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曹公决断

造成万彤省长辞职的另一
个缘由，也有可能是潜龙河沿岸
的水土治污问题引起了大麻烦。
有一段时间，潜龙河沿岸几个县
的癌症病例高发，而且新生婴儿
的畸形率很高，省报一名记者因
此下去采访，发现原因是位于潜
龙河上游的海富矿业集团排出的
污水太多，不仅污染了潜龙河水，
还将两岸的不少土地也污染了。
那名记者据此写了一篇内参，万
彤省长看了之后，当即批示：请省
环保厅迅速组成专家组核实此
事。不久之后，省环保厅呈文，写
明记者所写的内参内容属实，建
议强制海富矿业集团不再排出污
水。万彤省长在看到环保厅呈文
的第二天，就驱车去了位于潜县
的海富矿业集团，预先并未给集
团领导打招呼。我们到了潜县，
没有先去集团总部，而是直接去

了几个矿场，在那儿现场看了采
矿、选矿的污水怎样直接排进潜龙
河。海富矿业集团老总海成贵是
省内的著名富人，平日为人傲慢
骄横，当他的下属向他报告说又
有一伙人在查看他们的排污情况
后，很快气势汹汹地带了一帮保
安赶来，及至看见是万彤省长，才
慌慌地换上笑脸。省长看见他，
当即冷着脸告诉他：第一，立即停
产，关闭所有采矿矿场；第二，尽
快安装治污设备，待所有治污设
备运转起来确定不再排污后，才
能恢复开矿；第三，出钱帮助地
方政府治理已被污染的河水和
土地，争取使河水重新变清，使
农田土壤中的重金属含量降低，
究竟出多少钱，由省环保厅和你
们在一起仔细评估后确定……

万彤省长随后去了潜龙河
沿岸受污染最严重的几个村镇察

看详情。就在当天晚上，省长夫
人来了一个电话。我把电话交给
省长，就听夫人说：刚才省府办公
厅的林副主任，领着海富矿业集
团的一个副总，送来了一尊用纸
箱装着的释迦牟尼佛像。省长让
我通知省公安厅的房厅长，立即
派人去他家把那尊金佛像先搬到
公安厅存放。这个电话刚处理
完，潜县的环保局长就来电话报
告，说海富矿业集团所属的所有
矿场，今天只停业一个下午，傍晚
又全部恢复生产。省长铁青着脸
听完了我的汇报后，要我立马拨
通海富矿业集团老总海成贵的电
话，电话一接通，省长就生气地对
海成贵叫道：你为何对我阳奉阴
违？就因为你送了个金佛给
我？告诉你，金佛我已送省公安
厅，你必须马上给我停产！

…… ……

在海富矿业集团停产的第
十三天傍晚，下班前，万彤省长
办公桌上直通北京的那部保密
电话突然响了。我的办公室和
省长的办公室隔着一面薄墙，话
筒里的来电声音虽听不见，可省
长的声音是能听见的，省长的声
音分明是在辩解：……我并不是
对海富矿业集团有什么成见，
也不是不担心GDP数字的下
滑，我是害怕水土污染会造成更
大的恶果……我是应该检讨，我
的工作方法是有问题。自我任省
长后，全省经济发展速度确实放
慢了些……

万彤省长放下电话后许久
没有动静。下班时间早过了，应
该下班了，我隔了门缝向他的办
公室里看了一眼，发现他抱头趴
在办公桌上一动不动…… (本
书授权连载部分到此结束)

周天杰听人说过一些法律上
的规矩，他说：话不是这样说法，
孩子留下，还是带走，都是孩子的
妈妈说了算。要是孩子的妈妈坚
持把孩子带走，孩子的爷爷、奶奶
是留不住的。就算把官司打到法
院，法官也会把孩子判给妈妈。
周天杰的儿子是单传，孙子也是
单传。当有了孙子小来时，他激
动的心情难以言表，觉得什么都
有了，看天天高，看路路长，一切
充满阳光。人一辈子活什么，活
的就是儿子，孙子。儿子没有了，
如果孙子再被儿媳带走，就会看
天天低，看路路短，一切陷入黑
暗，黑得比井下的煤墙还黑。他
对妻子说：孙子就是我的命根子，
要是看不见孙子，我一天都不想
活，我去找儿子去。这样说着，周
天杰喉头哽咽了一下，眼圈红湿，
差点儿滚下泪来。

见丈夫伤心，老吴的眼圈儿
也湿了，她叹了一口气，让丈夫说
怎么办呢？

丈夫的主意是，一定要把孙
子留住，千方百计也要把孙子留
住。要留住果子，就得留住树。
要留住分子，就得留住分母。而
要留住孙子小来呢，就得先把小
来的妈妈郑宝兰留下。小来已经
失去了爸爸，不能再让小来失去
妈妈。要留下郑宝兰，没有别的

办法，只有对郑宝兰好。以前对
郑宝兰好，今后要好上加好。真
心实意把郑宝兰当成自己的孩子
看待，贴心贴肺为郑宝兰着想，有
好吃的，尽着她吃；有好穿的，尽
着她穿，让她不好意思提出离开
这个家，不好意思提出改嫁。能
拖住她一年是一年，能拖住她三
年是三年。拖得时间长了，也许
她就死心了，就踏实了。她就一
直是咱们的儿媳妇，也一直是咱
孙子的妈妈。

听了丈夫的主意，老吴答应
按丈夫的主意办，继续把郑宝兰
当孩子看，一如既往对郑宝兰示
好。通过持续温暖郑宝兰的心，
把郑宝兰继续留在周家，这是他
们老两口达成的一个共识，选准
的一个方向，也是他们必须共同
遵守的一个原则。原则难免带有
一些理论性，总是有些虚，一碰到
具体事情，老吴就把原则忘记
了。好比原则是一个鸡蛋，具体
事情是一块石头，鸡蛋和石头一
碰，鸡蛋就破碎了，蛋清蛋黄流了
一地。每遇到想不开的具体事
情，老吴就背着儿媳，在丈夫跟前
发牢骚，甚至发脾气。

…… ……
太阳往西边转移，周天杰的

老母亲拄着拐棍从屋里移出来
了，坐在门口一侧的一只三条腿

的圆凳子上晒太阳。老母亲八十
多岁了，耳不聋，眼不瞎，只是脑
子出了点问题，像是有些痴呆。
人身上的一切毕竟受大脑支配，
脑子一转不过来，她的耳朵、眼睛
似乎都不怎么听使唤了。孙子周
启帆工亡的事家里人还瞒着她，
对她说周启帆到国外学习去了。
她每天必问周天杰：帆帆还没回
来吗？帆帆什么时候回来呢？周
天杰说：外国离咱这儿远得很，坐
了汽车坐火车，坐了火车还要坐
飞机，帆帆回来一趟不容易。她
又说：我的好孙孙，奶奶的好帆
帆，奶奶天天想他，他一点都不想
奶奶吗？他再不回来，奶奶恐怕
都见不着他了。周天杰嫌老娘絮
叨，说快了快了，你等着吧。另
外，老人每天还关心一件事，今天
来不来照相的？矿上出事故时，
从全国各地来了好多记者，到矿
上采访。事故现场在井下，井口
被严密封锁，不许记者下井。南
方某报社的一个记者，不知怎么
打听到周天杰的儿子与事故有
关，就找到周天杰家里来了，拿着
煤块子一样的照相机，对家里的
每个人和每个角落狂拍一气。当
照相机的镜头对准周天杰的母亲
时，老太太有些害怕，身子往一边
直躲。老吴对她说：没事儿，是照
相的。噢，人家要给她照相。老

太太很少照相，对照相比较看重，
她说别着急，她去梳梳头，换件衣
服。周天杰不想让记者给老太太
照相，也不让老太太收拾打扮自
己，说算了算了，别照了！说话不
及，记者啪啪啪，已给老太太连拍
了好几下。这给老太太留下了一
个遗憾，她觉得自己的衣衫不够
整洁，头发有些乱，照出相来不会
太好看。从那以后，老太太只要
从自己住的在阴面的那间小屋里
出来，事先都要以梳子蘸水，把自
己的满头白发梳得光溜溜的，并
用一只黑色细钢丝做成的可弯
曲、带弹性的发卡，往后把头发拢
起来，露出前额。老太太还穿上
一件蓝色带绣花的新罩衫，每一
个扣子都扣得严严实实。这件罩
衫是儿媳老吴给她买的，以前她
都是过年时才穿。现在她为了准
备照相，每天都把罩衫穿在身
上。可惜，那个照相的记者再也
没有来过，再也没人为老太太照
过相。这没什么，老太太不着急，
老太太有的是耐心，她做的还是
照相的准备。她问周天杰：天杰，
天杰，照相的今天来吗？

周天杰有些哭笑不得，他的
回答难免有些不耐烦：照相，照
相，你八辈子没照过相吗！你不
是劳动模范，又不上光荣榜，老想
着照相干什么！（4）

曹操坐下，小啜一口茶，轻
轻放下，说：“你们姐妹已经听
出来了，我是在告诉你们天下
情势，按说女儿家就应如琴曲
二月，闲步于花草流水之间，但
是，在弱肉强食的当下，如果没
有防备，必然招来杀身之祸。”

明姬点头，曹公琴中时势，
让我清醒，最后那飞跃之鸣，我
想正是曹公本人！

昭姬也点点头，我想起父
亲去年冬天送我回老家的情形，
父亲是不能出长安城的，到了城
门前，父亲叹了一口气说，到老
家，比这儿安全，那儿有孟德。
随着又感叹说，这个乱世，如果
没有孟德，我真的看不清乾坤。

曹操看着昭姬，蔡公如此
高评孟德，令我感激，我曹操决
不负蔡公所望。

昭姬又点点头，天下大势，
太守如此清晰，自然能够审时
度势，挽狂澜于既倒！

曹操又小小啜了一口茶，
我今天来，是为了你们俩的事。

昭姬和妹妹一惊，昭姬急
问：为我俩？！

曹操：“是的，令尊派专人
送书于我，你俩可以看一下。”

说着从腰囊里拿出蔡邕的信。
昭姬看着，手已开始抖动，及

至看完，眼泪扑簌簌流淌下来。
明姬伏在姐姐的肩膀上一

起看，姐姐流泪了，她已经泣不
成声。

曹操在屋里走了几步，到
书案跟前，见有皮纸铺着，砚里
还有残墨，就拿起一根羊毫毛
笔，蘸好墨，悬腕写下一个方方
正正的圉字。

昭姬看着圉字，点点头：
“是的，你的保护如那密不透风
的四面高墙，保护着我们，我们
才能在蔡府幸福地生活，才能
有二月这样的曲子出现，但是，
这高墙之外，已经风声鹤唳，随
时会有风云突变。父亲将我们
姐妹的终身大事托付于曹公，
足见父亲识事识人。父亲既然
不能离开长安，曹公即如父亲，
我们姐妹，听曹公安顿。”

曹操呷了一口茶，放下茶
杯说：“蔡公信中所言送信者，
你可知是谁？”

这正是蔡昭姬看了信后一
直在琢磨的，父亲提议，必然不
是轻率的，但这个人，是一个什
么样的人呢？

曹操道：“明帝时，召河东
一位大儒进洛阳，拟委以重任，
可惜他带领家小，一路鞍马劳
顿，到了河东安邑，就一病不
起，最终卒于安邑，明帝降旨，
就让他葬于安邑，他们家也在
安邑居住下来……”

昭姬的心开始忐忑，倒是
明姬开口道：“河东卫家是当代
名门，卫子夫做过孝武帝的皇
后，卫青做过大将军，当代大儒
卫嵩，就是死在赴任的路上，其
孙卫觊、卫宁，去年立雪蔡门，
拜我父亲为师。”

曹操没想到，蔡卫两家已经
有了交往，笑说：“看来这是天
意。”又说：“蔡公眼下急于让我操
办你们的婚事，也是为了保全你
们。这个卫宁，你觉得合适吗？”

昭姬轻柔地回答：“我与妹
妹涉世太浅，怎能知道，请曹公
决断。”

曹操点点头：“蔡公家的女
儿，知书达礼！仲道在品德文
采方面，已有造诣，我想，昭姬
也许看过他写的文章。”

昭姬低头说：“看过，是那
篇《河东耕渔表》，当时不知作
者情况，只觉得考记详实，文字

严密，可能是一位博学的老者，
没想到竟是一个年轻人。”

曹操问：“从这篇文字当
中，可见此人德行不？”

昭姬答：“可见。”接着说，
“不关心苍生百姓者，不会深入
民间调查，不关心民众疾苦者，
不会报此表于朝廷。”

曹操不禁瞥了昭姬一眼，
看来她是愿意的。没等曹操接
话，卫觊匆匆过来，喘喘地报告，
说有两个穿官服的朝廷大员，到
了蔡府门前，要蔡昭姬接旨。

曹操脸上没有震惊之色，
心里却震动于董卓办事的心狠
手辣，他想过，董卓的人可能会
兵分两路，一路赶着官车，做着
迎昭姬入宫的宣传，一路率先
跑来，抢占先机，宣布诏书，只
要昭姬一接诏书，事情挽回就
要费周折了，但他没想到，董卓
老贼真这么做了。

曹操和卫觊走到院子正中
间的青砖路上，胸有成竹地向
四周一看，让卫觊率伏虎的兵
士在这儿守着，轻声叮咛：“动
手就在这会儿！”

卫觊握紧剑柄，让曹操放
心。（10）

必须马上停产！

千方百计也要把孙子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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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回/顾

昭姬知道，曹操弹琴的技艺，远在
她们姐妹之下，但她想从曹操的琴声
里听出曹操目前的心思，于是就听见：
冷峻高大的群山安静肃穆，蜿蜒奔流
的长河浑厚开阔，低空中有鸟儿在飞，
田野里有农人劳作……

上/期/回/顾

儿子突然遇难，如黑云压下来
了，炸雷打下来了，暴雨泼下来了，使
这个原本平静的家庭顿时失去了平
衡，变得风雨飘摇，危机四伏。其中
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如何对待儿媳
郑宝兰的去留，在这个不容回避的问
题上，周天杰和老吴产生了严重的分
歧……

上/期/回/顾

他的决定做得很突然，我事先一
点也不晓得。他为什么辞职？我也很
难说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