妈的花样年华（6-8）
00:30 电视剧：五湖四海

黑龙江卫视
19:30 非缘勿扰
23：55 电视剧：红娘子

江苏卫视
19:30 英雄联盟（41、42）
22：10 非诚勿扰

浙江卫视
19:30 中国蓝剧场
23:40 综艺精选

安徽卫视
19：33 电视剧：打狗棍
00：10 新安夜空

福建东南卫视
19:35 抹布女也有春天（7、8）
23：05 影院：再生缘

江西卫视
19:37 同在屋檐下
00：05 传奇影院

河南卫视
20：55 新燕子李三（21、22）
22：39 爱情悠悠药草香（19、20）

广东卫视
20:05 云上的诱惑（31、32）
23：48 全球零距离

广西卫视
19：33 我的极品老妈

云南卫视
20：49 新燕子李三（22-24）

西宁新闻频道
19:40 夏都剧场:天堂马帮（17、18）

西宁生活频道
21:40 精英剧场:夜行者(27、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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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店主笑道：“我要知道在哪儿， 早就告
诉街坊了。 现在付贵是整个市场的公敌，谁敢
留他。 ”

我还想再问，药不然却偷偷使了个眼色，
示意我别说了。 他跟张店主又扯了几句闲话，
然后扯着我和黄烟烟退出店铺。 我问他到底
什么情况，药不然摇摇头说：“天津这地方，古
董行当也自成一圈， 跟北京那个圈子虽有交
通，可骨子里彼此都看不上眼。 付贵说到底也
是天津圈子自己的事，家丑不外扬，咱们再问
下去，人家肯定不乐意。 ”

我皱起眉头，这就麻烦了。 付贵这祸惹得
比天都大，他肯定早就不知跑哪里去了，绝不
会轻易露头。 不找到付贵，就解不开木户有三
笔记之谜；不解开那个谜，就换不回东北亚研
究所那群老头子的支持；没他们的支持，玉佛
头就回不来，这几件事环环相扣。

黄烟烟开口道：“我去打听。 ”我摇摇头：
“不妥，刚才我仔细观察那个老头子，他若有
若无地怀着戒备的心态， 可见对我们已经起
了疑心。 这事，咱们得谨慎点。 ”

这时候，药不然插嘴道：“甭问，问了也白
问。 这窜货场比外头摊子高级，讲究和忌讳也
特别多。 就连出价，都是伸到袖子里拉手，不
让旁人看出来。 出了事他们不乐意家丑外扬，
也是可以理解的。 ”

“问不能问， 查不能查， 这可有些棘手
……”我眼神闪动，在脑子里拼命思考。

药不然哈哈一笑， 拍胸脯道：“大许你不
用犯愁。 这件事，就交给我好了。 ”

无论是我还是黄烟烟，都面露疑惑，显然
对这个轻佻的家伙没什么信心。

（明日关注： 药不然的妙计果然奏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