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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连载

范小青

一阵既浓郁又清爽的桂花香气飘
了过来，沁人心脾，林又红不由得抬头
看了看，天气真好，难得的蓝天白云，
秋高气爽。林又红努力扫去心头的雾
霾，给了自己一个明朗的心情。

小陈已经在车上等她。林又红想
着要归还潘师傅的那一万块钱，问小
陈潘师傅家在哪里。不料小陈也不知
道，见林又红奇怪，小陈赶紧说：“我来
的时间短，我没有深入群众，哦，不是
群众，是干部，我没有深入干部，除了
林主任家，别的家我都不知道。”

林又红说：“两年多了，还算短
吗？”

小陈说：“算短的，算短的——”一
边揣着聪明装糊涂，一边赶紧打电话
给潘师傅。

潘师傅在电话里告诉了详细地
址，这个地址小陈不熟，用了导航，就
开车过去了。

进门的时候，她们就感觉屋子里
香喷喷的，厨房里显然是在做着什么
好吃的东西，蒸锅上热气腾腾。

看小陈吸着鼻子，潘师傅告诉她
们说：“那是桂香糕。我自己做的桂花
糕，每年桂花开的时候，我家都会用桂
花来做各种各样的点心。”

林又红和小陈都暗暗地咽了口
水，小陈说：“哦，除了桂花糕，还有别
的啊？”潘师傅笑了笑说：“有啊，多着
呢。桂花饼，桂花圆子，桂花糖，还可
以用桂花入菜——”

林又红奇怪地说：“潘师傅，这些
你自己都会做吗？”

潘师傅点了点头。

小陈说：“他当然会做，他本来就是
金宏饭店的大厨嘛。”

“金宏”两个字，一下子触动了林又
红的心思，一时间她内心有些奇怪的感
觉，但脑子里却是乱的，理不清楚，就听
到小陈尖着嗓音夸张地说：“喔哟哟！潘
师傅，想不到你家的房子这么大！你这
个小区，可是南州最高大上小区呵！地
点好，面积又这么大，你简直，简直——
原来你家庭条件这么好啊！”

潘师傅仍然是笑眯眯地说：“嘿嘿，
这是我们家的老宅换来的。”

小陈听不明白了，问道：“老宅？什
么老宅？多大的老宅才能换这么大的地
方？”

潘师傅说：“就是从前的潘宅。”
小陈不知道潘宅的前世今生，林又

红却是知道，心里不免“格登”了一下，脱
口说：“潘师傅，从前桂香街的那个潘宅，
就是你家吗？”

潘师傅“呵呵”笑：“是呀，是从前的，
早就没了。”

林又红急急地问道：“那，那，你是潘
家的什么人？”

潘师傅依然慢悠悠地道：“我是潘家
的儿子呀。我原来叫潘伯煊，后来改名
叫潘贵喜，嘿嘿，这名字讨喜吧。”

林又红的心又一次猛烈地狂跳起
来：“那，那，潘红旗是你的什么人？”

潘师傅却永远是一副淡定的气度，
说：“潘红旗是我的妹妹呀。”他见林又红
圆睁双眼，似乎不敢相信，又补充说：“林
主任，你不用再问了，我告诉你，江左就
是我妹夫。”

林又红大惊，差一点脱口说：江重阳

是你的外甥？我是你的外甥媳妇——呸
——真是昏了头，昏大了，还真以为自己
跟江重阳结婚了？怎么会有如此不靠谱
的想法冒出来？

简直太丢人，太莫名其妙，太不可思
议！

回想当年，她和江重阳恋爱的那段
时间，真不知道在干什么，只有两人世
界？连江重阳这唯一的舅舅，都不曾知
道过。

林又红的脸顿时变得十分的不自
在，其实潘师傅和小陈并不知道她在想
什么，只是察觉她脸色不大对了。小陈
倒会救场，连忙扯开去说：“好啊好啊，潘

师傅，你这么有钱，还一直装穷，我们还
一直以为你有多困难呢。”

潘师傅笑呵呵地说：“小陈，我可没
有装过穷呀，你我同事也有两年多了，你
什么时候看到我装过穷的？”

一句话就把小陈顶住了。
林又红努力平静下来，也仔细想了

想，潘师傅确实从来没有装过穷。只是
大家觉得他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还在
做维修，即使当义工，恐怕也还是想多少
挣一点吧，可能会猜想到他家比较困难，

看起来这自以为是的毛病人人都有——
正在胡思乱想，潘师傅端来了刚出

锅的桂花糕，请她们品尝。小陈一边品
嚼，一边嘴还不饶人：“喔哟哟，现在自己
做点心吃的人家可不多啦，到底有钱可
以任性啊——”

潘师傅也不计较小陈一口一个有钱
人到底是酸，还是嘲讽，干脆顺着小陈的
口气介绍说：“说的不错，过去南州那些
有名的讲究的小吃、点心，可都是有闲阶
级吃饱了撑出来的，不过到了后来，都逐
渐大众化、快餐化了。”

林又红说：“所以我们的小吃一条
街需要恢复南州传统的经典美食，这也

是大家的需要和希望。”
小陈嘲笑道：“吃着吃着，又谈工作

了——”
林又红忍不住问：“潘师傅，你说你以

前在金宏饭店工作，是什么时候的事——”
小陈赶紧说：“你们谈吧。潘师傅，

我参观参观你的豪宅啊——”
林又红知道小陈是故意让开的，以

小陈的家庭条件，不会对潘师傅的“豪
宅”有什么特别大的兴趣。

潘师傅说：“我一直是金宏的大厨，

出了牛肉中毒事件以后，我就辞职了。”
林又红急切地说：“那个事件和你有

关系吗？”
潘师傅说：“要说有直接的关系，那

倒没有，是进货的问题。要说没有关系，
我是大厨，餐饮上的任何事情都与我有
关系。所以，虽然没有直接追究我的责
任，但我还是辞了，我没有资格当厨师。”

林又红更加急切地直奔主题说：
“那，当年那个市局下达的送检副本，在
江重阳那里被俞晓偷了，你知道吗？”

一直淡定的潘师傅似乎有些为难
了，犹豫了半天才说：“我知道。”

林又红急得说：“你知道为什么不告
诉江重阳？”

潘师傅说：“本来就是江重阳告诉我
的。”

林又红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愣
了半天，才想起来追问：“无论谁告诉你
的，既然你知道了，你为什么不揭发出
来？”

潘师傅无奈地摇了摇头。
林又红心里十分明白，说：“是江重

阳不让你说的，是不是？为什么？到底
为什么？为了保护俞晓吗？”

潘师傅还是摇头。
林又红甚至都有点气急败坏了：“他

是你外甥，你都不知道保护他——根本
也谈不上什么保护，只要还事实真相就
行——”

潘师傅说：“外甥有外甥的心思，我
哪里知道——就算我知道，我也劝不动
他的。江重阳的性格，林主任，你应该有
所了解。”

似乎话中有话。她虽然不知道江重

阳的这个舅舅，但是江重阳的舅舅
却未必不知道她。林又红试探说：

“江重阳受了这么多年的冤枉，难道
你们自己家亲人都能无动于衷？”

潘师傅大概是感觉林又红步步
逼紧了，赶紧扯开了话题说：“林主
任，你再尝尝这个，我自己酿的桂花
饮料——”又回头喊小陈：“小陈，你
过来喝一点——”

潘师傅分明是不想再谈江重
阳。小陈过来了，林又红也无法再
继续这个话题，倒是小陈不肯饶人，
说：“果然的吧，我有眼力吧。我故
意走开，你们就谈得热火朝天，你们
谈不下去了，就叫我过来——”

小陈的饶舌还没饶完，林又红
的手机响了，是赵镜子电话，口气十
万火急，说俞晓出事了。

俞晓真是祸不单行，金宏的经
营已无以为继，转让金宏的交易正
在进行中。忽然间，她和金宏前总
经理的不雅照竟然被上传到网上，
引起了轩然大波。交易受到影响，
进行不下去了，宾馆停业，职工闹
事，一时间黑云压城了。

林又红和赵镜子火急火燎赶到
俞晓那儿，俞晓居然还能笑出来，嘻
嘻着说：“没想到哈，我上了明星的
档次了，也来一个艳照门。”

林又红和赵镜子气得大骂：“俞
晓，你还要不要脸？”

俞晓真是破罐子破摔了，说：“我
倒是想要脸的，可是人家不给我脸。
不仅把我的脸撕了，把我的裤子都撕
了。我有什么办法？” （待续）

长篇小说连载

桂 香 街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
席俞正声近日在北京会见了出席国务院
侨办专家咨询委员会大会的全体代表，
常州籍华人科学家谢亿民是其中一位。

据悉，国务院侨办整合组建“专家咨询
委员会”，旨在为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参与中
国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提供平
台。谢亿民于1992年创立的“渐进结构优
化法”，在国际结构优化设计领域影响深
远，而且随着2013年谢亿民带团队扎根常
州，此方法也在国内得到进一步推广。

创新推出“渐进结构优化法”

谢亿民告诉记者，“渐进结构优化
法”的基本思路及其创新之处在于，通过
逐渐去除结构中低应力材料，使余下的
结构最终进化为最优的形态，“比如在树
上要挂一个重物，这个重物通过渐进结
构优化法，会从一个悬挂着的立方体优
化成一个苹果的形状，因为这个立方体
的边边角角不受力，就被删掉。这也说
明为什么挂在树上的果实长成我们看到
的样子，这个方法类似达尔文进化论，符
合大自然的规律，只是我们最终要通过
计算机表达出来”。

谢亿民的方法正是在导师辛克维奇
创造的有限元方法上创新出来的。有限
元也一度是世界最前沿的方法，渐进结
构优化法则更加优越，力学性能更加合
理，更加节省材料，实物也更加美观。

正是凭借此方法，谢亿民近日荣膺

2017年度澳大利亚Clunies Ross创新
奖。该奖旨在表彰通过科技创新为社会
带来显著影响的最杰出科学家。2017
年澳大利亚共有3位著名科学家获得此
国家级科技奖殊荣，既往获得者大多在
澳大利亚家喻户晓，包括2005年诺贝尔
医学奖得主、发现幽门螺旋菌的 Barry
Marshall 院士等。

一系列地标性建筑采用此方法

谢亿民就“渐进结构优化法”发表的
专著、论文已被引用上万次。该方法主
要被应用到建筑结构中，由许多国际著
名建筑师、工程师采用，在世界各地设
计、建造出了一系列地标性建筑。

其中最为著名的，包括卡塔尔国际
会展中心、上海喜玛拉雅酒店、2020 年
东京奥运会主场馆。以卡塔尔国际会展
中心为例，图标化的形象是它的标志性
特色——以当地席德拉树为原型的钢结
构支撑起外挑的大屋顶，其中的挠曲钢
结构跨度超过 250 米，这背后离不开渐
进结构优化法发挥的作用。

2013 年开始，谢亿民回到国内发
展，在其团队的参与下，上海市龙华国际

航空服务中心、第八届中国花博会主场
馆、位于四川成都的竹里度假酒店等一
系列地标作品也应运而生。

据悉，谢亿民还参与编写了国内建
筑工业化项目标准制定等。

在多领域广泛应用

目前，谢亿民与团队还致力于将优
化技术与高端 3D 打印技术相结合，进
一步促进该方法在医疗器械、新材料等
领域的应用。

一款骨折病人手臂护具已经在上海
六院、九院使用。该护具通过 3D 打印
技术，先扫描手臂形状，后打造出护具覆
盖其上。相比于传统的实心护具，这款
护具有开孔、省材料、还透气，同时利用
刚度最大化原理实现足够坚硬。它的美
观度更是传统护具无法比拟的。

据介绍，谢亿民团队还在和国际国
内品牌研发一款鞋底，鞋底是空心结构，
通过优化能够在人跑步过程中吸收震动
等，十分舒适。

此外，该方法在飞机制造等多个领
域也有用武之地，可实现关键部位的力
学优化等。 黄钰 滕波

链接：谢亿民 1963 年出生于常州，
1986 年赴英国留学，2011 年当选澳大利
亚工程院院士，2013 年入选中组部国家

“千人计划”专家。目前，他担任澳大利
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终身教授和南京
工业大学特聘教授、常州工学院特聘教
授，并被浙江大学、同济大学、中南大学
等著名学府授予荣誉或客座教授称号。

常州籍科学家谢亿民——

“渐进结构优化法”造福全人类

本报讯 近来我市连续发生多
起液化气泄漏爆炸事故，给市民生
命及财产安全带来了严重伤害和巨
大损失。市城乡建设局联合公安、
消防、质监等部门，日前启动对我市
瓶装液化气经营行为专项整治。

经过前期摸底排查，联合检查
组首先对龙船浜常燃液化气有限
公司的便民服务点进行检查，发
现 该 服 务 点 超 量 存 放 液 化 气钢
瓶 110 只。常州燃气管理站副站
长吴欣宇介绍，按照规定便民服

务点只可以存放 1 立方米以下的
液化气钢瓶，存放量超过 1 立方米
需要在周围设置围墙，而且距离
道路、民用建筑等都有安全间距
要求，检查组依法出具整改通知
书，责令企业迅速运走超量存放的
液化气钢瓶。

专项整治中，联合检查组还现
场取缔了无证经营户，并查处未装
条形码钢瓶，将其移送质监部门。
下阶段，还将不定期对瓶装液化气
市场进行检查整治。 （瑾亮）

我市专项整治瓶装液化气经营

本报讯 江苏省作家协会日前
公布第六届紫金山文学奖获奖名
单，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武进区作家
协会主席、武进日报社全媒体用户
服务中心主任荆和平荣获文学编辑
奖，成为常州地区唯一获奖者。

紫金山文学奖1999年设立，是
我省最具权威的综合文学奖，也是
全国颇具影响力的省级文学奖之
一。本届共有 424 人参评，产生了
52 位获奖者，包括读者熟知的苏

童、毕飞宇、储福金等。
荆和平从1993年起，一直从事

《武进日报》“阳湖”文学副刊、“淹
城”文化副刊的编辑工作，联络、培
养了一大批副刊作者，每年均有作
品获江苏省报纸副刊好作品编辑
奖。去年，他主编的“武进作家丛
书”由凤凰出版社出版，举办了首发
式、研讨会、读者见面会，在文学界
产生了较大反响。

（晓文 马浩剑 陈荣春）

第六届紫金山文学奖揭晓

荆和平获文学编辑奖

本报讯 我市 25 日举行工会
劳动关系预警“小三级”网格点建
设及劳动法律监督与监察联动机
制建设推进会。市劳动监察支队
首批聘任 27 位劳动保障综合执法
监督员，将上岗协助劳动监察机构
开展劳动监察执法服务活动，化解
用人单位与职工之间的劳动争议
纠纷。

据了解，这 27 位劳动保障综合
执法监督员，来自我市各级工会组
织及律师事务所。

今年上半年，我市信访总量为
1626 批次 3298 人次，主要涉及欠
薪欠保、工伤待遇、合同纠纷、关停
并转搬、困难求助等。对此，全市
各级工会和劳动监察部门全力加
强“小三级”网格化建设，把隐患排

查、责任分解、合力化解、规范处置
作为重点工作，融合预警与监督两
个组织建设，形成横向到边、纵向
到底的完整网络体系，在全市形成
监 督 和 预 警 两 大 组 织 的 功 能 融
合、网络共享；结合“三大一实干”
活动，将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工作
和隐患排查相结合，组织工会信
息员、监督员走基层进企业，做到
排查范围广覆盖、重大隐患深挖
掘、维稳信息快报送；加强工会劳
动法律监督与政府劳动保障监察
共同协作机制，联合开展劳动法律
监察与监督联动服务，主动协助地
方党政机关预防化解劳动关系矛
盾，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中促进职
工队伍稳定。

（乔万迎 陈卓 郭克珍 秋冰）

劳动保障综合执法——

我市首批27位监督员上岗

由谢亿民团队设计的骨折病人手臂护具。

谢亿民

由谢亿民团队设计的竹里度假酒店，整体形态呈莫比乌斯环状，是对中国传统建筑的一次突破性运用。

本报讯 常州市产城融合经济研究
会成立大会 26 日在常州保利大剧院召
开，由常州大学、江苏理工学院等高校，
以及常州市企业联合会、常州市盐城商
会等10家单位，共同发起筹建的常州产
城融合专业智库成立。

常州市产城融合研究会共有团体会
员 39 名，包括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热
心于产城融合经济研究与实践的单位、
团体，个人会员有 61 名，主要是有关专
家、学者、专业技术人员。

该研究会将定期举办主题论坛、沙
龙、培训、讲座等活动，总结、交流、推广
产城融合的实践经验与研究成果。

（徐莉）

常州产城融合
专业智库成立

本报讯 记者昨天获悉，武进区
第 5 届市民艺术节暨第 4 届锡剧艺术
节将于 9 月 7 日开幕，37 项活动将全
面展示武进群众文化建设成果。

2013 年以来，武进区推出市民艺
术节，每年一届，逐渐打造成为该区群
众文化活动的龙头品牌。同时，作为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锡剧的发
源地，武进还从2011年起举办锡剧艺
术节，两年一届。

今年，该区第5届市民艺术节和第4

届锡剧艺术节同时举办，以“日出阳湖·
风雅江南”为主题，从9月7日至10月13
日，将举办展演、比赛、展示类活动共37
项。活动包括青年演员折子戏专场演
出、武进区小戏小品曲艺大赛、第3届武
进国际藏书票博览会、地道常州味——

“常州吆喝”非遗展、武进区首届舞蹈大
赛、武进区首届少儿曲艺大赛等，各镇、
街道、高新区北区也将举办锡剧折子戏
专场巡演和业余群众文艺展演。

“常州吆喝”非遗展将以常州吆喝

为切入点，分常州市井老行当老味道、
常州吆喝与常州人的故事及场景互动
等3部分，通过展板、音频、实物、场景
等形式，举办一场可以听、可以看、可
以摸、可以吃的展览，展示常州人的老
物件、老生活、老风俗，唤起老常州的
记忆和乡愁。

记者了解到，本届艺术节参与面广
泛，包括全区企事业单位和普通群众，
符合相关条件的群众均可报名参加。

（陈荣春 杨东溟）

其中有“常州吆喝”非遗展

第５届市民艺术节、第４届锡剧艺术节——

武进“两节”9月7日同时开幕

本报讯 中国作协会员、我市
知名传记文学作家沈国凡 17 万字
的新著《赵世炎》，近日由中国工人
出版社出版，向全国发行。

这是沈国凡出版的第21部著作。
为记录中国工人运动英烈光辉

历史，中国工人出版社决定出版 10
位在中国革命史上有显著贡献的英
烈传记。该出版社经过研究决定，
在全国众多作家中，约请沈国凡为
赵世炎立传。

赵世炎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
一、卓越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著名
的工人运动领袖、上海工人 3 次武
装起义主要领导人之一、武装工人
纠察队总司令，牺牲时年仅26岁。

本书在强调史料性、真实性、可
靠性、有据性的同时，用生动细腻的
文字和珍贵的图片，记录了赵世炎
为工人运动不懈奋斗的一生。此书
在厂里装订时，就有读者向出版社
打电话要求购买。 （李寿生）

沈国凡第21部著作——

《赵世炎》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