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金直言相告
姜田的举止行为被黄霏尽收眼底。
黄霏站起身说道： “谭县长这就要走？ 上关

局那里去吧？ 那我就实不相瞒， 我们其实是为了
追查茶林场投毒的跛足人而来的。 这跛足人接着
又在市区刺伤了一名女店主后逃跑。”

谭魁听说警方是为了追查茶林场投毒的跛足
人而来， 内心顿安， 又见黄霏此时对自己是恭敬
有加， 便端出县长的派头说道： “这跛足人有线
索了没有？ 过年之际维护社会稳定是压倒一切的
事情， 我请求你们迅速破案， 还人民群众一个安
详喜庆的节日氛围。 等会儿我见到关局时也会重
申这一点。 小黄同志， 这翠屏山庄是我县重点扶
持的涉外保护单位， 也是全县的纳税大户， 望你
们在执行任务中务必要把握好分寸， 千万不能让
外商感到我们这里的投资环境差而产生压抑与摇
动， 这可是有碍整个经济运转的大问题。 山庄的
李总是个正经的生意人， 热爱家乡， 热衷公益。
你们看看， 如果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的话你们
就撤了吧！ 事实与证据是办案的生命。”

“好的。 饭后就收队。” 黄霏平和地说。
谭魁满意地点点头， 夹起包呼唤着司机。
小金得意地目送着谭魁的背影， 转而又侧向

着黄霏。
“李总， 收队之前我想向你打听个人， 山庄

内有个副总飞龙休假了吗？” 黄霏突然问道。
小金一时僵立， 得意的神采顷刻全无， 迟疑

地答道： “是， 是休假了。”
“假期什么时候结束？” 黄霏紧问道。
“哦， 正月十六吧。” 小金略有语塞。
“没事， 只是看见了贵庄的电话一览表， 随

口问问。” 黄霏说罢回到座位上。
小金下意识地摸了摸热得发烫的面颊， 脑海

内似旋涡在翻滚： 茶林场投毒的人一定就是飞
龙！ 看来眼前这帮警察就是飞龙刻意招来的， 他
这是孤注一掷了。 疯了， 他想要徐茫的命， 也想
要我的命！ 悔不该那天晚上阻止徐茫， 让徐茫杀
掉他抛尸荒郊倒省事。 警方手中应该还没有掌握
到自己足够的证据吧？ 徐茫的到来警方应该还没
有确切的认定吧？ 亡羊补牢还不晚吧？ 否则警方
可能就此收队？ 谭魁， 谭魁要抓牢！ 徐茫和飞龙
都要尽快除掉！

良久， 小金借故走进卫生间， 反锁好门。
“谭哥， 怎么连打了三次都不接我的电话？

我现在整个人都快崩溃了， 我需要你的庇护！ 晚
上老地方见好吗？” 小金将声音压至极低， 妩媚
十足。

“今晚不行。 你知道警方今天到山庄去干什
么吗？ 不是搞 ‘四防’ 检查， 是缉凶追逃！ 险情
当前， 还强逼我去山庄， 弄得你我的关系路人皆
知， 你是怎么想的？ 你别插话！ 记住： 你若是想
要寻求庇护的话， 任何时候都不要牵扯出我！”
谭魁正在去仙女石茶林场的路上， 见是小金打来
的电话， 便让司机将车停在路边， 自己则借故小
解走出了几十米远， 这才接通了手机。 听小金不
识时务地提出幽会， 他不由得发威了。

“我不得不告诉你一件大事情， 你可要救救
我！ 我之所以崩溃， 是徐茫五天前深夜突然持枪
闯进了山庄胁迫我， 现在还躲藏在山庄内。 徐茫
当晚就将飞龙的左脚筋割断， 飞龙是昨天才出山
庄治伤的。 我想， 茶林场投毒的跛足人一定是飞
龙， 他是要将警方的视线引向山庄， 要徐茫的
命。” 小金干脆直言相告。

“啊！ 徐茫躲藏在山庄！ 这次你是捅破了
天！ 你简直是狗胆包天！ 算了， 我不问了， 你也
别告诉我。” 谭魁由愤怒转为恐惧， 说罢赶忙挂
断了手机。

（明日关注： 我们该收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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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节目看点
一套·综合频道

20:05 毛泽东（19、20）
22：40 专题节目

二套·财经频道
20：30 经济信息联播
23：12 周末特供

三套·综艺频道
19：30 星光大道-2013 年赛（3）
21：25 艺术人生

四套·中文国际频道
19：15 火蓝刀锋（20）
23:00 今日亚洲

五套·体育频道
21：30 体育世界
00：30 2014 年世界杯欧洲区预选赛

（法国队-乌克兰队）
六套·电影频道

19：00 电影：门巴将军
20：47 电影：宅男总动员女神归来

八套·电视剧频道
19:25 舞乐传奇（28-30）
22：14 破晓之爱（36、37）（泰国）

九套·纪录频道
20：00 枪
22：00 日内瓦 1954

十套·科教频道
19：45 自然传奇
22：45 讲述

十一套·戏曲频道
17：45 戏曲采风
21：59 穆桂英挂帅（19-21）

十二套·社会与法频道
20：07 天网
23：14 一线

北京卫视
19：35 无贼（41、42）
22：02 我爱中国味

上海东方卫视
19：35 一代枭雄（23-25）
22：00 盛女大作战

天津卫视
19:30 快乐生活剧场
22：00 爱情保卫战

重庆卫视
19：35 利箭纵横（23-25）
22：05 奇迹梦工厂精编版

河北卫视
19:30 向着胜利前进
22：50 老梁有看法

辽宁卫视
19：35 女人进城
21：20 本山选谁上春晚

黑龙江卫视
19:30 电视剧：利箭纵横
23：50 飞虎神鹰

江苏卫视
19:30 一代枭雄（23-25）
23：30 职来职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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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箭纵横
23：55 电视剧：女人香气

福建东南卫视
19:35 完美新娘（1、2）
23：04 影院：亲密

江西卫视
19:36 电视剧：无贼
23：50 传奇故事

山东卫视
19:30 电视剧:兵临村下
22：25 精英剧场

河南卫视
19：30 二叔（38、39）
21：20 成语英雄

广东卫视
20：05 活力大冲关
23：00 直播全球

广西卫视
19：33 枪花
00：44 名模秀场

贵州卫视
19：35 电视剧：利箭纵横
22：10 剧说风云

云南卫视
19：34 向着胜利前进（25-27）

西宁新闻频道
19:40 夏都剧场:盘龙风云 (2、3)

西宁生活频道
21:40 精英剧场: 蝶秋(3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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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是为你好”
打骂孩子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摒弃，并且认为

自己的行为是不对的；而打着“为了你好”的口号的
父母不但没有意识到自己错了，甚至觉得自己爱孩
子爱得很彻底，丝毫不觉得自己有错。

所以，如果父母打骂孩子的时候，孩子可以提
出抗议，他的情绪就得到了宣泄，这种打骂产生的
负面影响也就相对减少了。 但当父母拿出“我都是
为了你好”这个法宝，然后又加上无数事件，比如
“有好的东西我都是先想到你 “我宁愿自己吃苦也
绝不让你受委屈”“我是那么爱你”，于是，孩子连提
出抗议的权利都被剥夺了。

不管是在电视剧里还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都
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有的孩子大了之后，终于声嘶
力竭地喊：“不要再说什么为了我好，你什么时候考
虑过我的感受。 ”也许很多父母会觉得这孩子真不
懂事，父母为他付出了这么多，他不但不领情，还这
么对待含辛茹苦的父母，甚至有的父母还借机教育
自己的孩子：“你看看，这孩子多不懂事啊，父母还
不是为了他好吗？ 你长大了可别学他哦！ ”但是，有
谁能替孩子想一想，他在这样的爱中是不是快窒息
了。

很多父母以为：如果我放任孩子不管，这是不
负责任的做法；我爱护孩子，绝对不让他受到伤害，
那我就是一个无私的父母。 殊不知，不恰当的爱的
表达方式是最大的伤害，甚至这种伤害还披着“华
丽”的外衣———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你不能说
不！ 事实上，这到底是为了谁好呢？

比如，孩子想和小朋友一起出去玩，父母一听
就极力阻止，不管孩子如何保证自己会小心，会按
时回来，父母都坚决不同意。 理由很简单：万一你
受伤了怎么办？没有大人陪伴太危险了，我们都是
为了你好！ 于是， 孩子就趴在窗边看着外面的天
空。

父母希望孩子以后成为作家，可是孩子偏偏喜
欢画画， 于是父母就告诉孩子画画是多么不务正
业，很多都成了街边卖画的，而作家就不同了，受人
尊敬多了。

有的孩子对某种乐器根本就没有兴趣，却被父
母逼着每天弹上两小时，孩子不情愿，父母告诉他：
“如果你学会了这个乐器，以后考试可以加分，我们
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 ”于是，孩子继续辛苦地弹
着。

孩子喜欢看小说， 父母会说：“你的任务是学
习，看这些书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是浪费时间，我
们都是为了你好！ ”

甚至到上大学选专业的时候， 孩子明明喜欢
中文，可父母偏偏要他报法律，理由是：“等你毕业
后， 中文这个专业就业多窄啊， 可法律就不一样
了，又吃香赚钱又多。 ”于是，孩子痛苦地在自己完
全不喜欢的专业里度过了四年， 有的还得继续干
上一辈子根本不喜欢的工作。

在一连串“为了你好”的声音中，孩子的种种
想法和愿望都破灭了，而且不能提出抗议，否则就
是不理解父母的苦心，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在这
顶大帽子下， 父母理所当然地干涉着孩子的一切
事情，从行为到爱好到思想。孩子对父母的一切安
排不得有异议，不得反抗，不得委屈。

其实，当父母说出那句“我们是为了你好”的
时候，孩子的某种天性已经被压制了。

扪心自问， 父母到底是为了孩子还是为了自
己？ 其实父母只是在按照自己的意愿替孩子在走
他的人生之路， 却要冠冕堂皇地打着一切都是为
了孩子好的口号，使自己的所有行为合理化。

看到很多孩子还在父母爱的“暴力”下辛苦地
压抑着，我总是无比同情他们。什么时候他们的感
受才会被父母重视？ 什么时候他们才不用承载父
母那么沉重的爱呢？

（明日关注：没有离不开父母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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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克岛秘密会谈
1950 年 10 月 3 日， 杜鲁门在游艇里看到

报道： 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曾召见印度驻北京
大使潘尼迦， 希望潘尼迦向美国方面传话， 如
果 “联合国军” 越过三八线， 中国就要派遣军
队援助北朝鲜人。 不过， 如果只是南朝鲜人越
过三八线， 中国将不采取这种行动。

关于 “联合国军” 是否需要越过三八线的
问题， 杜鲁门想听听麦克阿瑟对战场和对中
国、 苏联反应的分析。 总统要求与麦克阿瑟磋
商。 麦克阿瑟明确表示， 战争正处于关键时
刻， 他无暇飞往华盛顿。 杜鲁门总统同意到离
华盛顿几千英里的中太平洋小岛威克岛同他秘
密会晤。

在历史上， 这是一次一国元首与一位作为
下级的战区司令官之间奇特的会见， 尤其是因
为杜鲁门找到麦克阿瑟的门槛儿上去， 并且在
整个过程中， 似乎把将军的政治地位提升到与
总统并驾齐驱的高度。

会见的日期定在离 1950 年 11 月大选不
久的 10 月 15 日。 杜鲁门明确表示他要去找
麦克阿瑟。 起初他想与麦克阿瑟在朝鲜会面，
但出于安全考虑这是不可能的。 接着他又选
中夏威夷 ， 但在国防部长马歇尔的建议下 ，
地点改在威克岛。 这是一座美属环状珊瑚小
岛 ， 位于檀香山以西 3700 公里 ， 东京东南
3218 公里处。 之所以这样考虑， 是因为对北
朝鲜的进攻行动正处在白热化状态， 麦克阿
瑟不能走得太远。

一开始， 杜鲁门想要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所
有成员都陪他去， 但却遭到了反对， 理由是大
家一起离开是不可取的。 布莱德雷主动提出愿
作为全体成员的代表前往。

1950 年 10 月 15 日， 杜鲁门由华盛顿乘
飞机经过 30 个小时的飞行， 飞抵太平洋上的
威克岛。

在杜鲁门的回忆录中， 他清楚地记得当

晚飞机飞过太平洋时， 他看到夜色里太平洋
下面星星点点的亮光， 那是沿途的美国海军
舰只为总统专机护航 ， 以防飞机出现故障 。
这些细节都反映出当时美国海军在太平洋的
强大。

麦克阿瑟在杜鲁门的 “独立号” 专机降落
前到达， 当杜鲁门从专机上走下时， 身穿军装
的麦克阿瑟俨然一位刚从前线下来的将军站在
舷梯的下面。 这是他们的第一次会面。 杜鲁门
和麦克阿瑟登上一辆破旧不堪的轿车， 朝着海
滨的一座临时营房开去， 在那里， 他们进行了
一个小时的私下会谈。

杜鲁门问道： “中国和苏联干预的可能性
有多大？”

“微乎其微。” 麦克阿瑟回答道， “如果他
们在头一两个月里进行干预， 那将是决定性
的。 现在我们不再害怕他们干预。 我们已不再
卑躬屈膝。 中国人在满洲有 30 万军队， 其中
部署在鸭绿江一带的可能不超过 10 万到 12.5
万人。 他们没有空军。 我们现在在朝鲜有空军
基地。 如果中国人真要南下到平壤， 那他们就
是自寻灭亡。”

至于俄国人的干预， 麦克阿瑟说， 那是行
不通的， 也不会发生， 因为苏联根本没有随时
可以开赴朝鲜的军队。 要把军队运到朝鲜得花
六个星期， 而 “过六个星期， 冬天就来临了”。

麦克阿瑟还向杜鲁门保证： “抵抗都将会
在感恩节前结束”， 并断言美国在这场战争中
是 “赢定了”。

威克岛会谈在融洽的气氛中结束了。 杜鲁
门发表了一个声明 ， 称会谈十分令人满意 ，
“在外交政策的目标与执行方面， 我们的意见
完全一致”。

（明日关注： 终于等来了中国援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