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飞在迷迷糊糊中， 觉得浑身动
弹不得， 在官司场中练就的警觉性让
朱飞觉得事情不妙。 慌乱中嗅到了浓
浓的气味， 他的大脑神经很快辨别出
这种气味， “煤气？ 是煤气！ ”朱飞
一下跳下了床，跑到了门口，似乎才想
起来自己床上还有人， 他折回去使劲
儿地推苏清。

如何也唤不醒苏清， 朱飞慌忙开
窗， 然后赶紧去厨房把煤气总阀门关
上，接着才拨了 120。

当唐小丫知道苏清出事的时候，
距离苏清出事那一天， 已经过了三天
了。

唐小丫的前夫何大伟与新婚妻子
伍小丽从马尔代夫回来已经一个月，
陆续将东西搬回了老宅。

那天晚上七点了， 伍小丽发现丈
夫还没回来， 拨通了何大伟的电话：
“谈生意？哪个客户？怎么之前没听你
说过？ ”伍小丽警觉起来。

“就是那个黄先生。 他新租了间
商铺， 找我们伟力替他设计装修，一
会儿我还得跟他去实地考察一下。 ”

“他那家商铺在哪儿？我过去看
看。 ”伍小丽不容何大伟拒绝，强硬
地要了地址， 到凌晨一点的时候才
跟满脸疲惫的何大伟一块儿回来。

何大伟沐浴出来， 走进房间，看
着一团糟、衣服裤子到处乱扔的房间，
再看看倒头呼呼大睡的妻子， 无可奈
何地直叹气。

第二天是周末， 伍小丽睡到日上
三竿，懒洋洋地醒来，转身一看何大伟
不在，赶紧打他电话，何大伟的手机铃
声响了起来，寻声找到手机， 伍小丽
没好气地抓起，扔出去，又抓回来，打
开电话记录翻查起来， 当翻到一条短
信的时候，伍小丽的脸登时黑了。

是唐小丫的短信。
看日期，11月 3日的短信，最近的。
说什么：“亲爱的唐老丫，我已经

下班了，在什么地方见好呢？ ”

伍小丽咬了咬牙， 用何大伟的
手机发了条短信给唐小丫，“小丫，
有事想见你， 我们今天晚上在出租
屋见面好不好？ ”

唐小丫回了个：“好！ ”
伍小丽在床上气得几乎七窍生

烟， 何大伟风风火火地走了进来：
“小丽， 我今天还得去黄先生的商
铺看看，加班，行吗？ ”

“行，去吧。 ”伍小丽心里恨得
直咬牙， 表面上装没事，“对了，今
晚你能去出租屋把剩下的东西拿回
来吗？ 我打算过两天就去退了。 ”

何大伟满口答应，却不知道，今
天夜里，在出租屋里将面临什么？

自从离婚后，唐小丫就屏蔽掉了
所有有关何大伟的消息，忽然收到短
信后，才想起来自己不知道何大伟所
说的出租屋在哪里，想回短信，觉得
答应后再问地点，似乎有点不好，于
是先打了个电话给何妈妈。

“小丫？ 你怎么在这儿？ ”何大
伟惊讶，看着几个月不见、大着肚子
的前妻，又惊又喜。

唐小丫猛然见到前夫， 一时没
了反应，直直地看着何大伟的脸，半
晌才醒悟过来：“不是你让我来这
儿的吗？ 你说你有事找我。 ”

“我……”何大伟还什么都没
说，伍小丽从门口忽然闯了进来，当
即便扇了何大伟一耳光。

何大伟抓住了伍小丽还要打自
己的另一只手：“伍小丽？ 发什么神
经乱打人啊？ ”

伍小丽挣脱， 指着唐小丫气愤
地吼，“唐小丫，你要脸不要脸？ 你
明明说过会离开何大伟的， 你这样
偷偷见他是什么意思？ 这算什么？ ”

唐小丫被伍小丽训得什么话都
说不出来，脸一阵青一阵白。

伍小丽说着， 就在何大伟身上
翻手机，被何大伟一把推开了，他自
己把手机掏了出来，递给了伍小丽：

“你自己找，找出来给我看。 ”
伍小丽飞快地点进了短信箱。
何大伟恼火：“伍小丽，你他妈

的是没长眼睛？ 这明明是半年前的
短信。 3 月 11 日， 那时候我跟小丫
还好着呢， 小丫发短信给我关你鸟
事？ ”

“这明明是上个月的事，11 月 3
日。 ”当伍小丽吼出来的时候，似乎
意识到了什么。

何大伟也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伍小丽以为自己手机里的短信

格式是按月日年的，而其实，自己手
机里设置的格式是按日月年的。

何大伟头疼。
唐小丫只觉得头阵阵作痛。 唐

小丫出了电梯，视线迷糊，走出了大
门，匆匆走下那段石阶。就在迈第五
步，还是第六步？ 唐小丫已经忘了，
她只记得她脑子里悲伤得什么也没
想，等发觉自己踩空时，已经晚了。
等她感觉到痛楚， 艰难地爬起半个
身子的时候， 看到自己双腿处流出
了血。

唐小丫哆嗦着手掏出了手机，
颤抖着终于找到了那个号码。 “刘
大哥。 ”唐小丫一下哭了，“救我！ ”

（明日关注：流产）

闹剧 （38）

一张黑白照片（41）

2014-12-27 星期六责编:夏措毛 责校:从菲 热线:A26 爽阅读
�◆
周
浩
晖

著

邪
恶
催
眠
师
2

海
峡
书
局
出
版
社

崇祯收到信的时候， 毛文龙的头七都过了。
他知道袁崇焕不喜欢毛文龙， 但他万万想不到， 袁

崇焕居然会自作主张杀了毛文龙！
让你去平女真， 你倒先把毛文龙给平了！ 一品的总

兵官、 堂堂封疆大吏， 你说杀就杀？ 事先连个报告都不
打？！ 你眼中还有王法吗？ 还有皇上吗？！

崇祯很愤怒。 但他很明白， 现在不是愤怒的时候。
六月十八日， 崇祯回复了袁崇焕的奏折， 大致意思

就是说毛文龙死得好， 毛文龙死得妙， 毛文龙死得呱呱
叫！ 我早看他就不顺眼， 一直没腾出工夫收拾他， 你现
在替我把他给办了， 我很高兴。 你放心， 尽管杀， 我充
分相信你， 朝廷里有谁不服让他找我！

不过老袁也并不是傻子， 你要说他一点感觉没有那
也不现实。 所以， 人杀了， 姿态还是要做。

袁崇焕在双岛为毛文龙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 并且
亲自上去鞠躬， 哭得死去活来的， 拍着毛文龙的棺材边
哭边说： “昨日斩尔， 乃国家大法， 今日祭尔， 乃我辈
私情！”

好演员啊！ 这动作， 这表情， 这台词， 恰到好处，
不说奥斯卡， 拿个金马影帝应该不过分。 不过真给袁崇
焕一个最佳男主角， 他也没空儿走红地毯。

因为皇太极来了。 因为后金又遭了灾了。
按说东北是个好地方， 黑土地， 啥都能种， 啥都能

长， 吃个饭不是大问题。 但我们前面说了， 皇太极在位
的时候正是小冰河期， 夏天没事就下个冰雹啥的， 冬天
就更别提了， 地冻得跟坦克装甲一样。 还想种地？ 连门
都出不去。 加上女真人本来就不太擅长干农活， 祖祖辈
辈都是打猎的出身， 现在兔子都不出窝儿了， 吃啥？

没得吃， 只好抢。
以前总在关外抢， 现在不行了， 小打小闹解决不了

根本问题， 出去抢一回， 吃不了三五个月， 还把人累得
半死。 于是后金的各位贝勒、 旗主达成一致共识： 进关
抢！

皇太极其实也早想到了这一层， 但他也知道， 关，
不是那么好进的。

首先， 要进关就要经锦州、 过宁远， 然后才到山海
关。 锦州咱先不说， 就袁崇焕在宁远动不动就跟你死
磕。 抢点吃的， 要玩命， 太划不来。

其次， 毛文龙那小子蹲在皮岛上， 你一出门儿他就
来了， 你回来， 他又闪了， 给你玩儿游击战， 太烦了！

地球是圆的（30）

那是一张黑白照片，发黄的底色
显示出悠远的年代。照片的内容是两
个年轻人的合影。

两个有着鲜明对比的男人，一高
一矮，一帅一丑。 高个男子穿着衬衫
长裤， 英姿勃发， 他露出灿烂的笑
容，目光炯炯有神。 罗飞能看出此人
正是年轻时的萧席枫，当时他风华正
茂，脑壳也尚未谢顶。

矮个男子则长了一张上窄下宽
的冬瓜脸，细眯的小眼睛如同赌气的
情人般背靠背地远远分开，他的鼻子
像是刚被人狠揍了一拳似的，趴在眼
皮下方。这些相貌特征已足够将此男
子划归于丑八怪的行列，可是和嘴部
的缺陷相比，这些部位的丑陋又不算
什么了。

很容易猜到，这个又矮又丑的男
子就是涂连生。 在林瑞麟口中，此人
有个外号叫“老兔”，初听起来这是
一种侮辱，但看到照片之后，罗飞却
觉得这外号其实也没什么。

当罗飞这么想的时候，他的鼻子
和眼眉不由自主地收缩了一下，暴露
出心中一种本能的审丑抵抗情绪。这

个微小的反应立刻被萧席枫捕捉
到，后者不满地催促道：“好了，罗
警官， 既然你这么不喜欢我的朋
友，就快点把钱包还给我吧。 ”

罗飞将手中之物归还原主，同
时为自己的失礼说了声 “对不
起”。

“没什么。 从来没人喜欢我的
朋友。 ”萧席枫嘟囔了一句，然后
他又问罗飞，“对这张照片你有什
么看法？ ”

罗飞耸耸肩，首先说了一个细
节：“夹页里已经留下了印痕 ，说
明这张照片确实是长期被你带在
身边，并不是为了应付我们而临时
放进去的。 ”

“很细致的观察。 ”萧席枫淡
淡地夸了一句， 又道，“事实上那
些印痕根本算不了什么，这张照片
已经跟在我身边三十多年了，而这
个钱包我不过才用了两年而已。 ”

罗飞认真地说道：“所以你们
一定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

“是的……我是他最重要的朋
友。 ”萧席枫悠悠地说着，转身走
到了办公桌前。他向着窗外的天空
眺望了一阵 ， 然后又扭头问道，
“你们知道什么样的朋友最重要
吗？ ”

罗飞摇摇头，他看出对方的态
度很严肃，便不敢胡乱猜测。

萧席枫一字一句地给出了答
案：“唯一的朋友。 ”

“唯一的朋友。 ”罗飞掂量出
这句话的分量。 当世界上所有的人
都厌恶你、嫌弃你的时候，那个唯
一陪在你身边的朋友才是最重要
的朋友。

可是罗飞忍不住要问：“你们
是怎样成为朋友的？ ”

萧席枫的目光在罗飞和小刘身
上扫了一圈，然后他郑重地说：“我
推掉了上午所有的预约， 就是要和
你们讲讲我和涂连生之间的故
事。 ”说完这句话之后，他端起茶杯
重新坐回到办公桌后。 他一口一口

地喝着茶，记忆则回到遥远的童年。
小半杯茶下肚之后，萧席枫开

始讲述：“我第一次见到涂连生是
在小学入学报到的那天。当时我被
他的样子吓坏了，还以为遇到了什
么怪物。 后来大家走进了同一间教
室，我才知道这家伙原来是我的新
同学。 不知道为什么，老师竟然安
排我和涂连生同桌， 我很不乐意，
但是找父母老师哭诉都没用，只好
委曲求全。 ”

“我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从
小家庭教育不错，老师就任命我当
了班长。 我自己脑子也灵活，所以
很快就混成了班级里的头头。 在我
身边聚了一大帮的男生。 ”

“当年的学习很轻松，放学很
早。 我们一帮孩子每天都在一块玩
耍。 涂连生也想和我们一块玩，但
我根本不愿带着他，便对他刻意排
挤。 可是涂连生一点都不自觉，每
天放学了还是跟着我们，赶也赶不
走。 ”

“喜欢和小朋友们一块玩，这
是孩子的天性。”罗飞评论道，“这
么看来， 涂连生虽然长得丑陋，但
心智发育还是正常的。 ”

“没错 ，其实他并不傻 ，甚至
还有点小聪明。 这事我可以举个例
子，有一天快要放学的时候，他突
然从书包里摸出一个馒头塞给我，
说是他爸中午刚做的， 要送给我
吃。 当时的馒头可算是稀罕物呢，
他这么讨好我，还不是想和我们一
块玩？ 他看出我是孩子头，知道只
要我能接纳他，其他孩子也就不会
排挤他了。 ”

萧席枫喝了一口水，继续回到
先前的话题：“再说那个馒头。 虽
然我很想吃， 但我还是抵住了诱
惑。 当时我把馒头扔在地上，大声
对同学们喊道：‘看， 他想要收买
我呢！ ’同学们一下子都围过来，
我又当众在馒头上狠狠地踩了几
脚。 把那馒头踩得稀烂。 ”

（明日关注：童年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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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现在好了， 毛文龙被老袁给剁了， 心腹大患少了一
个。

但宁远还是不好进。 这个问题不解决， 关内的粮食
和美女还是只有干看的份儿。

其实有时候很多事儿不是缺少办法， 而是缺少想到
办法的人。

幸好， 皇太极有一个。
我们这本书， 有一个规律， 那就是范文程老先生一

般不出现， 但只要出现， 往往都是在最关键的地方。 这
一次也不例外。

老范的脑袋就是好使， 他告诉皇太极： 要进关， 并
不是只有宁远那一条路。

因为， 地球是圆的！
崇祯二年十月， 皇太极带领十万人马避开锦州、 宁

远一线， 绕道蒙古哈喇慎部， 迅速突破了喜峰口以西的
长城边隘， 兵临遵化。

崇祯慌了。
可以理解， 完全可以理解。 遵化距离北京不过两三

百里地， 八旗骑兵一日即可威胁京师。
遵化本来就属于袁崇焕的防区， 他责无旁贷。 但他

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轻敌。 老袁觉得， 虽说这次后
金闹得动静挺大， 但很有可能是调虎离山的把戏。 先摆
出一副要从遵化进关的架势， 引诱我调宁远之兵前去救
援， 结果大军从这边杀来， 一举攻占宁远。

清晨， 赵率教披挂上马， 命令全军列队， 准备迎
敌。 从他第一眼看到后金的几十里连营开始， 他就知
道， 今天一战， 有死无生！ 他与后金贝勒阿济格在遵化
城下激战， 中流矢坠马， 力战而亡， 所带官兵， 一军尽
末。

赵率教没有能解救遵化， 但他也没有白死。 起码他
的死让袁崇焕认识到： 后金这次是玩真的！

十一月， 袁崇焕尽起关外精兵， 入关增援。 同日，
遵化陷落。

三天之后， 消息传到北京， 崇祯眼睛都冒火星了。
他当即下旨， 将兵部尚书王洽下狱。

（明日关注： 袁崇焕被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