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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使私信

“启禀老爷，刚刚有人来访，”管家说
道，“是一位姓沈的先生， 并送上这封书
信。 ”

男子盯着信封，只觉两手兀自打颤，竟
不知自己能否拿得起来。 只见封皮上一笔
醒目的台阁体大字，“牟平县令滕侃私
阅”，左下角盖有登州刺史的大红印章。

“既然注明私信，小人心想理应亲自送
到老爷面前。 ”管家的语声干涩而清晰。

滕侃一手拿起信封， 一手径直摸向裁
纸的竹刀。 在大唐王朝庞大的文官体系里，
共有数百名地方县令， 自己只是其中的区
区一员而已， 尽管在牟平县内是高高在上
的父母官，然而上峰刺史坐镇州府，手下还
另有十几名县令。 管家说得有理，一位手持
刺史私信的来客当然不可怠慢。 谢天谢地，
这脑筋总算又能思虑如常了！

滕侃拆开封口，抽出一张公文便笺，只
见上面写有寥寥数行字迹：

兹有蓬莱县令狄仁杰， 赴州府议事过
后，行将返回治所，可在牟平逗留七日，务
必匿名来去。望对其人多予协助。登州刺史

狄公来访

管家刚一离去， 滕侃连忙走到乌檀木
长榻前。 这长榻摆在墙边，专为会客之用，
上方悬着一幅山水画。 他坐在左边一角，确
认从此处只能看见一半漆屏， 旋即又转回
书案旁。 谢天谢地， 自己总算又能行走稳
健，不过头脑能否保持清醒呢？ 滕侃立在地
上，正神思恍惚时，只见门扇开启，管家送
来一份大红名帖，上书“沈墨”两个大字，
左下角用小字注明“商行经纪”。

来客身量颇高，双肩宽阔，蓄着一副漆
黑的美髯，身穿一件褪了色的蓝袍，两手笼
在阔袖中躬身一揖， 头上戴的黑帽并未镶
有官徽。 滕侃长揖还礼，客套寒暄几句，请
客人在榻上小茶几的左边落座， 自己坐在
另一侧，示意站在门首的管家退下。

门扇关闭后，房内只剩下宾主二人。 狄
公迅速打量了滕侃一眼， 欣然说道：“久闻
滕县令大名，在下早就想来拜会，当日尚在
京师长安供职时， 便已闻得众人盛赞滕县
令为诗坛圣手，为官亦是素有能名。 ”

滕侃拱手一揖，“狄县令谬奖了。 敝人
偶尔信手涂抹几行，只为消遣片时闲暇。 狄
县令既长于撰文，又善于断案，辛苦忙碌自
不待言，从不敢指望竟会屈尊翻阅拙作。”说
罢住口不语，只觉得晕眩重又袭来，实难从
容应对周旋，犹豫片刻，才又接着说道，“刺
史大人道是狄县令须得匿名，莫非此行与查
案有关？ 出言唐突，还请见谅，不过……”

“绝无此事！”狄公说着歉然一笑，“我
竟不知刺史大人的引介信措辞如此简略，
还请滕县令勿要过虑！ 说来皆因我在蓬莱
一向不得空闲———此乃我首次离京外放，
阅历尚浅，难免格外费心费力，滕县令可想
而知。 今番被刺史大人召去议论海防要务，
从蓬莱渡海出去，便是高丽半岛，那边近来
颇不安宁。 我本想趁机轻松几日，不料刺史
大人派下许多公务来，从早到晚皆不得闲，
又有一位京师要人也驾临彼处， 并且……
滕县令想也明白， 被身居上位者召之即来
呼之即去是何光景！ 议事共用去四天工夫，
等我返回蓬莱， 无疑又得补办许多积压的
公事，心想何不顺便游赏几日。 贵县以风景
幽美、 古迹众多而著称———正如滕县令诗
中所描绘的一般，实是大好去处。 我之所以
想要匿名逗留，并自称牙人沈墨，原因便在
于此。 ”

“明白了。 ”滕侃点头说罢，心里却很
不是滋味：此人前来竟为游山玩水，简直岂
有此理！ 若是刺史在信中言明，定会先将他
晾在一边，过上一两天再做计较，脑中虽有
此想，仍是大声应道，“偶得闲暇离衙外出，
如平常百姓一般尽意游玩几日， 实为快事
一桩！ 不知随行者还有几位？ ”

“我只带了一名亲随干办，” 狄公答
道，“名唤乔泰。 ”

小住滕府

阔大的中庭对面有一座房舍， 滕侃引
路走入一间衙舍，地方虽不甚大，却十分整
洁。 书案上堆满了公文卷册，一个清瘦男子
坐在案后，看见滕侃进门，立时站起身来，
并示意一个正想躲入墙角的侍女退下，随
即跛行上前，躬身施礼。

滕侃字斟句酌地说道：“这位是沈先生
……哦，一位商行经纪，由刺史大人写信介
绍而来，想在此处小住几日，并四处游赏一
番。 沈先生如有疑问， 你务必一一详加解
说。”转头对狄公又道，“请恕在下失陪。午
衙开堂在即，非得去预备一下不可。 ”说罢
拱手一揖，转身离去。

潘有德请狄公在书案对面的一张椅子
上落座， 开口寒暄几句， 不过看去心不在
焉、面带忧色。 狄公见那滕县令也是说了几
句便匆匆告辞， 心想或许有一桩棘手的疑
案尚未了结，便出言询问。 不料潘有德立即
答道：“非也非也， 衙内只须处置些例行公
务。 此地一向平安无事，谢天谢地！ ”

“方才与滕县令会面时，” 狄公说道，
“听他提到正有一桩棘手事务，是故有此一
问。 ”

潘有德扬起双眉，“却是从未听说
过。”话音刚落，见方才那名侍女重又转回，
立时断喝一声，“过后再来！ ”待她快步离
去后，对狄公痛心说道，“这些蠢笨的丫鬟！
似是有人打碎了滕夫人内宅门口的大花
瓶。 此物本是一件传家之宝，老爷向来十分
看重，如今却没一人肯承认。 管家叫我挨个
儿盘问她们，好查个水落石出。 ”

“除了潘先生之外，滕县令可还有其他
帮手？ ”狄公问道，“通常说来，县令总有三
四名亲信随从吧？ 每到一处就任，这几人也
总是一路跟随。 ”

“说来应是如此，不过滕老爷并未遵循
此例。 他生性恬淡，甚至有些孤僻。 敝人乃
是这县衙里的常驻吏员。”潘有德皱一皱眉
头， 接着又道，“老爷定是为了花瓶而烦心
不已！方才他进门时，面色看去颇为不佳。”

“莫非滕县令患有什么痼疾？ ”狄公问
道，“我也留意到他面色苍白。 ”

“不不，”潘有德答道，“从未听他抱怨
过身体不适，近来更是兴致格外好哩。 大约
一个月前，他在庭院中不慎跌倒，扭伤了脚
踝，后来也已痊愈。 想来是炎夏溽热令他心
情不快。 我且来替沈先生看看哪些地方值
得一游，比如……”

潘有德开始讲述牟平的风景名胜，竟
至滔滔不绝。 狄公发觉此人饱读诗书，颇富
学识，对当地历史深有兴趣，然而不得不抱
憾辞去， 道是同行的随从正在衙院后街的
一家茶坊内等候。

“既然如此，”潘有德说道，“我就带先生
走后院的角门，省得从正门出去绕路了。 ”

潘有德引着狄公走回内宅， 虽然天生
畸足，走起路来却十分利落。 二人穿过一条

幽暗的长廊，这廊道似是横贯整个宅院，两
旁未开门窗，只在尽头处有一扇小铁门。 潘
有德上前开锁， 微微笑道：“就连这扇门也
是本地一景哩！ 七十多年前，牟平发生了一
场暴乱，于是修造了此门，作为一个秘密出
口。 先生想必听说过，当时的节度史赫赫有
名———”

狄公连忙满口称谢， 总算截住了潘有
德的话头，出门走入一条僻静的后街，朝着
潘有德所指的方向而去。

在第二个街角处， 狄公果然找到了那
家茶坊。 虽说午睡时间刚过，露天平台上却
已是人满为患，连一张空桌也看不见，客人
们穿戴齐整，正在悠闲地喝茶水嗑瓜子。 一
个彪形大汉独坐一旁，身着简素的褐袍，头
戴一顶圆形黑帽，正在专心看书。 狄公走到
近前，拉开对面的座椅，乔泰连忙立起。 狄
公已是身量颇高，乔泰却更要高出一寸，宽
肩粗颈， 腰身窄细， 一看便是武艺高强之
人，面上无须，相貌英俊，咧嘴笑道：“县令
老爷这么快就回来了！ ”

“不可再叫‘县令’！ ”狄公警告道，
“切记你我在此地皆是匿名！ ”说着先将椅
中的包裹挪至地上，然后坐下，又拍手召唤
伙计，命他再送一杯茶来。

(标题为编者所加，有删节）

“大唐狄公案”成功地造成了“中国的福尔摩斯”，并被译成多种外文出版，在中国与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 译文版
“大唐狄公案”计划出版十五种，由研究高罗佩多年的张凌担纲翻译并撰写兼具学术性和可读性的注释和译后记，是目前市面上仅见
的一人独立翻译的版本。 “大唐狄公案”第二辑包括《漆屏案》《朝云观》《红楼案》《御珠案》《断案集》，每卷配有高罗佩本人创作的插图，
古韵盎然，令人赏心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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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罗佩（1910—1967）
荷兰外交官，著名汉学家，先后

在荷兰驻日本、中国、印度、马来西
亚等国的使馆工作， 精通多种欧亚
语言， 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传奇
人物。 他曾评价自己一身三任：外交
官是他的职业， 汉学是他的终身事
业，写小说是他的业余爱好。 代表作
有 《琴道》《秘戏图考》《中国古代房
内考》等，而大型推理探案小说系列
“大唐狄公案”在东西方读者中影响
巨大。

创新塑造实力，品质成就梦想
———记上海久鼎绿化混凝土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 仁

李仁，江苏启东人，上海久鼎绿化混凝土
公司董事长。2003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听朋友
说国外有一种混凝土上能长草的技术,随后,
他了解到这种产品在市场上有独特优势,使
用前景将非常广阔。 从此,他踏上了一条要
让混凝土上能绿草茵茵的探索之路!

“现浇绿化混凝土” 是对传统护坡技术
的一次革命。具有高强度、高透气性、耐久性、
抗冲刷力强、抗冻融性好等优势;适用于江河
湖海水系、黑臭河道治理、硬质护坡改造、道
路交通、绿色建筑及海绵城市等工程;起到固
土护坡、改善生态和美化环境的作用。 现浇
绿化混凝土完全现场浇制,减少了二次搬运
的一切费用,大大节约了人力物力,降低了工
程造价,缩短了施工期,为节能减排起到了理
想的效果,完全符合国家提倡 " 节约型、资源

型、环境型、低能
耗 "的新理念。 对
生态环境、大气环
境、声音环境及自
然景观改造具有
革命性的影响,意
义深远。

对于公司的
未来，李仁先生希
望加大宣传推广力度， 让更多的工程项目引
用他们的先进技术， 将产品应用到需要的地
方。 同时他也希望在这一过程中可以得到国
家相关政策的支持， 尤其在知识产权保护方
面， 已吃过一次亏的他希望今后少发生类似
事件，减少创新资源流失，保护企业发展的生
命源泉。 （赫 敏）

匠心为“瀛”诚作金 千年丝路再扬帆
随着时代的不断推进， 越来越多的化纤

代替丝绸送进千家万户， 丝绸慢慢的淡出市
场。 上海金加瀛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卢亚波
慧眼识金， 在大别山被绵软的蚕丝被深深吸
引， 开始从事蚕丝类家居用品艺术设计与生
产制造。

蚕丝素来以舒适柔软著称， 但由于价格
昂贵， 寿命短等原因， 蚕丝行业一直不温不
火。 而免翻工艺的开发意味着蚕丝被可以跳
出这个限制， 使其在使用五到十年甚至更久
之后依然保持蓬松的状态。 于是卢亚波果断
投身蚕丝行业， 通过古法制造生产出优质的
蚕丝制品，为用户带去更好的体验。

金加瀛公司自产自销， 每一道工序都严
格把关， 决心制造优等品丝， 高标准生产蚕
丝，生产好产品，让世界看到中国人以诚信为
本。 金加瀛公司致力于以传播中国丝绸文化

为使命，传播健
康睡眠为本心，
立足于社会责
任，生产优质产
品，这是一个优
秀企业家的重
诺，也是一个优
秀企业的本心。

作为中国电视购物商品领军品牌、 首届
国际进口博览会洐生品定制商上海金加瀛创
始人的卢亚波女士更荣获 2018 年联合国妇
女大会“全球杰出女性奖”。而说到公司的发
展规划，卢亚波满怀深情的说道：“未来三到
五年，公司要用诚信与匠心，不断的优化蚕丝
产品，同时要不断创新，致力于打造蚕丝产品
个性化定制，将中国古老蚕丝时尚化，让中国
蚕丝历史鲜活起来。 ” （赫 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