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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

张知渔中校被重新任命为特种兵司令部特战工作室

主任之后， 他逐渐感受到了出任一号军事首长的诸多麻

烦， 因此打算到下属部队去溜达放松几天。 可是他的意

图却被下属部队的老战友识破了， 自然也就没人愿意主

动协助他下去溜达几天了。 正当张知渔无计可施的时

候， 胡成中校提醒了他， 因此他才知道， 作为一号军事

主官， 他是可以随时走动一下， 去检查管理部队的。 于

是， 张知渔便从行动组调来了张华、 黑龙、 猪兔、 可可

鸭作为临时性随行人员， 和他一起去下面暗查部队的

情况。

　 　 张知渔第一个暗查的目标是以黑鸟和蝙蝠为领导的

小五星基地的作训组， 他打算奇袭作训组并活捉黑鸟和

蝙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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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然而， 张知渔的奇袭行动计划并没有成功， 黑鸟和

蝙蝠事先有了应对之策， 并且成功地活捉了张知渔以及

与他随行的四个部下。 这就使张知渔被俘变成了 “腊

肠” 的笑话了。

　 　 随后， 在 “ＴＸ 部队” 临时休息时， 张知渔被马龙

部队长发现， 并遇到了来自国外的神秘的特种兵军官。

外国特种兵军官来 “ＴＸ 部队” 干什么？ 马龙部队长带

着外国特种兵军官来探访张知渔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张

知渔无法知道。

　 　 然而， 一次特殊而又神秘的任务却由此拉开了序

幕……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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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被俘 （上）

我也挺伤感的， 心里并不认为牟军士长是

个坏兵。 牟军士长犯的过错和罪行有上级强迫

的原因， 也有环境造成的原因。 然而要点是牟

军士长是始终有良知的， 并希望悔过和立功

的， 而且也已经立过功了， 也是可以改变的

兵。 因此我一直记得和牟军士长一起在 “雪

域战” 里的经历， 这才希望帮助他。
——— 《命悬一线》

　 　 五月， 南方热烈的五月。
　 　 说心里话， 最近我心里比较烦， 因为我们部队总是

频繁地开会。 当然了， 作战部队开会是必须的， 也是经

常性的， 也可以说是应该的。
　 　 但我并不是一个喜欢开会的人， 这就是我比较烦的

原因。 我也奇怪， 还真有喜欢开会的人和非常喜欢开会

的人。 比如我们特战工作室的英雄兔大人和舒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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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在这里我先不说喜欢参与各种会议的英雄兔大人

和动不动就召集召开会议的舒兰上校了， 我都懒得搭理

这两个总是喜欢盯着我的家伙。
　 　 我想说的是， 不论人数众多的扩大会议， 还是人数

少的主要部门领导的日常碰头会议， 或者是党内成员的

传达什么新动态的会议， 我都是不太喜欢参与的， 但又

是必须参与的， 尽管我才是预备党员。
　 　 因此我心里就有了点儿不大不小的麻烦， 就是不论

在什么形式的会议上， 我的精神总是溜号的， 总是无法

集中精神投入到会议中的。
　 　 我自己也知道这样下去是不行的， 因为我已经是一

方军事作战部门的 “大员” 了。 而且我的部门又是非

常特殊的作战部队， 我又是一号军事主官， 怎么能讨厌

开会呢？ 可是尽管我留意到了我的溜号问题， 但我还是

克服不了开会精神溜号的毛病， 也一直没有找到好的方

法解决这一麻烦。
　 　 我时常在会议上幻想， 也许等我的年纪再大一点

儿， 哪怕再大那么一小点儿吧， 我就可以克服开会溜号

的毛病了， 也会喜欢开会了吧。
　 　 当然， 这只是我一厢情愿自我安慰的想法。 而且我

从心里往外真正想说的是， 我们部队的会议能不能少开

几次、 减少一点儿呢？ 现在都是什么世纪了， 也没必要

大家总坐在一起， 聚在一间会议室里……听什么人絮絮

叨叨， 再絮叨个没完没了吧！ 就不能就事论事， 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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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说建议、 说精神、 说内容， 说完就是完了， 就快点

儿散会去做了吗？ 那样开会磨叽问题、 浪费时间， 那就

是很好地解决问题了吗？ 我想， 那也是不确定的吧？
　 　 我这样抱怨我们的会议形式和开会时间太长的弊

病， 那是因为我比较喜欢电话会议和网络会议以及作战

会议……
　 　 我还有其他的抱怨在这里就都省略过去吧， 不说

了， 也许是因为我还不太适应新岗位的关系， 我只是在

心里发发牢骚而已， 还改变不了什么。
　 　 我还挺奇怪的， 我们特种兵司令部其他部门的领

导， 看上去都是喜欢并习惯开会的， 好像都比我适应开

会。 不论什么会议， 他们大都能精神饱满地参与其中。
　 　 我想， 这也是一种在现实生活中磨炼出来的神秘的

内功吧？ 那么这种功夫他们是怎么修炼出来的呢？ 这使

我由衷地赞叹， 也是我目前无法达到的境界。
　 　 这里就要说说我们特战工作室的其他三位团级领导

了， 也就是舒兰上校、 胡成中校和徐小侠中校———英雄

兔中校了。
　 　 我的这三位工作上的搭档， 他们各自的开会特点也

是有所不同的。 上面我说了一句我的 “紧箍咒” 舒兰

上校原本就是个喜欢并时常布置召开各种会议的人， 同

时还是一位在各种会场 “泡” 出来的 “雌性老油条”。
舒兰上校又是原情报部门的老情报分析员， 那就是个

“人精” 了吧。 她参与会议的 “内功” 似乎已经修炼到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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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火纯青的地步了。
　 　 我观察过舒兰上校， 因此在她的全面能力方面， 我

对这位上校生出了 “无限的敬佩之意”。 我曾经设想

过， 假如舒兰上校连开一年的会议， 她肯定都不会烦，
还不会因在会议期间吃得太好、 运动太少而使身体变形

走样， 并且还能遥控指挥安排好自家后方的日常工作，
还能同步进行公关活动， 搞好上级和下级以及其他兄弟

部队之间的关系。 我用牛肉罐头来打个比方， 我们的舒

兰上校整个就是个内外兼修的 “出口全能型牛肉罐

头”， 无论会议开到哪儿， 她都会在那儿受到欢迎。 因

此， 这位 “紧箍咒女上校” 是最能叫我在不理解中

“臣服” 的家伙了。 我都有点儿怕她了。
　 　 再有就是胡成中校和我的关系……用对方的话来

说， 我和他就是 “铁磁” 那样的关系了。 “铁磁” 啊！
什么意思呢？ 就是 “铁” 与 “磁” 结合出来的玩意儿

了， 就是突然好到不得了的不分彼此的美好关系了。 大

概是 “知己” 的当代别称吧。 胡成中校在开会时也是

叫我心生佩服之意的一位老油条。 我观察下来， 胡成中

校在会场上好像不是在开会， 而是在休闲， 是玩着、 悠

闲着、 聊着就把会议开完了， 而且向上级汇报、 向下级

传达完全可以做到滴水不漏、 轻松自如。 在对付开会的

能力上， 我看胡成中校就是 “国产牛肉罐头” 中的那

种不含任何违法的食品添加剂及转基因成分的少见而又

有营养的 “国产名牌牛肉罐头”。 这是我给胡成中校的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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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
　 　 接着我该说说我们可爱又可恨的英雄兔大人是怎么

应对开会的了。 上面我说了一句， 英雄兔大人是喜欢开

会的人物之一。 那么我还是用 “牛肉罐头” 来针对英

雄兔大人打个比方吧。 在对付开会的问题上， 我们的英

雄兔大人不是国产的牛肉罐头， 也不是出口的牛肉罐

头， 而是 《西游记》 里那位 “天上神仙太上老君的五

色神牛的肉做成的神牛肉罐头”， 这样的牛肉罐头人间

是不会出现的。 因为英雄兔大人往往在开会时……不论

面对什么职位的上级和下级， 英雄兔大人就是发言或讲

谈的 “活力全开型” 的人物。 没有他的发言， 他也能

给自己找到发言的机会； 不是他的讲座， 他也可以轻松

地将讲座人的目光拉扯到他擅长的方面， 然后抢过讲座

人的话题开讲他的观点……我们都知道英雄兔大人说话

是有特点的， 就是出口成语一连串， 犹如长江大河浪花

汹涌没有穷尽的， 那就是语言上的天下无敌。 这样的人

在会场上发言或即兴演讲……往往会场上就会出现两种

场面： 一是 “开锅”， 笑声不断； 二是 “争议”， 引起

矛盾冲突， 争论不休。 还会产生一个要命的意外， 就是

往往会议不能在预定的时间里完成全部议程， 主要就是

因为英雄兔大人的发挥而超时， 还会迫使其他人没有了

发言时间， 最终造成会议延时。 仅就这一点， 是我最在

意、 最闹心、 最无法容忍的， 也是我最无奈的。
　 　 说心里话， 我就是因为英雄兔大人在开会时的表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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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进而越来越烦他了， 也更为讨厌开会了。 因为具备

英雄兔大人开会特点的人物真的很多。 在那样的家伙看

来， 似乎开会发言说事就是战场， 就得抢着往上冲， 也

是要 “不怕牺牲” ……
　 　 我也因此回顾了和英雄兔大人的交往， 进而发现了

一个问题， 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开始越发反感英雄

兔大人的废话了。 我曾经不断地暗示英雄兔大人， 希望

他可以改掉说废话的毛病。 但要命的是， 由于我和英雄

兔大人的工作关系， 再加上过命战友的关系， 往往使我

不能非常明确地告诉他我烦他在会场上的表现。 英雄兔

大人正是因为在每次会议中说废话的问题非常突出， 因

此， 在后来的每次开会时， 他都会被主持会议的上级限

定发言时间。 这样一来， 要是换了别人， 肯定会注意起

来， 改变一点儿， 也好叫别人有时间休息休息耳朵并且

有时间思考一下， 做些发言准备。 可是不行， 英雄兔大

人虽然会严格地遵守给他规定的发言时间， 也知道在他

发言的时间到了的时候暂停一下， 可是他接着会非常严

肃地对大家说： “请大家注意， 我的发言时间用完了。
但是我精心准备备感有味味道独特特别有料的文字稿还

没有说完， 那么怎么办呢？ 就是办无可办办不到了吗？
不会的， 的的确确是不会的， 老天爷是饿不死瞎眼小鸟

的， 有道是有心人是天不负的啊。 因此需要你们注意非

常注意……某某某， 你不要打哈欠啊！ 有点儿礼貌啊，
你是军人啊！ 要知道会议无小事啊， 你还要不要破脸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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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 注意注意， 我很快就说完了， 我下面使用的发言时

间是我们张知渔主任的发言时间……” 这不能怪英雄

兔大人， 因为我的发言时间从来都是用不完的……
　 　 连续的总有的会议搞得我精神萎靡、 疲惫不堪……
不光是会议， 还有我们特战工作室的乱七八糟的往往想

都想不到的琐碎的破事， 烦得我啊……我从前都想不到

做个部门一号首长会有这么多需要我做决定的事， 我都

有些应付不过来了。 但是我还得打起精神来处理啊， 这

是我的工作， 必须是我干的啊！ 司令部的会议内容、 决

策任务是要落实和传达的， 本部门的事要及时发现及时

处理的……
　 　 真是要了我的老命了。
　 　 说一句心里的大实话， 我都有些讨厌当一个部门的

一号主官了， 破事简直多到难以想象， 几乎就没有我想

干的事。 那是种什么感觉呢？ 就像是有一个极大的家庭

的老爷爷， 有钱有权的那种老爷爷， 这多好啊， 是吧？
但是没有闲着的时候， 不论什么事都得参与， 都得拿出

主意来， 拿不出主意和办法， 工作就会停摆。 做那种老

爷爷有意思吗？
　 　 我在会场和在我的办公室里面对文件时总会溜号，
会不由自主地在脑海里回忆起我和战友们出任务时的某

个场景， 这些场景会不自主地从我的脑海里冒出来。 有

时我突然想起憨猪上尉的某句话就会在脸上露出莫名其

妙的笑容； 有时想到某个牺牲的战友我会突然觉得伤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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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也会在脸上显露出来； 有时我会想到某次特战， 要

是换作另外一种安排也许就会是不一样的结局……而且

我往往那样溜号的时候， 我还没能及时注意到自己是身

在会场听报告或是在办公室里看文件……我就这样溜

号、 偷笑、 沮丧……
　 　 这就是我和蜘蛛少校过年休假归队之后， 正式就任

特种兵司令部特战工作室中校正团级主任两个多月以来

的主要经历了。 我心里真的开始讨厌我的新职务了， 太

麻烦了， 处处有劲儿不使不行又使不上劲儿的感觉， 要

多烦人有多烦人， 而且还不能明明白白地表示出来。
　 　 可是在这种职务上这样干是不行的， 军人没有那么

多的自由， 军人也不能散漫， 军人必须做好自己职权之

内的事， 还要兼顾好其他方面的事。 可是我不开心又怎

么办呢？
　 　 在这种情况下， 我往往可以想到并使用一些方法做

一些小小的 “逃避开会” 和 “不理会杂事” 的事的，
我没必要整天像颗钉子似的摆在我的一号位置上， 明明

不想干正事又不得不干正事还神游物外左右分心。
　 　 这样的想法是在最近一次特种兵司令部召开的军事

扩大会议上突然冒出来的。 我使劲儿打起精神， 用眼睛

盯着做报告的纪副政委的嘴巴， 然而思维却一下子溜号

了， 不知怎的， 脑海中就突然冒出了上面的想法， 以至

于再也压不住了， 兴奋得我的小心脏像开了锅似的。
　 　 当然， 要想做成合乎情理的 “逃避” 的事和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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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会本职日常工作” 的事， 那也不是很容易办到的，
还得我自己找出一个既美妙而又不会被指责的合情合理

的机会……我有点儿想念蝙蝠少校了。 真的！ 假如还是

蝙蝠少校做我的副手， 我几乎是什么琐碎的事也不用干

的， 也不用去操心的。 我只需要专心研究我的战术， 自

然就轻松多了。
　 　 可是现在的我不行， 我的脑袋上面有位火眼金睛的

女性 “紧箍咒”， 她居高临下， 从上面时刻压着我、 瞄

着我。 我的两位生死战友那种交情的助手， 他们各自都

有分管的部门， 又都会巧妙地干些表面光的事， 屁大点

儿的事、 完全可以自己解决的事也要向我认真汇报， 要

我拿出主意， 名义上是尊重我， 当我是一号， 是盘大

菜， 实则也不尽然， 而是把事情转给我， 他们好偷懒不

用开动脑筋。 面对这样的两个副手， 我就得整天待在办

公室里等着处理琐碎的事， 或者坐在会议室里守着文件

和水杯， 胡思乱想发霉了。
　 　 我是影子鱼， 想做什么总会找到实施的机会的， 也

总能创造出这样的机会。 就这样， “逃避会议” 和逃避

其他乱七八糟的日常事务的计划， 就被我人为地在脑子

里溜达一会儿创造出来了……
　 　 我得计划好了， 得溜出去走走了。
　 　 我是利用周一早上我们四个人的例行碰头会的机会

实施我的逃避计划的。 当然在那之前， 我先做了必要的

安排， 就是给下面我管理的部门打招呼， 也就是暗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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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整点儿麻烦的事出来， 上报到特战工作室。 这样我就

有机会趁机下到下面的部队去玩玩了。
　 　 没错的， 我就是想出去玩玩的， 我都憋坏了， 都发

霉了。 可是我在提前实施的这个计划中， 初期是并不顺

利的， 是失败的。 也就是我暗示的家伙没有真正理解我

的意图， 表现得蠢极了。 这叫我非常失望和生气。 事情

是这样的， 这得从上周五开始说起。 我在上周五开始实

施 “溜出去” 的这个计划， 记得那时是上午 ９ 点 １２
分。 我想好怎么暗示行动组组长小飞侠少校， 就和他取

得了电话联系。 我在电话里对小飞侠少校说： “我这一

阵子很忙， 实在是太忙了， 忙得我都不知道东西南北

了， 都记不得你们长什么样了。 所以我就没时间也没机

会下去看看你们了……我在等一个可以下去转转看看的

机会啊。 至于你呢， 我知道行动组的 ‘小爷爷’ 们太

多了， 虽然你是老少年特种兵， 但也是个新官， 如果管

理不好， 也许会出点儿不好解决的麻烦， 因此你不要隐

藏行动组的任何问题， 有了问题马上上报工作室， 我会

在第一时间赶到你那里。 另外我也很久没见到你们了，
也有点儿想了。 嘿嘿！ 就这样吧。”
　 　 然后我就放心地开心地等着小飞侠少校理解我的意

图， 在周一打个报告上来， 我好趁机下去溜达溜达。 这

是多么容易理解的上级的意图啊， 就算真是个笨蛋型号

的下级， 那也会明白我是什么意图的吧？
　 　 然而周一早上， 小飞侠少校还真的打了报告电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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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 我先看到了， 但报告上说的却是他的行动组怎么

团结、 怎么和谐、 怎么一团和气、 怎么斗志昂扬、 怎么

期待新的任务， 没有任何让领导不能放心的意外和麻

烦。 按程序， 这份报告又交到了舒兰上校手里， 在开碰

头会之前， 舒兰上校的电话过来了， 说看了行动组的电

传汇报， 很好， 提出口头表扬小飞侠少校的行动组……
我真是气得够呛……小飞侠少校这个浑蛋， 破旧的脑袋

里真是少根弦， 怎么就没能正确理解我的意图呢？ 我都

在电话里亲口告诉小飞侠少校有点儿想他们了， 他还不

明白我想下去玩玩吗？ 就算小飞侠少校随我时间短， 不

明白我的真实意图， 那么行动组的副组长狼兔少校、 含

羞鸟少校， 我的那些老兄弟们总应该明白我的意图啊。
小飞侠少校接到我的电话肯定会向行动组几个头儿头儿

汇报， 一起商量对策的……这三个大浑蛋， 他们都想什

么， 都理解什么去了？ 不对！ 整个行动组的领导成员都

是浑蛋， 他们都可以， 怎么就没能明白我的暗示呢。 他

们一定是集体在装糊涂， 就是不想我下到他们那里

去……就是这样了， 他们行动组是不想我去的。 但是这

不行， 我的第一次暗示没有成功那么就再来一次。 于是

我马上电联了女子特种兵组组长青小蛇少校。
　 　 我当时想， 不能去稍远一点儿的行动组， 那么就去

近处的女子特种兵组待两天也行……一天也行， 半天也

行……反正都比待在办公室等批示文件、 等开会、 等发

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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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同青小蛇少校在电话里说了和小飞侠少校说的

一样的内容， 我的心里却有点儿紧张了。 因为青小蛇少

校精得像 《西游记》 里面的蛇精， 一晃脑袋就是几百

个问号的人物。 她青小蛇少校肯定能一下子就明白我的

真实意图。
　 　 我真的有些紧张了， 担心被青小蛇少校揭穿、 嘲

笑， 外加严词拒绝。
　 　 青小蛇少校在电话里沉默了一会儿， 我都忍不住用

咳嗽提醒她了。 青小蛇少校才轻微地咳嗽了一声， 说：
“原来是一号啊， 是头儿啊！ 你好早哦， 太阳都出来了

哦！ 对了对了对了， 头儿哦， 你好像你这是你就是就任

一号首长之后第一次给我来电话吧？ 我都紧张死了， 接

电话的手都打哆嗦了， 一直打哆嗦。 原来不是要紧要紧

的事啊！ 就是这个事啊。 那么这样看， 那个传说就是真

的了哦。”
　 　 我反而愣了， 便问： “你说什么？ 什么传说？ 什么

真的？”
　 　 青小蛇少校在电话里又是咳嗽了一声， 接着是故意

弄出的咳嗽声……我听出来青小蛇少校就是故意用咳嗽

掩盖什么。
　 　 我说： “到底什么什么证明了什么？ 说啊！”
　 　 青小蛇少校的声音从电话里出来： “什么什么什么

怎么也不能证明什么怎么和什么就是和你说也说不着也

什么和怎么都和你没怎么什么关系。 我猜你烦了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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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我猜你都快烦死了是不是？ 我猜你希望我说什么是

不是？ 太好了头儿哦。 我就说我猜你不习惯当那么大的

官是不是？ 我猜你被情报上校伟大的剩女小巫婆盯得死

死的没咒念了是不是？ 我猜你想叫我帮你作弊解救你到

我这里猫两天呼吸下自由的空气是不是？ 我猜你现在还

待在牛皮沙发里发霉是不是？ 我告诉你啊， 活该哦！ 你

自己好好待着发霉吧， 我一堆事呢。 我们女子特种兵组

的事你帮不上忙， 你来也是给我添乱。 你好好待着发霉

吧。 再说我们女兵都不想看见你个大头鬼。 知道了， 就

是这样。 报告完毕！ 哎呀！ 头儿啊， 我说心里话吧， 真

的什么和什么和你什么关系也没有。 别再问我什么怎么

了， 我什么也不知道， 什么也听不懂。 我都连续感冒发

烧 ９８ 度了， 也没有什么破人问候安慰一下我。 可是你

来电话太好了， 我骂你一顿马上就退烧了。 再见吧您

哪！ 拜拜哦！ 别来哦！ 不待见你哦！”
　 　 我叹口气， 放下了电话听筒， 站起来原地转了一圈

儿。 我没再想青小蛇少校不打算告诉我的什么怎么证明

了什么的事。 在我看来， 那也许是她们女子特种兵组内

部的什么女兵和女兵之间发生的事， 我是不会去理会那

样的女兵个人的事的。
　 　 我转圈儿时脑子里想着青小蛇少校， 又通过青小蛇

少校突然想到驻地很远的蝙蝠少校和黑鸟少校———我最

后管理的部下， 他们也是我的最后的出逃指望。 对呀！
要逃避、 要溜出去玩玩， 为什么不溜达得远一点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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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可以顺道去看看马龙老哥部队长， 再去看看顺风兔

少校、 猴兔少校、 水鸟少校、 熊兔少校他们……
　 　 我想着却又犹豫了， 心想这次我不能做暗示了。 我

再对部下做暗示， 容易被他们装糊涂蒙混过去， 就像小

飞侠少校那样做的； 也容易被部下装作发烧用语言嘲

笑， 就像青小蛇少校那样干的。 我干脆明着告诉蝙蝠少

校， 让他给我想个招儿， 制造个事件出来， 我好去小五

星基地溜达溜达。 老伙计蝙蝠同志一定会完成我的心愿

的， 而且我可以打赌， 蝙蝠、 黑鸟他们也是非常想见到

我的。
　 　 我想着都笑出声了， 好在我的大大的办公室里只有

我一个人。
　 　 我忍着笑， 忍着小心脏里翻出的小冲动和小兴奋，
还想着这一次一定可以从舒兰上校的眼皮底下溜出去玩

玩， 就要海阔凭鱼跃了， 就要……
　 　 我又坐下来， 给蝙蝠少校打电话。 我不能给作训组

组长黑鸟少校打电话， 那个家伙有时大脑是直溜溜的一

通到底， 是不懂得拐弯儿变通的， 因此这事就得找蝙蝠

少校。
　 　 我听着电话的铃声直响， 心已经带着我的身体飞向

了小五星基地……
　 　 蝙蝠少校的声音从电话里出来了： “报告张主任，
我是卫星， 完毕！”
　 　 我说： “小点儿声啊， 你个臭蝙蝠。 你听我说，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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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出声啊。”
　 　 蝙蝠少校的声音： “好吧！ 你想干什么？ 我先告诉

你， 叫我帮你逃出牢笼， 门儿都没有， 就是没商量。 青

小蛇什么都告诉我了。 说别的， 下指令啥的， 你请开

口吧。”
　 　 我一下就哑巴了， 吸了几口气就说： “你滚蛋！ 我

找黑鸟。”
　 　 蝙蝠少校的声音： “等着！”
　 　 我就等了一秒钟， 也就一秒钟而已。
　 　 黑鸟少校的声音从电话里出来了： “头儿， 我就想

告诉你， 我真的好想好想你， 但是我不能爱你， 也不能

见你。 你在大办公室里接着发霉吧！ 拜拜！”
　 　 我的电话就被黑鸟少校弄断线了。
　 　 原来蝙蝠少校和黑鸟少校两个家伙在一起接我的电

话。 我一连气地吞了几口唾液。 我想完蛋了， 我一个中

校正团级主任军事主官， 上任两个月就要发霉了。 怎么

办呢？ 我干脆辞职吧， 还去当行动组组长吧……可是我

的脑海里一下又闪出了蜘蛛少校的小脸， 蜘蛛少校要是

知道我想辞职， 她会毫不犹豫地杀了我。 我越来越感到

蜘蛛同志是非常希望我将来成为特种兵司令的， 而且越

早成为将军越好……尽管蜘蛛同志从来没有明说过， 但

是我真的知道， 她的小心眼儿里希望的就是这个。
唉……
　 　 可是我怎么办呢？ 没有一个战友可以把我解救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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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儿两天， 不用两天， 哪怕就是一天也好啊。 而且他们

都知道我在发霉啊。 这群浑蛋！
　 　 我的无聊感上升了， 在办公室里坐下来， 拿起水杯

喝水， 水杯却是空的。 我就站起来， 想去接点儿水， 可

又想， 我是不渴的。 我就放下水杯， 抓过几份上周五传

来的文件看， 都是会议纪要和要传达的工作安排……
　 　 老天， 我的脑袋就大了……
　 　 我放下文件， 站起来去饮水机接水， 我的办公室的

门被敲响了， 我想， 这是来催我去参加例行的碰头会

啊！ 我就回头坐下， 放下没接成水的杯子说： “请进！”
　 　 门开了， 是胡成中校走了进来。 我向胡成中校的手

里瞄瞄， 我的小心眼儿就堵得更加严实了。
　 　 我想， 又是一堆文件啊！ 我看着胡成中校自己坐

下， 就坐在我的办公桌对面， 手里的文件没像以往那样

放到我的办公桌上， 再推到我的眼皮底下， 这次他没有

这样做， 而是自己拿在手里， 而且还冲我张开大嘴打个

大哈欠……说： “老张……”
　 　 老张的叫法是胡成中校对我的全新的偶尔才用的称

呼， 没人在的时候他就喜欢叫我老张。 我也没办法， 我

重交情， 自从认了胡成中校是生死战友之后就不能再拿

官架子压他， 我也不是个摆官架子的人啊。 我总不能因

为他叫我老张就批评他吧。 我还得点头答应着……
　 　 我就点了下头， 表示听到了。
　 　 胡成中校扭头往门外看看， 又扭回头看着我说： “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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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我完蛋了。”
　 　 我吓了一跳， 努力集中精神才没有把要打的哈欠打

出来， 但是我的表情就是要打哈欠的样子。
　 　 胡成中校说： “打哈欠传染啊！ 好好打一个哈欠出

来才叫舒服， 打不出来才烦啊。 加油， 跟我学……一起

打……”
　 　 我的哈欠是没能及时打出来， 也就很是难过。
　 　 我说： “你是干什么来的？ 什么你完蛋了？ 要完蛋

就早点儿完蛋啊， 少在这里烦我。 开会前我会去的， 不

用你总是来提醒。”
　 　 胡成中校说： “你等会儿等会儿， 给我等会儿！ 我

先说我怎么完了的事吧。 就是你马上要当叔叔了， 你明

白了吗？”
　 　 我说： “瞎说， 我才多大， 能当谁的叔叔？”
　 　 胡成中校说： “什么智商， 你啊， 脑残了吧？ 你能

当谁的叔叔， 你不知道我告诉你吧。 你可以当我儿子的

叔叔， 明白了吧？ 还不是一个儿子的叔叔， 是两个……
没准儿有一个是女儿哪。 两个小家伙是抱在一起的， 脸

对脸住在他们妈妈的肚子里， 就是看不出男孩儿、 女孩

儿， 没准儿是一对男孩儿， 或者是一对女孩儿， 但最好

是一个男孩儿和一个女孩儿。 你说我不是完蛋了吗？ 两

个孩子出来就要吃要喝吧， 我拿什么养？ 所以你当叔叔

的得准备帮忙吧？”
　 　 我听懂了， 原来是胡成中校和鲁军医有孩子了， 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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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对双胞胎。
　 　 我说： “那太好了， 怎么不能养？ 养孩子要不了多

少钱的。 你爸爸养你就没花几分钱的。 你是高兴得迷

糊了。”
　 　 胡成中校说： “你当是养狗崽子啊？ 我爸爸养我就

是像养狗崽子。 得了， 和你说不清这个， 你还是个小屁

孩儿， 被老爷爷当狗崽子养大的小屁孩儿。 现在养孩子

可和以前养你这样的劣质品不一样了。 现在叫精养儿女

啊。 什么是精养儿女？ ……得了， 和你说这个是浪费我

的智慧。 你记得多给你侄儿、 侄女买进口奶粉就行了，
在你出国作战时记得缴获了外国奶粉就给你侄儿、 侄女

背回来。 叔叔可不能白当啊！ 哎呀！ 你说我进来找你干

吗来了？”
　 　 我看着胡成中校， 也不知道这家伙拿着文件进来是

干吗的。
　 　 胡成中校抬手抓脑袋， 把军帽也弄歪了， 又是满脸

疲惫胡子拉碴的……像个打了大败仗的 “美国军官”。
　 　 胡成中校嘟哝： “什么脑袋？ 我干吗来了？ 我说这

是什么事吧， 咱们新成立的部门事就是多， 忙不完的国

事， 干不完的家事。 还是你好， 闲得屁股疼……怎么你

瞪什么眼睛？ 就是你好， 整天像个流动的佛像似的待在

办公室里， 不动脑筋， 就动动笔， 动动嘴， 看看电脑，
划拉几笔破字， 开会还能睁着眼睛睡大觉。 你多好。 几

乎所有的事都压在我和徐小侠还有舒兰身上， 有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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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家伙， 你就知足吧。 可是我来找你是什么事怎么想

不起来了呢？ 老张， 说真的， 我要是坐了你的位置， 我

可不会老是坐在中军帐里当佛像， 我想去下面就去下

面， 想去上面就去上面。 那是一把手的自由， 知道吗，
小子？ 一把手动起来一样是工作。 可你都干了些什么？
像老鼠一样做窝猫冬吗？ 现在是热烈的春天啊。 得， 我

去找舒兰问问是什么事吧。 我真是忘了。 她老舒会骂我

的。 老张， 我和舒兰是什么交情你知道吧？ ‘闺密’ 一

样的铁哥们儿啊。 可是那是从前了， 现在她是我的顶头

直线的上级。 老天啊， 没见过那么爱当党委一把手的

人。 我可以叫你老张， 可不敢叫她老舒， 再说她一个大

龄老剩女精力不多就不对了。 可是咱们不行啊， 会累

的。 得了， 去挨批吧。 你等我啊， 我问了什么事就回来

告诉你。”
　 　 胡成中校起身整理了帽子军容， 然后拿着文件才出

门去了。
　 　 我的心里却乐开了花， 真是高兴啊！ 胡成中校一番

废话提醒我了。 我是特战工作室的一号首长， 舒兰是党

委的一号首长， 相当于政委的角色。 从理论上讲， 舒兰

是可以管我的， 但是在管理部队上我才是一号啊。 那么

怎么管理部队是我的职责， 我是坐在办公室里管理还是

行动起来管理也是我的自由啊。 这可太好了！ 我怎么就

没有事先想到这一点呢？ 太好了， 幸亏胡成中校啊， 胡

成中校真是我的福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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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着胡成中校出了门就跳了起来， 心花怒放的感

觉。 我想， 那就行动起来吧， 我一刻也待不下去了， 先

去作训组修理修理臭蝙蝠和变坏的臭黑鸟……
　 　 我又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心想胡成中校说的也对，
我们是刚刚成立的作战部门， 事太多， 他们都在忙， 而

我主要的问题还是不太适应我的新职务……我这样一走

了之， 是不是有点儿说不过去啊？ 可是我的心已经飞向

了小五星基地。
　 　 我想， 我动起来也是工作啊， 多么美好的借口啊。
得了， 行动吧。
　 　 我就抓起电话打给了综合组的李岚少校， 叫她给我

安排去基层部队巡查的事项， 并要她不要惊动下面的部

队， 要对我的行动做到保密， 我是出去暗查。
　 　 李岚少校回答： “明白。”
　 　 但是李岚少校又加了一句： “那么要通知蜘蛛安排

综合组的人员随行吗？”
　 　 我说： “这是下去暗查部队的日常工作， 为什么要

告诉蜘蛛安排综合组的人员随行？ 不用了。”
　 　 李岚少校在电话里又说： “哦， 明白！ 那么你打算

叫什么人随行呢？”
　 　 我才知道作为一个部门的一号首长， 想下去溜达溜

达也是有讲究的。 我在脑海里突然想到了几个家伙的名

字， 因为我打算下去修理部下的， 得带上几个有能力修

理人的作战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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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通知行动组的张华士官和黑龙中尉随我下

去。 对了， 还有猪兔中尉。 就带他们三个人去。 就这

样吧！”
　 　 李岚少校 “是” 了一声又说： “主任， 这样也许不

行。 假如特战工作室遇到紧急情况又一时联系不到您怎

么办呢？ 是不是在您的随员里再加上一名通信兵？”
　 　 我这样安排我的出行本来就是心虚的， 而且已经被

李岚少校问得脑门儿冒汗了。 我就没多想， 就想快刀斩

乱麻， 当然也觉得李岚少校的提醒是正确的。
　 　 我就说： “可以！ 你安排一个通信兵吧。 下午 １ 点

３０ 分准时从楼下出发。”
　 　 李岚少校说： “是！ 可是我们掌握的情况是这样

的， 行动组目前在野外拉练……”
　 　 我的鼻子就在电话听筒里不经意地哼了一声， 是我

觉得鼻孔里面发痒， 并不是其他什么要发火的意思。
　 　 但是李岚少校马上在电话里回答了： “是！ 明白！
我马上安排！ 完毕！”
　 　 我放下电话听筒才反应过来李岚少校的为难， 就是

行动组目前在野外拉练， 行动组的组员张华士官、 黑龙

中尉和猪兔中尉是不可能在下午 １ 点 ３０ 分前赶到特种

兵司令部的。 他们可以赶来的唯一可能就是动用直升机

接他们来。 老天， 我干吗哼那一鼻子呢？ 我想改变计

划， 不要那几个家伙随行了， 我都拿起了电话， 但是胡

成中校这时推开门进来了， 而我也想到李岚少校已经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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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升机去接人了， 那就顺其自然吧。
　 　 我放下电话问胡成中校： “说， 什么事？”
　 　 胡成中校没坐下， 说： “还能什么事， 党务的事，
落实会议精神的事。 都是我和党一号忙的事。 一会儿碰

头会舒兰同志会详细讲的。 走吧！”
　 　 我说： “那就太好了， 我安排了自己下去暗查， 下

午就走。 你说得对， 我不能总待在这里当佛像， 得动起

来做工作。”
　 　 胡成中校看着我， 眼睛里闪出一道狡黠的光， 说：
“那么那么……老张， 你看看我的老脸都憔悴成啥样

了。 我我……你你……我和你也……”
　 　 我猜到胡成中校想陪我一道下去溜溜。
　 　 我冲口就说： “你想都别想， 我下去也是任务。 你

待在家里干你的事吧！”
　 　 我和胡成中校说着就去了小会议室开例行的碰头

会。 在会上， 舒兰上校主要讲了这一周的工作落实分工

什么的。
　 　 我仔细听了， 没有溜号。 但是我感兴趣的内容就是

抓作战的部署。 当然， 我也说了一些要提前做的事。
　 　 ４０ 分钟之后， 我们的碰头会开完了。 我就提出我

已经安排了下去走走。 我的理由是从我上任以来， 还没

有下去看看。 再说我这次去下面部队是暗查问题。
　 　 我说的时候， 留意到英雄兔大人的反应， 这个家伙

眯着眼睛、 挺着大鼻子在看天棚， 好像天棚上面有火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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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照片似的。
　 　 胡成中校又一次对着我露出了狡黠的笑意……
　 　 那么舒兰上校呢？ 舒兰上校是平静地听完的， 也是

第一个表态的， 她说： “应该的， 那么张主任不在的时

候， 徐副主任就多担待点儿吧。 我是同意张主任的计划

的， 而且张主任已经安排好了。 那就预祝张主任去下面

可以发现问题。 张主任， 我们可以散会吧？”
　 　 我说： “那就散会吧。”
　 　 我起身先出去了， 可是我的身后突然响起了舒兰上

校、 英雄兔中校和胡成中校三个人的笑声……
　 　 我一下就明白了， 舒兰上校他们三个家伙不但早

早知道了我的安排， 而且还像是很期待我出去溜达溜

达似的。
　 　 哎呀！ 不想这个了， 总之我可以逍遥几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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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被俘 （中）

小麻雀少校就过去从黄雀身上往下取装

备……我早就发现黄雀的装备有些奇怪了。 黄

雀携带了一个大背包， 里面装的什么东西不清

楚。 而且她腰间居然挂了两支袖珍微冲， 我都

没见过的袖珍微冲， 好像还不是国产的。 另

外， 她还背了一支 ９５⁃１ 式突击步枪。 这种装

备的特工黄雀， 就是打算既当情报特工， 又当

特种兵作战的。 多自大和烦人啊。
——— 《命悬一线》

　 　 我快速回到办公室， 利用上午余下的时间将手边的

工作做完， 这是必须的。 而且在那种不同以往的心情下

做平时很烦人的工作也顺畅多了。
　 　 中午时间到了， 也是用餐时间了。 我没去餐厅吃

饭， 而是回过手来检测我的工作有没有遗漏。 这也是必

须的， 是我在作战室做小参谋时养成的工作习惯。 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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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复查过了， 看来是没有问题了。
　 　 我又交代了综合组的一些需要留意的事。 那时就是

１ 点 ２０ 分了。 我才想到还没有回去整理自己的随身物

品， 也没有叫我的司机曲欣士官替自己去整理。 我想，
得了， 就这样出发吧。
　 　 在我要走出门的时候吓了一跳， 我突然看到蜘蛛少

校像猫似的站在办公室门外的墙边。 看来蜘蛛少校待在

那里看着我有段时间了。 蜘蛛少校的手里拿着个背包，
我知道是蜘蛛少校给我整理了出门的物品送来了。
　 　 蜘蛛少校说： “老鼠见到猫也不会像你刚才那样，
一副心虚作恶的小样儿。”
　 　 我说： “那就不是老鼠见猫， 是飞蛾见到蜘蛛。 怎

么来了不进来？”
　 　 蜘蛛少校说： “你还有时间和我话别吗？ 你根本就

没把和我话别的时间算在里面， 你的小心眼儿已经飞走

了。 我有自知之明的， 就不如老实地待在这里看着你

了。 真的哦！ 就是你的小心眼儿早就飞得无影无踪了。
哎呀！ 你知道吗？ 司令部里很多人都在传啊， 你知道传

什么吗？ 就是传你不适合当这么大部门的一号首长。 还

有些人暗中打赌， 说你的一号首长当不了三个月的， 结

局只有两种， 一是你被上级撤职， 二是你自动提出辞

职。 知道啦， 老张同志？”
　 　 我愣了愣才突然想起青小蛇少校说的 “那个什么

传闻是真的” 的这句话了。 看来她们都知道司令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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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我的职务的事了。 胡成中校也没说错， 我真的可以

在开会时睁着眼睛睡大觉……而且他们也没算猜错， 我

真的不适合当大部门一号首长。
　 　 我说： “那么你赌的是什么？”
　 　 蜘蛛少校说： “我赌你未来是特种兵司令部少将司

令， 就是这样！”
　 　 我说： “蜘蛛少校的八条尾巴终于露出来了。 那么

好吧， 我就坚持一下不辞职， 准备被撤职吧。 我没有时

间了， 得走了。”
　 　 蜘蛛少校把背包给我， 说： “吃的用的都在包里。
我一点儿都不担心你辞职或被撤职的事。 我现在就是担

心一件事， 也许你这一去就会闯个大祸回来， 那样你就

真的完蛋了。 不过我不阻止你去， 也不喜欢看着你那么

快地待在办公室里变成老张头儿。 再见吧， 老张头儿，
溜达出高兴就回来啊！”
　 　 我接了背包， 和蜘蛛少校告别后就下楼出了办公区

的楼门， 曲欣士官已经等在车边了。 当然还有张华士

官、 黑龙中尉和猪兔中尉。 他们三个家伙都是作训时的

样子， 很是狼狈的作训服， 背包都是作训时用的， 就是

没有携带武器。 我想到了小五星基地他们再洗漱吧。
　 　 我没对张华士官和黑龙、 猪兔两个中尉表现出热

情， 故意平静地打手势叫他们上车。 我往副驾驶座位上

坐上去。
　 　 曲欣士官说： “张主任， 还得等会儿， 还差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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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 刚才她还在这里溜达呢， 一转眼就没影儿了。”
　 　 我想曲欣士官说的这个没影儿的家伙， 一定是李岚

少校指派来随我下去暗查的那个通信兵了， 也许是综合

组的某个信息员吧。
　 　 我就扭头看向猛士车外面， 我的眼睛一下就睁大

了。 因为我看到可可鸭中尉背着个大背包， 一边往这边

跑一边往嘴巴里塞食物……
　 　 我冲口而出： “她？ 就是那个通信兵？”
　 　 张华士官首先笑了……
　 　 曲欣士官说： “是的， 就是她了。 李主任还吩咐我

要照顾好我们一行中唯一的这位小女……中尉。”
　 　 可可鸭中尉已经跑过来了， 自己挺有想法的， 直接

开门钻进了猛士车的第三排， 不等坐稳放下背包就说：
“师傅师傅， 我太开心了， 原来你想着我啊。 你要带我

去哪儿玩儿啊？ 我很期待去的哦， 咱们走得越远越好，
去一个月才好哦！”
　 　 我记得很多次不准可可鸭中尉叫我师傅的， 就冷着

脸用威严的口气又提醒了她一句。
　 　 可可鸭中尉说： “是啊是了是的就是啊！ 我明白，
我一直都明白的哦。 早就明白了， 你都废话多少次了，
你不烦我还烦呢。 可是但可是就是可是我也是不想的，
就是可是现在就是不行了， 真的不行了啊破师傅。 我也

是不想这样叫你师傅的， 你也没那么大的吸引力哦。 可

我没想到你也没想到的就是吧？ 哈！ 咱们整个特种兵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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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都知道我这个天才女战将是你影子鱼的徒弟了呀， 他

们就是那样认为的你叫我怎么办呢？ 这样吧， 我看你召

开个特种兵大会， 正式否认我不是你徒弟就行了。 我很

期待的， 真的很期待！ 你以为我当你徒弟没压力就那么

好玩儿吗？ 我连个好一点儿的男友都找不到哦。 为什么

呢？ 是人家男兵害怕你哦！ 背后说我就是个女怪物。 因

为我要不是个女怪物， 就不可能被个大怪物收作徒弟了

哦。 又没人肯听我解释， 说我不是怪物， 你才是怪物，
没有人听啊。 所以我就得叫你师傅， 因为这事就是怪

你， 怎么解决我才不去关心呢。 曲欣， 听我的命令， 马

上出发！”
　 　 曲欣士官没有行动， 而是扭头看着我。
　 　 我都被可可鸭中尉一番言辞打蒙了， 就打了出发的

手势。
　 　 曲欣士官启动车子， 我们就上路了……
　 　 猛士军车开出特种兵司令部的大门时， 我还瞄了一

眼在警卫室外巡视的铁脸李上尉， 那家伙还是挺着一张

严肃的铁脸， 注视着进进出出的车辆和人员。
　 　 随着我的眼睛离开铁脸李上尉， 一种困鸟出笼的奇

妙感觉立刻充满了我的小心脏。 同时我也感觉到很

饿了。
　 　 我就从蜘蛛少校给我准备的背包里翻出了食物， 原

来是两个对在一起被压扁的馒头， 馒头中间夹着几大片

红烧牛肉。 很好， 是我喜欢吃的东西。 我的心里也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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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过了对蜘蛛少校的小依恋， 甜蜜了那么一小下。
　 　 我看着蜘蛛少校制作的馒头 “汉堡”， 叹息了一

声， 就大口咬了开吃。
　 　 我们的车内很是安静， 第二排坐的张华士官、 黑龙

中尉、 猪兔中尉和第三排独个坐着的可可鸭中尉都保持

了安静， 我注意到这些时才感觉到很是奇怪， 这都不像

他们了。
　 　 但是我的嘴巴很忙， 就没出声搭理他们。
　 　 猛士军车进入市区街道了， 我也干掉了馒头 “汉
堡”。 我在喝水。 我们的车内还是安静的。
　 　 猛士军车很快行驶出了特种兵司令部所在的城市，
进入市郊的一级公路上了， 我的同行者们还是安静的。
　 　 我就扭头看了张华士官一眼， 张华士官的眼睛看到

我看他， 他的脸居然一下就通红了， 有点儿害羞似的，
对我笑笑， 同时把背部挺直了……
　 　 奇怪啊！ 这家伙这是怎么了？ 我看到老战友、 老部

下心里很开心啊， 这里已经不是在司令部里了， 这里就

是我们自由的天地了啊。 张华士官怎么扭捏了呢？
　 　 我又从另一边扭头看黑龙中尉和猪兔中尉， 他俩没

像张华士官那么扭捏， 可是和我对上目光时， 他俩都把

背部挺直了， 而且还几乎同时把眼睛避开了。
　 　 我说： “怎么了你们？ 丢了魂了？ 还知道我是谁

吗？ 还知道你们是谁吗？ 还知道咱们都是谁吗？”
　 　 张华士官虽然是四级士官， 但是在行动组里已经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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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某些叫尉官、 校官们尊重的实力了， 而且他的年龄也

大了我们好几岁。
　 　 张华士官看看黑龙中尉和猪兔中尉， 他们三个家伙

用目光交流了一下， 可是张华士官却张张嘴， 吞咽了口

口水， 又把嘴闭上了， 坐直了腰身不看我了。
　 　 黑龙中尉用眼角瞄了我一眼， 嘟哝道： “呵呵！”
　 　 猪兔中尉看着我， 把鼻子上下动动， 像是野猪吸什

么气味那样动动， 说： “报告， 中校主任先生， 我饿

了。 我们全都饿了， 实在没劲儿搭理您啦， 求您老实一

点儿吧！”
　 　 猪兔中尉这家伙不像从前那样叫我头儿了， 居然叫

我现在的职务。 我心里有点儿别扭， 但这也是没错的，
在部队就是讲究上下级的。
　 　 我说： “什么？ 为什么你们不吃饭？”
　 　 可可鸭中尉在第三排座位上说： “我吃了。 他们没

时间吃。 我是抓住机会， 算准了你和蜘蛛姐姐话别的时

间才跑去吃到饭的， 就连给他们带点儿剩饭的时间都没

有啊。 我想给他们划拉点儿剩饭剩菜的， 我的手没办法

空闲出来。 就是这样。”
　 　 我说： “就因为这事你们不理我？”
　 　 黑龙中尉说： “呵呵， 谁敢啊！ 一顿不吃饭没什

么， 三天不吃饭也没什么。 可我们就是感觉咱们之间产

生几十公里的鸿沟了， 是不是老猪？”
　 　 猪兔中尉说： “我不知道， 没用尺子丈量过。 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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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饿。 中校主任大人， 你突然如此关照咱们小兵是为了

啥？ 还不给我们吃饭、 休息、 洗脸、 换衣的时间， 这是

去哪儿？ 这一点我迷糊一路了。”
　 　 我说： “看来我这次带错兵了。 就饿你们到晚上。”
　 　 张华士官说： “没事， 我们能饿到晚上。”
　 　 我就没有话了， 感觉心里少了什么， 又不知道具体

少了些什么。 不过我命令曲欣士官看到路边有饭店就停

下来， 叫他们去吃大餐。
　 　 曲欣士官这才问我， 我们的目的地是哪儿。
　 　 我才想起他们都不知道我的行程安排。
　 　 我说： “我们去小五星基地， 是悄悄地去， 去袭击

他们。 我都憋坏了， 想揍人了。 这也是叫来你们陪我溜

达溜达的原因。 当然这也是工作， 必须是工作。”
　 　 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为了弥补前一句话的。 这就是

身居高位的 “虚假” 和 “小心”， 总得说点儿 “官话”
吧。 其实我就是想出来散漫一下的……但是这种话面对

下级是不能明白说的。
　 　 黑龙中尉就又呵呵了两声， 突然喊： “靠边靠边，
停车， 快停车， 大酒店啊， 去吃大餐啊。 你停车！”
　 　 黑龙中尉就从后面抬手拍了曲欣士官的后脑勺。 曲

欣士官没搭理黑龙中尉， 也没停车， 而是一脚油门快速

拐弯儿， 奔向了街道的拐角。 那时我们的车子已经进入

了一处比较热闹的小镇样子的主街里了。
　 　 黑龙中尉说： “还有更好的能吃大餐的大酒店吗？

４３



待命出击 DAIMING

CHUJI

第二章　 被俘（中）

★　 　 ★

看上去不像啊。”
　 　 曲欣士官没搭理黑龙中尉。 猪兔中尉也是把脑袋往

车窗外面看， 张华士官也是这样。
　 　 我在心里发笑。
　 　 猪兔中尉说： “右边右边……我的妈呀！ 有招牌大

菜酱牛排……”
　 　 猪兔中尉不在喊叫， 那是已经流出口水了。
　 　 黑龙中尉又一次在后面拍击了曲欣士官的后脑勺，
喊： “你往哪儿开啊？ 停车吃大餐了， 大牛排啊！”
　 　 曲欣士官没有停车， 却将猛士军车开进了一条小

街， 然后停车自己下车， 冲黑龙中尉打了个你好好待着

的手势， 就自己跑去了……
　 　 黑龙中尉瞄着曲欣士官去的方向， 叫了一声： “功
夫包子铺！ 我说张知渔， 你都中校了， 都是管着几百号

特种兵的大官了， 你太小气了吧？ 难怪啊， 难怪啊， 你

叫我们出来就是打算修理我们的。 狼兔真是说对了。 老

猪， 谁吃他的破包子谁就是猪。”
　 　 猪兔中尉瞄着车窗外， 说： “要是大肉馅儿的包子

我不吃才是猪。 怎么这么慢？ 张知渔， 我建议你把曲欣

换掉， 啥也不是的玩意儿， 都惯坏了。 买个包子也不利

落点儿， 磨磨蹭蹭的。 我的肚皮啊再忍忍忍忍……还不

出来。 你说， 你为什么要我们跟你出来受罪？”
　 　 这是猪兔中尉在问我了。
　 　 我说： “怎么， 你们以为我叫你们出来是打算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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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的？”
　 　 张华士官说： “是啊， 看来也就是啊！ 我们突然被

小飞侠组长命令马上坐直升机赶到特战工作室就有点儿

奇怪了。 你叫我们仨来想去干吗呢？ 我们那时都野外拉

练五天了， 要多累有多累。 我们仨发着蒙准备收拾收拾

东西走啊， 可小飞侠组长没叫我们仨收拾东西， 说命令

是马上。 我们仨就更加蒙了。 我都努力回想我做错了什

么， 可就是没想起来啊。 小飞侠组长看出我们三个人有

疑虑， 就安慰我们说： ‘别紧张， 可能是非常好的事，
要不咱们大头儿主任不会单单叫你们仨马上去报到的，
还指派了直升机来接。’ 我们仨就开心点儿了。 可是狼

兔副组长就嘿嘿笑， 说： ‘小飞侠组长是瞎扯， 大头儿

张知渔同志要是有好事是不会叫上你们三个倒霉蛋的，
好事怎么轮也轮不到你们仨啊。 欢送欢送， 快滚快滚。
受了难， 遭了罪再叫我去解救你们。 我等你们的好消

息。’ 这样， 我们仨蒙着就来了。 这一路上都在思考我

们是不是犯了什么过错了， 这个错误大到都惊动大头儿

主任了。 这怎么得了啊， 真的， 我现在心里都不踏实。
主任， 你说实话， 你是不是真的在找我们仨的毛病？”
　 　 我听张华士官说了好几次大头儿主任， 听着很不顺

耳， 也紧了好几次眉头了， 怎么我成了大头儿主任了？
　 　 我忍不住了， 说： “你叫我什么？ 大头儿主任？ 这

怎么说话呢？”
　 　 张华士官真的有点儿紧张了， 看着我说： “咱们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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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是这样的， 这不是我叫的， 是现在咱们行动组的

人都这么叫你的。 你是特战工作室一号首长， 就是头儿

对不？ 就是老大对不？ 那么我们就叫你大头儿了。 我们

叫小飞侠头儿， 还叫其他副组长头儿。 但是可以叫大头

儿的就是你啊！ 没什么不对的。 你要不喜欢我就不叫，
叫你张主任。”
　 　 黑龙中尉说： “张华说了一部分， 没说全。 我接着

解释解释你听啊。 我们通常在底下称呼你时不是叫你大

头儿主任的， 没有那么麻烦， 而是叫你大头儿或者张大

头儿的。 俩名都是叫你的， 我们一听谁那么说就知道那

是指你， 一点儿错都没有啊！ 你不是张大头儿不是一号

首长就不对了， 你就是一号首长张大头儿啊。”
　 　 猪兔中尉说： “对！ 就是这样的， 我也这样在底下

叫你张大头儿。 不过我说时会说咱们张大头儿如何如

何。 我可不像有的队员称呼你时叫你大头儿张大头儿

的。 这俩名没事啊， 都是叫你的。 你就知足吧。 我们叫

胡副主任都叫糊涂三和三糊涂呢。 他胡成中校不是特战

工作室第三号人物吗？ 我们称呼四号人物英雄兔大人好

一点儿， 叫他 ‘不三不四英雄四’。 我们称呼咱们党委

一号首长舒兰上校是姑娘二， 她还是咱们二号首长啊，
就是姑娘二了。 来了， 这小子终于回来了……”
　 　 这是一直瞄着车窗外说话的猪兔中尉看到曲欣士官

回来了， 才把话题拐弯儿了。
　 　 黑龙中尉说： “我们男兵有时还称呼舒兰上校兰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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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 生气的时候叫她姑娘二。 她们女兵可不那么叫， 叫

她兰巫婆， 这是简称， 全称是 ‘嫁不出去的迷彩二巫

婆’。 大头儿， 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们了吧？ 你找我们来

具体要怎么对付我们了吧？ 我们犯什么事了？ 否则我绝

食。 你就从此没了叫黑龙的老战友、 老部下了。”
　 　 猪兔中尉说： “你绝食， 我绝恋， 我支持你。 来

了， 来了。 我现在就想知道大包子是什么肉馅儿的。 开

餐了啊。”
　 　 探着小脑袋一直听的可可鸭中尉突然说： “师傅，
你的脸色很僵啊， 都僵尸脸了。 你就偷着笑吧， 叫你大

头儿咋了， 没错啊。 你就算不错了。 我才惨呢， 都成谜

语了。 不论男兵女兵看到我就喊： ‘大头儿鱼的尾巴，
打一家禽。’ 是什么呀， 就有人接： ‘是老鸭屁股。’ 我

多惨， 都是被你给牵连的。 但我不在意呀， ‘老鸭屁

股’ 就 ‘老鸭屁股’， 也很好呀。 没有外号的人才是平

庸的人。 这就是我的理解了。”
　 　 我的脑袋有点儿大了， 怎么少年特种兵时期的毛病

随着我的升迁就变得大发了？ 这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说： “这可是不行的， 什么都能乱叫吗？ 你们一

定得改。”
　 　 黑龙中尉说： “你管得了我们私底下怎么说吗？ 你

管得了我们心里怎么想吗？ 你快一边凉快去吧。 咱们开

餐了， 现在不搭理你。”
　 　 曲欣士官开车门进来， 将左手里的两个包装袋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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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给了黑龙中尉和猪兔中尉， 而将右手里的包装袋递给

了张华士官。
　 　 然后曲欣士官就驾车上路了。
　 　 黑龙中尉的声音出来了： “六个， 就六个……喂小

狗也不够啊。 小气， 大头儿小气， 大头儿的狗腿子也就

小气。”
　 　 猪兔中尉的声音也断断续续地出现了： “菜馅儿

的……白菜馅儿的……芹菜馅儿的……韭菜鸡蛋， 只有

韭菜， 没看见鸡蛋， 有点儿鸡蛋味馅儿的……西葫芦馅

儿的， 有点儿小肉疙瘩……茴香馅儿的……胡萝卜馅儿

的……我说曲欣， 你是怎么买的？ 怎么六个包子六种馅

儿的？ 有这样买包子的吗？”
　 　 黑龙中尉的声音： “真的！ 老猪不说我还没注意，
我的也是乱七八糟馅儿的。 不会是人家吃剩的吧？ 好像

凉透了又热了一下的。”
　 　 张华士官的声音： “算了， 不错了。 嘿嘿！”
　 　 黑龙中尉行动了， 一把就将张华士官手里正吃的一

个包子抢过来， 看看馅儿又用鼻子闻一下包子， 说：
“难怪闻起来味道不一样啊， 这是牛肉馅儿的， 全是牛

肉馅儿的。 怎么这样啊！ 我要抗议！”
　 　 猪兔中尉从黑龙中尉手里拿过那个牛肉馅儿的包

子， 看看闻闻就一口吃进了嘴里， 嚼一下， 嘟哝： “我
是品尝出来了， 真的啊。 老龙你是对的， 就是全牛肉馅

儿的。 我也抗议。 而且老华的包子是十个， 我俩都是六

９３





DAIMING

CHUJI

第十章　 又见黄雀（下）
待命出击

★　 　 ★

员们上飞机， 是架运⁃８ 飞机。 我找其他情报部门的人，
可是没有找到， 我打算找到一个不论是谁也得把黄雀

换了。
　 　 黄雀一直跟着我， 见我发傻， 就得意扬扬地说：
“你是白费劲儿哦， 情报员就我一个， 我是被指定的随

战队行动的情报员， 因为我也是特种兵， 女特种兵哦。
你给我上机。 天气不好不能磨叽了。”
　 　 胡成中校跑过来， 他的军服都淋湿了， 他说： “知
渔， 参战人员全部上机了。 老天啊！ 整整一窝全都是你

的老战友、 老部下。 我都替你发愁了。 但是我相信你可

以克服你的心理问题的。 我在家等你回来。 再见！”
　 　 我没死心， 说： “我等你几分钟， 你回去给我换一

个情报员来。 这个家伙是个大麻烦， 不适合随行。”
　 　 胡成中校说： “我知道我理解我支持我同意我赞成

我太赞成太支持了， 可是， 我要给你的建议就是习惯点

儿将就用吧。 随行的情报员非小陆 ‘天才大将军’ 不

可！ 再见！ 回见！”
　 　 胡成中校就退后摆手了。
　 　 我也没办法了， 也就在黄雀的笑声里自认倒霉了。
我跟在黄雀的屁股后面上了运⁃８ 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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