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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河 水
'江河水(是一部长达七十三万言的鸿篇巨制$他以

东江港的改革为主线$以一起文物走私商业间谍案为副

线$通过跌宕起伏的情节$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呼唤着

时下文学作品中久违的英雄情结% 整部作品构思缜密$

气势恢宏%全书以名曲)江河水*穿插其间$犹如一部感

人至深的交响乐$分为四个乐章!沉船+开工+抗命+起

飞$由于篇幅所限$特选取第四部)起飞*以飨读者%

长
篇
小
说

杜
卫
东

周
新
京

著

高额利润诱惑下，铤而走险砍楠木

珍稀林木砍不得
!

李 静

!家有珠宝箱" 不如楠木一方#$ 楠木的珍贵程度可见一

斑#老家在湖南龙山的张洪利长期经营木材厂和采石场"虽算

不上大富大贵"但日子过得还算红火"最近"却因为砍伐珍稀

的楠木!摊上事了$#

楠木木质坚硬"带有清香"为历代文人雅士所青睐"但由

于长期砍伐致使这曾经丰富的林木资源近于枯竭# 湖南省龙

山县地处湖南西北边陲"有丰富的野生楠木资源"自然也就成

为了一些不法商人眼中的一块!肥肉$#

!"#$

年
#!

月"一次偶然机会"张洪利得知贺姓老板想购

买龙山县田家寨上两株集体所有的楠木" 虽说他不知道楠木

是国家重点保护植物"但也大概清楚私砍楠木是违法的"!搞$

不得#但在高额利润的诱惑下"他决定冒险一试#

张洪利找到了本为田家寨人的鲁成伟" 让他去说服村民

!卖出$楠木树"一开始村民们大都不同意卖楠木"但是鲁成伟

连哄带骗"给他们开出了许多!空头支票$"有些村民们的立场

开始动摇#张洪利为避免夜长梦多"便立马组织人手砍树#

一台铲车"两辆拖车"两把油锯"四个伐木工人"花了整整

三天时间将该村集体所有的大小两株楠木砍伐" 并裁得三至

四米长的原木
%

件# 在砍伐的过程中" 还不小心砸断了一株

空心楠木# 张洪利将楠木卖出" 按田地人头给村民人均补偿

了
&""

元"给鲁成伟
'

万元的!辛苦费$"自己从中获利
'(&

万

元#张洪利本以为自己的计划天衣无缝"没想到"他们砍伐楠

木的事"被举报至森林公安局#在得知事情败露后"张洪利投

案自首"而此时外出务工的鲁成伟"也因赌博罪锒铛入狱#

!)'*

年
!

月
$

日"湖南省龙山县检察院以涉嫌非法采伐%

毁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对张洪利%鲁成伟提起公诉#

冒充土豪巧设局，连环诈骗痴情女

步步为营终翻船
!

本报通讯员 赵晨光 张中华

!)##

年
&

月"来自河北衡水的年轻帅气小伙解斌!时年

!$

岁"正在河南安阳某部队服役"闲暇之余喜欢上网聊天"渐

渐与一名叫刘兰!化名"的当地在校女大学生谈起了网恋#

在网上"解斌自称是一名转业军官"上军校时因把人打成

重伤而入狱"为隐瞒历史修改档案换名叫李阳"其父是河北一

家资产上亿元的耐火材料集团董事长" 自己独自在安阳一高

档小区居住#通过网聊"把自己!包装$成高富帅的解斌很快获

取了刘兰的芳心#

!)##

年
+

月"热恋中的二人终于见面"两人相见恨晚#不

久"解斌经常来刘兰家吃饭"刘兰的父母也喜欢上这个年轻帅

气的小伙子"但刘兰却始终没进过解斌的!豪宅$"顶多到过解

斌!家$的小区门口#

!)##

年
#!

月中旬"刘兰突然联系不上解斌"心急如焚#

当月底"解斌向刘兰解释这些天的去向&父亲涉嫌非法融资被

抓" 自己为了避风头不得不暂时在北京藏身# 当时正值安阳

!非法融资$的集中爆发期"刘兰也就信了#此后"解斌常与其

通电话"告诉她自己已接替了父亲的位置"成为了公司法人代

表和东北三省黑社会老大"每天处理公司和帮会的大量事务"

忙得焦头烂额#

!)#!

年
+

月
#,

日"解斌打电话向刘兰求助"为拯救公司

急需缴纳
!)))

万元的漏税款"差额
$)

万元"手下为了凑钱"

以
!&

万元卖了一个眼角膜"但还缺
+

万元"说到最后解斌泣

不成声#电话那头的母女俩被打动"对此深信不疑"第二天立

即给解斌转款
+

万元#

接下来一年多"解斌不断打电话称办贷款%被黑社会追杀

中枪交手术费% 赴俄罗斯办签证''先后共向刘兰 !借款$

#&-!$

万元#

!"'$

年
.

月下旬" 解斌再次打来电话声称自己被绑架

了"要
#)

万元赎金"否则就!撕票$#数额较大"刘兰没法一下

把钱凑齐稍有犹豫"而这一犹豫"解斌真的便!人间蒸发$了#

刘兰觉得不对劲"遂向公安机关报警#

!)#&

年
#!

月
#*

日"解斌被铁路警察抓获归案#原来他

只是一名普通的复员军人" 那些显赫身世和传奇经历纯属瞎

编杜撰" 解斌复员后一直

无业"他早已结婚生子#

!)#*

年
#

月
!$

日 "

安阳市文峰区检察院以解

斌涉嫌诈骗罪向法院提起

公诉#!文中除解斌外均为

化名
/

代铭不再联系他们，孙家蓉心中慢慢有一种不祥之感。为了打消顾虑，孙家蓉决定去一
趟新疆，毕竟代铭曾说过———

“我是做大生意的，你别担心”
!

卢清华

初次)借钱*$顺利得手

!"'!

年
!

月
',

日中午"中铁

某局青岛公司职工代铭" 来到山

东省莒南县崔纪涛家中# 崔当时

出差去了外地" 其妻孙家蓉问他

有什么事( 代铭与孙家蓉也很熟

悉"就没绕弯子"直接对她说&!我

工商局有一位朋友叫徐光" 妻子

得了乳腺癌"急需手术#因他手头

没钱"我想向你们借
'"

万元给他

用#这不"救人要紧#$

孙家蓉认为" 代铭不可能撒

谎"就给丈夫崔纪涛打电话#崔纪

涛一听"觉得代铭能为朋友借钱"

说明很够哥们" 自己不借过意不

去"就同意了#

代铭与崔纪涛夫妇认识的时

间较长#他单位虽然在青岛"但长

期不去上班" 就住在老家莒南县

城# 崔纪涛夫妇在县城开了一家

烟花厂"他常来厂里买烟花"一来

二往"彼此就熟了#代铭从他们手

里借到钱后"专门出具了借条"期

限一个月"还许诺不菲的利息#

翌日上午" 代铭又给孙家蓉

打电话" 说昨天那
'"

万元远不够

用"还得再向他们借
'"

万元"这才

能进行手术#代铭还专门强调&!就

一个月" 连本带息还给你们#$当

时"孙家蓉与崔纪涛在电话里商量

了一下"都认为"代铭是为朋友帮

忙" 而他的朋友又是一名公务员"

不管怎样"这钱丢不了#再说"眼前

的事还是救人要紧#因此"就给代

铭的账上打了
'"

万元#

摊子)蛮大*$身价)不菲*

当借走了
!"

万元以后"代铭

就再也没有露过面" 也没有给孙

家蓉夫妇打过电话#

!"

万元虽说

对孙家蓉夫妇不算个大数" 但也

是他们白手起家%省吃俭用"一点

一点攒起来的# 代铭不再联系他

们" 孙家蓉心中慢慢有一种不祥

之感#一个月过后"孙家蓉给代铭

打电话#她没想到"电话虽然拨通

了"他竟一次也没接#

孙家蓉紧张了" 心想代铭你

可千万别骗我们#那几天"她几乎

天天给代铭打电话# 终于有一次"

代铭接了#他对孙家蓉说"我正在

新疆我的工地上# 接着" 他又说&

!我是做大生意的"你别担心"你的

钱即使我朋友不还"我也很快还你

们#$感觉孙家蓉仍不放心"他干脆

对她说&!要不" 你来新疆一趟"看

看我的工地"我的生意大着呢)$

为了打消顾虑" 孙家蓉决定

去一趟新疆"兴许能有意外收获#

*

月初" 孙家蓉对丈夫谎称

到上海看儿子"反正生意不忙#丈

夫同意后"她就去了新疆#在新疆

住了
&

天"食宿都是代铭安排的#

!这
&

天"代铭带我看了他的几个

工地"有盖楼的%有修路的"摊子

铺得蛮大# 工地上好多工人都称

他*代总+"我就认为"他是一个做

大生意的人#$看工地时 "代铭还

对孙家蓉说&!我不但干工程"还

做玉石生意" 现在玉石生意很赚

钱"我光投在上面就有几千万"只

是资金目前没收回来"等收回来"

我立马就把你的钱还上#$

言谈中" 代铭慢慢觉察到孙

家蓉对玉石生意很感兴趣" 就提

出带她到玉石市场转转" 让她了

解了解玉石#

在玉石市场" 代铭对孙家蓉

说&!如果你有钱" 就从新疆买些

玉石运回老家"那肯定赚大钱"如

果再在老家把玉石加工成成品 "

那就发大财了#$

孙家蓉听后不放心&!我对玉

石是外行" 也没做过这方面的生

意"万一赔了怎么办($

代铭一听竟不屑地对她说 &

!我们认识了这么多年#你这次帮

了我" 作为回报" 我也只是帮帮

你"我又不要你什么好处#你尽管

做"赚了算你的"赔了算我的#$

孙家蓉表示" 得回家看看再

说#

倒腾玉石$继续放套

从新疆回来后" 孙家蓉专门

到临沂市玉石市场看了看" 发现

和新疆比差价特别大" 如果做这

个生意定会有赚头#

没几天" 代铭从新疆给孙家

蓉打电话&!我在这里看中了一块

大玉石"有
.

吨重"对方开价
'!"

万元"我看如果买下来运回老家"

完全可以卖
!""

万元 #$!那如果

是假的怎么办" 我看还是别做这

么大#$!绝对是真的" 你放心"运

回家我帮着你卖#$

但孙家蓉还是嫌贵"没同意#

过了几天" 代铭又给孙家蓉

打电话&!我和对方谈妥了" 成交

价是
+*

万元 " 你把钱给我打过

来" 我尽快把玉石运回老家#$接

完电话"孙家蓉没和丈夫商量"就

于
*

月
'+

日给代铭银行卡上打

了
$*

万元"次日又打了
&

万元#

代铭又对孙家蓉说 &!这
$,

万元还不够" 我从徐光那儿把钱

要来了"也让我投进去了"我工地

上的工程机械也押给了对方#所

以"你尽快再打钱过来"我好把机

械要回来"别耽误工期#$

没过一周" 孙家蓉就收到了

玉石#她仍然没有和丈夫商量"又

分
$

次给代铭打过去了
'$

万元#

看着偌大的玉石" 孙家蓉一

时间不知道怎么处理#问代铭"代

铭对她说&!你先把玉石切开 "然

后找江苏省一位姓朱的老板加工

成成品再拿到市场上卖#$ 说完"

就给了孙家蓉一个手机号# 可最

后" 当孙家蓉拿着加工好的成品

手镯"拿到临沂玉石市场上卖时"

人们都说这玉不纯"不是真玉#最

后"一个也没有卖出去#

)大生意*$子虚乌有

孙家蓉给代铭打电话" 要求

退钱"代铭却怎么也不接#她连打

了几天"最后终于接了#当代铭听

孙家蓉向他要钱时" 竟恶狠狠地

对她说&!你如果要钱" 我就弄死

你全家#$孙家蓉一听 "一下子蒙

了#回过神来才想到报案#

!"'$

年
&

月
!,

日"代铭在新

疆被警方抓获并被拘留"

+

月
'

日

被取保候审,

!"'&

年
*

月
!,

日再

次被拘留"同年
%

月
+

日被逮捕#

!"'*

年
'

月
,

日" 经莒南县

检察院提起公诉" 法院一审以诈

骗罪判处代铭有期徒刑十年"并

处罚金
!"

万元#

法院审理后查明"代铭的!大

生意$子虚乌有#他在新疆曾承包

过小段高速路修建" 但给孙家蓉

看的工地并不是他的, 他做过玉

石生意"可在骗孙家蓉的同时"还

从新疆一男子手中骗走了
!"

多

万元的玉石# 他借的钱没有给徐

光"都还了自己的欠债#而那块
+*

万元的玉石是假的" 后经鉴定部

门鉴定"仅值
'"!"

元#

孙家蓉为什么给他钱( 事后

她说&!后来借钱的目的" 是想让

他及时还钱" 不得已才按他要求

做的#$

!现在"越来越多的诈骗案件

发生在熟人间#$办案检察官提醒

说"!今后人们在出借利益前 "一

定要多长个心眼" 不仅要留下字

据" 同时双方还要制定个事后的

补救措施#$

!就是咱们刚收购的这家建

筑公司#$ 丁薇薇脸上的笑容不

见了 " 甚至带着几分伤感 "

!乔婷" 这次事情办妥后就别跟

着我了" 还是做回你自己的专

业吧#$

乔婷悚然一愣" 像有两只

夜宿的小鸟从她的双眸中惊飞&

!董事长''$

丁薇薇一摆手制止她说下

去& !乔婷" 我已经委托律师

完成了法人变更手续" 只是目

前还不宜公开" 公司账面上的

资金足够你周转了" 现在还有

百分之四十的股份在外边" 秦

海涛百分之三十" 赵达夫百分

之十" 不过要想收回来易如反

掌" 如何运作我也委托给律师

了" 该动手的时候他们自然会

动手#$

乔婷愈发愕然& !董事长"

你''$

丁薇薇再次制止乔婷说下

去& !乔婷" 你先听我把话说

完" 这家建筑公司名义上是丁

氏集团的子公司" 实际上和丁

氏集团已没有关联" 我早就让

律师分割清楚了# 这事是暗箱

操作" 我叔叔和依娜都不知道"

你心里清楚就行了# 公司烂底

的那一部分" 早在东江就剥离

干净了" 你用心去做" 利用你

在建筑业的人脉" 用不了两三

年" 一定能做大做强#$

乔 婷 眼 睛 里 闪 出 泪 光 &

!董事长 " 你为什么要这样安

排($

丁薇薇怡然喝着茶 & !乔

婷" 我这样安排于国于家% 于

人于己不都很好吗" 你这个小

妮子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乔婷十指绞在一起 & !董

事长" 我知道你心里苦" 我劝

你能放下就放下吧" 什么东江%

什么金印 % 什么琊山煤化工 "

我们都不要了" 我陪你回美国

栽花种竹" 好不好($

丁薇薇望了一眼乔婷 " 心

中徒生万般感慨# 叔父瞒着她

策划了裕泰号沉船事件" 为的

是不让她手上沾血" 她理解老

人的一片苦心" 但二十条人命

魂归大江" 她毕竟不能完全洗

白" 方秋萍的水遁与丁氏集团

要得到金印互为因果" 这让她

的内心时受煎熬# 她所以想让

乔婷淡出江湖" 也和叔父的心

情同出一脉" 不忍看着这样一

个玉树临风般的姑娘陷入不义#

她自己又何尝不想净心收手 "

只是箭在弦上" 不得不发# 她

现在只想尽力做些善行" 以求

良心自赎" 对乔婷的安排" 不

过是其中之一罢了#

乔婷见丁薇薇不语" 又说&

!我是认真的" 董事长#$

丁薇薇淡淡一笑 & !你有

这个心就好" 栽花种竹等你到

了我这个年龄再去考虑吧" 你

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把秦海涛

给我看好#$

乔婷见丁薇薇言语绝决 "

便神情庄重地点点头& !董事

长放心" 我一定不负所托#$

丁薇薇为茶杯里续上水 "

狮峰龙井的第二泡" 茶香极为

浓郁 " 叶片如旗 " 茶芽似枪 "

完全展开的茶芽簇立在玻璃杯

中犹如一道迷人的风景# 人生

如茶" 静心以对" 这句话秦海

涛说过 " 丁薇薇自己也常说 "

但能够做到却极不容易# 她伸

出手 " 在乔婷肩膀上拍了拍 &

!小妮子 " 别把小脸绷得紧紧

的" 记住" 对付秦海涛可不需

要整天绷着脸" 要做个笑里藏

刀的小美人" 杀人于无形" 知

道吗($

乔婷点点头& !董事长教

诲的是#$ 说着" 眼眶中涌出几

滴泪花#

!看你" 动辄流泪" 如何能

成大事($ 丁薇薇说着" 用一块

纸巾为乔婷轻轻擦去泪水 &

!到了琊山" 除了秦海涛" 还要

防备那个叫赵达夫的副矿长 "

两面受敌" 真是难为你这个小

妮子了# 不过" 据我了解" 那

个廖汉中虽生性鲁莽" 却仗义%

爽直" 必要时或可倚重#$

乔婷再次点点头& !您放

心吧" 乔婷全记下了#$

金轮浴海" 火镜浮空 " 正

是朝阳升起时#

黄敬业的古玩店刚刚开门

迎客" 门开处" 走进雅似秋菊%

贵如牡丹的丁薇薇# 今天" 丁

薇薇身着淡黄色衫裙" 系一条

一指宽的紫色缎带束腰" 更显

出身姿婀娜" 气质不俗#

黄敬业用鸡毛掸轻轻清扫

多宝阁上的灰尘" 忽觉身后有

一股淡淡的馨香袭来" 一回身"

见是丁薇薇" 心中虽喜" 却装

嗔怪道& !丁董" 何时到的丽

江" 电话也不打来一个)$

送走乔婷不久" 丁薇薇就

来到丽江# 近一年来" 丁薇薇

多次往返丽江" 与黄敬业已经

成了无话不说的挚友# 说来也

怪" 性格乖戾的黄敬业自古滇

国金印丢失" 便一直处于自闭

状态" 除了生意上必不可少的

应酬" 几乎不与人交往# 伴随

学业精进" 在古玩圈里名声越

来越响" 也愈以清高孤傲为人

敬畏# 结识丁薇薇后却有如梅

开二度 " 脸上有了笑模样儿 "

性格也如同一块被盘玩多年的

生玉" 润泽剔透了许多#

盲目扩张，商海迷航
!

本报记者 范跃红

通讯员 王良辰

!都是被急功近利害的"我空

有一身技术"却没用到点子上"我

做过警察"却屡屡触法''$

!"'*

年
'

月
!!

日"当浙江省临海市检察

院以涉嫌职务侵占罪% 合同诈骗

罪% 诈骗罪对中国科学院自动化

研究所北仑科学艺术实验中心数

字海洋实验室负责人% 宁波中科

国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

浙江思拓信息工程有限公司总经

理周海锋提起公诉时" 这个
$,

岁

的!小鸡快修$全国总舵主有些无

奈地低下了头# 昔日头顶耀眼的

光环已经消失殆尽#

往事不堪回首"但并非如烟#

对周海锋来说" 自己曾经的辉煌

恍若昨天"却历历在目#

!""$

年
.

月" 曾是台州公安机关技术骨干

的周海锋毅然从警察队伍中退

出" 在杭州创办了浙江思拓信息

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拓公

司$"" 从事船舶信息化产业研究

与开发"被称为!海上导航仪$的

!电子海图$是他的得意之作#

中国科学院宁波北仑科学艺

术实验中心数字海洋实验室负责

人"这是周海锋的另外一张!高大

上$名片#

!"'"

年"周海锋只身前往

中科院"凭着一身技术和三寸不烂

之舌说动了专家"成立了这个实验

室#借着这个名头"

!"'!

年"周海峰

又同黄某一起创立了!宁波中科国

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科国泰&" 并担任总经理职务"

主要从事!电子海图$的研发# !只

要是在海上航行的民用船只"都需

要我们的产品"一般导航产品是做

不到在海上导航的"我们的产品可

以说是填补了国内空白# $周海锋

谈及!中科国泰$和他的!电子海

图$时"不无自豪地说#

!"".

年" 随着个人电脑的兴

起"周海锋敏锐地察觉出电脑修理

行业存在的商机"他将自己持有的

大部分思拓公司股份出售"将资金

投入电脑维修行业"创办了!小鸡

快修$专业电脑维修品牌# 凭借良

好的业务水平和口碑" 周海锋的

!小鸡快修$ 从最初在台州市椒江

区设店"到向台州铺开"再向全国

开设分店"仅用了数年时间他就迅

速扩张至全国
&"

余个门店# !用不

了几年"我们的*小鸡+就要在股票

市场上市"我们要占领全国一半以

上的电脑修理市场"还要垄断全国

民用船只的海上导航) $周海锋在

公司大会上"信心满满#

可惜" 就在周海锋为钱途绘

就了一片蓝图的同时"他的!小鸡

快修$就跑不动了"过快的扩张带

来的副作用让周海锋头疼# !每个

店都需要
!"

万元至
$"

万元的投

资"人员跟不上"资金也跟不上# $

周海锋叹息道#

此时" 一家风险投资公司找

到周海锋#风投公司认可!小鸡快

修$的品牌价值"准备予以收购"

但前提必须是包装上市# 周海锋

认为"解决!小鸡快修$资金链问

题迫在眉睫"风投认可%包装上市

是个好机会#但是"包装上市需要

公司营业额达到每年
*"""

万元人

民币以上"而!小鸡快修$当时的

营业额满打满算也就是每年两三

千万元#于是"周海锋加快了增开

门店的进度"并开始疯狂借贷#

周海锋还打起!中科国泰$公

司财产的主意# 周海锋利用自己

职务上的便利"串通他人"虚构与

其他公司的设备%零件采购合同"

将!中科国泰$公司账户里近
'"""

万元资金分数次辗转汇入自己的

!小鸡快修$公司账户#

!"'!

年
.

月"周海锋作为负责

中科国泰公司运营的总经理 "告

诉公司董事长黄某要为公司采购

云机房后" 通过王某找到杭州一

家计算机工程公司签订了
+&"

余

万元的机房采购及建设合同# 在

合同履行过程中" 周海锋将其中

的
*""

万元打入自己个人账户"归

自己使用#

周海锋还在
!"'$

年初以合伙

办公司为名" 骗取台州老板李某

出资
!""

万元 " 打入自己个人账

户" 用于归还自己开设 !小鸡快

修$分店欠下的高利贷#

尽管周海锋想尽办法骗钱捞

钱"还是填不满盲目扩张!小鸡快

修$形成的巨大资金窟窿#

!"'$

年

初"一些债权人纷纷上门讨债"周

海锋自知无力偿还" 干脆跑路 #

!"'&

年
*

月
.

日" 周海锋被公安机

关抓获#

面对检察官" 谈及自己的犯

罪经历" 周海峰叹了口气&!早知

现在这样" 我还不如坚守在公安

机关工作" 或者安稳地在中科院

做科研"每年的收入也是不错的"

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 $

临沂市玉石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