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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

水书记的话来得如疾风暴雨一般，都
容不得宋运辉有思考时间，只能跟着水书
记的思路走，
“徐书记一年前还作为外乡人
受排斥，今年已经全面掌握局面。我虽然
从没直接接触过徐书记，但间接听说，如水
书记所言，大家都很拥戴他，信任他。
”
水书记听了开笑，
道：
“一个有能力有性
格的人，无论扔到哪里，
最后有且只有一个
结果。你很幸运，有小徐推荐，
但我不会给
你特殊照顾，我不愿宠出一个八旗子弟，
你
给我从基层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做起。
”
听着这话，宋运辉不由自主挺直腰背，
清楚地应一声“是”。走出来再回想一遍，
虽然水书记并没有给他选择的机会，可他
觉得，水书记说得没错。
到生技处，水书记早已经电话下了指
令，宋运辉被发配到一分厂第一车间，总厂
主力分厂的主力车间，总厂的心脏。大家
都不明白宋运辉究竟怎么得罪了水书记，
以致一来就被连降三级用作苦力，以往对
他与水书记关系的猜测又添新的调子。倒
是减少了费厂长们心中的疑虑。
一车间也直接接到水书记的电话，虽
然按目前规矩应该是听费厂长指挥，可大
家都已经习惯水书记的指令，他说啥下面
就照办，车间主任无比迅速地就把宋运辉
押到一工段，工段长又亲自把宋运辉押进
设备运行现场的控制室，将宋运辉交到正
好轮到做白班的三班长手中。
宋运辉才进门，
于机器刺耳轰鸣中，
听到
一阵放肆的大笑，
看去，
果然又是寻建祥坐在
凳子上笑得花枝乱颤。宋运辉笑着过去，
一
拳砸在寻建祥肩上，
“以后我们兄弟共进退。
”
寻建祥笑道：
“料到你没好日子过，
没料
到你这么快就得罪人。哈哈哈，
笑死我了。
”
宋运辉心说他要真是被发配，寻建祥
笑得也真够黑心的。见工段长要他过去，
他忙过去。工段长指派三班长做他的师
父，说三班长的技术一流，全厂都知道，要
他好好跟着学。也没多交代什么，就走
了。三班长是个实诚人，
叫宋运辉端把凳子

由于
海试区域
与北京时
间的时差
关 系 ，央
视直播正
是北京凌
晨 5 点
钟 ，很 多
人包括国
家科技部
和海洋局
的领导们
都是半夜
爬起来观
看。首潜成功，大快人心！
这一次虽然还没有突破 5000 米的深
度，但的确是一次理想的预演：试验了各项
功能，发现了需要改进的问题，掌握了正确
配载的基数，充分验证了 3000 米级海试以
来维护升级所取得的成果，为冲击 5000 米
奠定了基础，增强了全体参试队员们的信
心。此后，避开风浪，寻找最佳海域试验，
成为了一种常态，
海试队员们戏称：
“蛟龙”
打游击。
然而，太平洋的风浪，并没有善罢干
休。正当海试的前方与后方都在庆祝今年
成功第一潜，计划第二天创造深潜 5000 米
的新纪录时，狂风巨浪又再次袭来。
早晨 5 点刚过，天还未亮，总指挥刘峰
就听到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气象预报员
苏博在门外焦急地说：
“刘总，
天气有变，
风
力加大了！”刘峰赶紧跑到指挥部的气象
显示屏前，相关数据显示风速超过 11.7 米/
秒，浪高也超过 2 米，几乎超出了海试的临
界点。可是，此前中央电视台等各大媒体
已经发出消息，
“蛟龙”将于今天冲击 5000
米深度，举国上下，乃至全世界都充满了期
待。这种情况下，海试是否应用继续呢？
在开指挥部和临时党委会扩大会上，两种
意见针锋相对。
严谨求实，安全第一
在指挥部和临时党委会扩大会上，一
部分人说：
“现在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
发了。国内外都知道咱们要冲击 5000 米，
如果停了，那不成了国际玩笑了。”
“是啊，
这里是有个影响问题，别让人说咱说话不
算数。再说，这种海况还没有到极限嘛，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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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他旁边来，
告诉说他姓
黄，
说以前工
农兵大学生
分配来都是
先下车间，
要
宋运辉别气
馁，
基础打扎
实一点对以
后技术工作
有好处。宋
运辉没跟师
父隐瞒，
直言
说下来基层
是他自己愿意，
不是什么得罪人。说这话时
候旁人听不到，外面机器太响，
墙壁隔音太
差。三班长这才宽慰地笑，
说这才好，
这才好。
三班长两个小时出去巡查一次，
他带着
宋运辉将流程从头到尾顺着液体流动走了
一遍，
告诉宋运辉这个是什么用那个是什么
用，这种颜色的管道代表里面流着什么液
体，
那种颜色的又代表什么，虽然颜色漆脱
落得七七八八。一趟走下来，
几百只阀门，
无数管道，几十只大小不同的泵，还有三步
一哨的塔、
罐，
宋运辉记住后面忘记前面，
等
回到控制室，
早忘得七七八八。黄班长宽厚
地笑着安慰，
要宋运辉别急，等明天他拿一
张他以前画的示意图来，
再对照着看心里就
会有些谱。宋运辉问有没有书，
黄班长说分
厂生技科据说已经在编，
但还没拿出来。
寻建祥一个小时得出去巡一次，
大约是
现场太烦，他也懒得多说话，一整天后来都
没再跟宋运辉说说。宋运辉也没找他，
有时
间他就戴上安全帽，
一条一条管线地认，
一
个一个阀门地确定作用，想通一个点，他就
上去控制室问问黄班长，
是不是这样。反而
是黄班长要他不用那么心急，
迟早闭着眼睛
都会走。宋运辉倒不是心急，
只是他这人本
来就认真，
工作上手后就一门心思地想做好
做完，如今走进一个新环境，他每搞懂一点
就欢喜一分，
一点没有嫌累嫌吵。 (44)

原来在他缓慢穿睡衣时，脑袋里正思
考一个问题：
“ 当两个黑洞撞在一块儿并
组成一个新黑洞时，新黑洞的表面积将大
于之前两个黑洞的表面积之和。换言之，
无论一个黑洞发生了什么改变，它的表面
积永远不会减小。”这个杰出的理论让史
蒂芬在 28 岁那年成为了黑洞研究领域最
具代表性的人物。
随着黑洞研究在老百姓讨论的话题
中出现得越来越频繁，史蒂芬的名声也越
来越大。在西雅图时我们还在为“黑洞”
这一名词而感到兴奋，现在的我们又到达
了一个新领域。就跟黑洞理论一样，一旦
被黑洞吸入，不幸的旅行者将回不到从
前，只有在无边的未知中像一根无助的面
条一样被宇宙拉长、放大。
维权运动
露西出生的 1970 年，我们见证了英国
的《慢性病人与残疾人法案》获得通过。
不过，实际上英国政府真正全面实施法案
里的每一个细节却是许多年后的事情
了。所以英国各地身处困境的残疾人们
还得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而进行各种活动。
现在我出行时，总是胸前绑着小露
西，手推着轮椅上的史蒂芬，罗伯特蹦蹦
跳跳地跟在一旁。我自然成为了当地残
疾人维权运动的领头人之一。对我们家
来说，一个高高的路沿或一小节台阶都可
以让本来愉快的出行变为一场灾难。我
独自一人时，完全没办法在胸前系着露西
的情况下将史蒂芬和他的轮椅一块儿抬
上台阶。每当碰到这样的情况，我就不得
不等待一个强壮的路人经过，并寻求他的
帮助。不仅如此，我还得再找一个好心的
路人让他抱着小露西，我才可以和前一个
路人、罗伯特一起将轮椅以及轮椅上的史
蒂芬给抬上去。我还会担心不了解情况
的路人给我们提供帮助时用力不当，导致
轮椅扶手之类的物件脱落给史蒂芬带来
二次意外伤害。之后还有对伸出援手的
路人不厌其烦地道谢。所幸很多时候，在

我开口之前就会有好心人主动向我们提
供帮助。很多时候，在他们抬起史蒂芬
时，他们会吃惊地问我：
“你都给他吃什么
了，他看上去挺小，却那么沉呢！”
“重量都
在他脑袋里了。
”我会这样回答他们。
在人们的不断抗议下，政府终于同意
在艺术剧院和电影院安装残疾人专用座
椅。同时，各主要大学和学院也开始思考
如何在校园内为残疾人提供便利。之后，
我们联系了英国国家歌剧院，他们倒是立
刻意识到我们作为残疾人群体所需要的帮
助。总之，随着史蒂芬的名气慢慢变大，
政府也开始越来越关注公共场合残疾人辅
助设施的安装。不过等事情真正得到全方
面解决时，我已经带着两个小孩儿、推着
史蒂芬的轮椅坚持了很多年了。
学校在对残疾人的照顾方面则稍显
落后，大部分是出于经济原因，或者是
出于给历史性建筑新增残疾人辅助设施
会破坏 《历史建筑保护法》 的考虑。大
多数情况下，学生们抵达学生食堂都要
先穿过学校的厨房，然而学校的厨房往
往布满冒着蒸汽的大锅，热得嗞嗞响的
烤盘以及各式各样的载货车。这一切对
残疾人士来说都是难以翻越的障碍。
除了台阶和路沿会给我和史蒂芬的
生活带来困扰外，日常生活中还存在着
很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一次，我把
露西放在史蒂
芬大腿上，推
着他过马路。
由于前方的道
路坑洼不平，
轮椅的前轮撞
上了路面上的
小坑，轮椅发
生了剧烈摇
晃，露西从轮
椅上被甩了出
去。
(37)

觉得应该下！
”
另一意见认为：
“不能下！我们要尊重
科学，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安全第一。虽说
预报今天冲击 5000 米，大家都在热烈期
待，可也不能蛮干！”
“对，我们搞试验不是
面子工程，更不是为了作秀，
而是实打实地
研制国家需要的载人深潜器。如果海况不
好，
宁可等……”
良久，大家的目光集中在总指挥和党
委书记、专家组长身上。实在说，
他们此时
很难做出决定，不仅是新闻界已经做了预
报，
吊起了人们的胃口，
还在于海试时间很
紧迫——只有 15 天，据预测这个月的天气
难有改善，弄不好就完不成试验任务了。
经过一番热烈的讨论，
刘峰与刘心成、
于杭等人交换了一下意见，下定了决心：
“综合全面考虑，我们决定取消今天的下潜
任务！各部门做好善后工作，央视报道组
据实向全国人民说明，原因就是海况不符
合试验条件。这，正是‘严谨求实’精神的
具体体现。
”
刘心成接着说：
“临时党委完全支持总
指挥的决定！同志们，我们退一步是为了
更好地进一步。科学来不得半点侥幸，我
们要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打好每一仗！
”
当天晚上，国家海洋局党组书记、局长
刘赐贵，
副局长、海试领导小组组长王飞等
领导同志在北京通过海事卫星连线，
与“蛟
龙”
号海试团队视频对话，
一是祝贺顺利完
成首潜并取得 4027 米的新纪录，二是向全
体海试队员表示慰问。刘赐贵局长原本马
上要出差，得知因为天气原因取消了试验
计划，担心海试团队有急躁情绪，
在去机场
前，
还想到与海试团队视频连线，
与大家谈
心。
说真的，这个时候能与家里的领导说
说话，真是一种及时雨般的宽慰！刘赐贵
局长摆摆手笑着说：
“ 我就是跟大家聊聊
天。昨天看了第一潜的现场直播，我与全
国人民一样，感到很振奋，
向你们致敬！叶
聪在吗？”
“在！
”
“讲讲你在水下的感受？”
“好的，
刘局长。
”叶聪代表试航员讲述
了下潜情况，并说一定认真准备，
耐心等待
天气好转，拿出最好的技术水平和精神状
态去执行接下来的任务。
(28)

故不得已再托冰人，向外家李四重
议废亲，聘金愿折其半，妆奁则听其取
去，凡吾家所有之物，虽丝毫毋得干
犯。此系父母之命，抑亦与吾缘绝，即
日收回聘金，彼妇听媒率去，任凭别
嫁，一出千休，情根永断。
口恐无凭，即立离缘字壹纸，付执
为照。
即日，九五同媒亲收过字内聘金银
壹百大元正足
讫，照。
道光二十三年十一月日代书人张金
生
为媒人黄水池
知见人陈火木
立离缘字人陈九五
宋朝最流行的是女厨师
不知现在的饮食界，是女厨师居多
还是男厨师居多，不过我知道，在唐宋
时代，流行的是女厨师。不但皇宫中有
“尚食娘子”，大富大贵之家亦以聘请女
厨师烧菜为时尚，市井中经营私房菜的
饭店，也有颇多手艺高超的厨娘。
宋代杭州一带出现“重女轻男”的
风气
相传北宋末宰相蔡京家有“厨婢数
百人，庖子亦十五人”；南宋初宫廷中也
有一位女御厨，“乃上皇 （宋孝宗） 藩邸
人，敏于给侍，每上食，则就案所治脯
修，多如上意，宫中呼为‘尚食刘娘
子’，乐祸而喜暴人之私”。这位女御厨
的厨艺无可挑剔，不过人品却不怎么
样，是一
个“喜暴
人之私”
的 长 舌
妇。杭州
民间最著
名的大厨
中，也有
女厨师，
如 宋 五
嫂 ：“ 宋
五嫂者，
汴 酒 家
妇，善作
鱼羹，至
是侨寓苏

堤 ， 光 尧 （高 宗） 召 见 之 ， 询 旧 ， 凄
然，令进鱼羹。人竞市之，遂成富媪”
。
出土的宋墓壁画与雕砖文物也可证
明宋代盛行女厨师的社会风气。宋朝墓
画有不少以备宴为题材的图画，图中那
些在厨房里操刀的，多是厨娘，而不是
男性厨子。河南登封黑山沟北宋墓出土
的壁画中，有一幅 《备宴图》，画了两位
厨娘在准备宴席。郑州新密下庄河宋墓
壁画 《庖厨图》，画的也是女厨师备宴的
忙碌情景。湖北襄阳檀溪南宋墓发现的
《备宴庖厨图》（襄阳博物馆藏），也是描
绘大户人家的一群厨娘正在做菜。尤其
生动的一幅宋墓壁画是登封高村出土的
《烙饼图》（洛阳古墓博物馆藏），画上三
名厨娘在做烙馍。
洛阳关林宋墓曾出土一块宋代雕砖
（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藏），上面雕刻了
三名站在桌子后面做菜备宴的厨娘，其
中两位厨娘正在将酒瓮中的酒倒入温酒
器；另一位厨娘在料理锅里的食物。她
们身边的方桌上，摆满了盘、碗、杯、
盏、酒壶、温酒器等餐具。桌子前面还
有一名侍女模样的助手，捧着一个盖了
荷叶的器皿；另一名侍女正准备往宴席
送菜，却又回头想吩咐什么。看来一场
丰盛的酒宴即将开始。
无独有偶，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
几块河南偃师酒流沟宋墓雕砖，砖上刻
画的也是几名厨娘备餐的图案。厨娘衣
裙讲究，系有佩饰，梳着高高的发髻，
透出一种既雍容华贵又精明干练的气质。
仔细看这厨娘砖刻拓片，四位厨
娘看样子正在准备一场家庭宴席。左
边那位厨娘在下厨之前，要先一丝不
苟地整理好发髻与首饰，可见宋代厨
娘特注意形象；还有一位厨娘微微低
首，正用心烹茶，宋朝的茶艺极其繁
复，可不是一般家庭主妇就能掌握
的；另一位在涤器。
那位正挽起衣袖的厨娘，大概是
主厨吧，正准备做家宴的主菜——斫鲙
（亦 作 “ 斫 脍 ”）。 那 案 上 几 条 活 鱼 ，
便是斫鲙的食材。宋人所说的鲙，指生
鱼片、生肉片，斫鲙即将生鱼切成薄
片，食用时蘸葱丝与芥末酱生吃即可，
跟我们现在吃日本刺身差不多。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