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鹏亮 文/图

李晓伟喜欢在日暮时分端立阳台，那里有

他精心侍弄的几盆盆景。夕阳斜照，花草日盛，

偶尔有风吹过，枝叶沙沙作响。

有时，他踱步客厅，瞄瞄鱼缸内自由自在游

动的鱼，瞟两眼正在播放的电视节目，或是重新

穿过书房回到窗前举目远眺，遥望文化宫游园

内繁茂的绿树和喧闹的人群，感受着这一切的

声响、勃发和萌动。此时，他面如平湖，心中却

定有所属，或是一种萦回不去的思绪，或是一丝

莫名其妙的感伤，更多时候是一篇文章的构思

布局、文字的雕琢排列，因此，一切动反而让他

的内心越发的静。

于是，他坐下，伴随着“啪啪啪”的键盘敲击

声，一篇篇文章就宣泄而出，宛如天成。

但这并非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他半生历练、

认知、经验、所知所感的凝结。

他走过南、闯过北，沿途的风景、邂逅的人

事在纷繁杂扰的尘世中起伏回荡、早已淡忘。

当他关上房门、隔离俗世，在一方清静的斗室

内，所有的记忆再次回归。无须刻意，不需苦

思，近两千万字的作品在笔尖铺陈开来，新锐小

说《涮三国》，散文集《渐行渐远》《浅斟低唱》和

即将出版的《舌染清欢》等一系列作品次第呈

现，惊艳了世人，丰满着他的人生。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多年前，一个

极其偶然的机会，李晓伟当上了一名时称无冕

之王、受人羡慕的记者，开始了赶会场、写稿子

的生活。经过老前辈的提携和不懈练习，再加

上特有的天赋，他的写作技法日益成熟。后来，

他参与了《汝州晚报》周末版的创办，生活化的

基调和头版惯用的整版大幅照片，颇受当时人

们的喜爱和追捧。

在正常的记者工作分内，他写消息、写通

讯、写评论、写散文，眼光独到、文笔独特。工作

之余，他写风穴寺、写东坡竹林、写九峰山、写文

庙、写望嵩楼、写北城门……汝州几乎所有叫上

名叫不上名的名胜故旧，都成了他笔下的风景。

锅盔夹肉、凉拌粉皮、麻辣兔头、浆面条、擀

面条、胡辣汤、羊肉汤、豆腐菜、揽锅菜、饸饹面、

烧鸡……汝州所有的特色美食包括舶来美食，

都在他的笔下重新呈现出佳肴的美味，表现出

与众不同的活色生香。

他坚持作品要服务人民、观照社会，反映时

代和经济社会翻天覆地的沧桑巨变，因此他用

各种题材的文章讴歌汝州时代进步和经济发

展，仅全市及各单位电视专题片解说词就达百

余篇。其中诗歌《不忘初心追梦前行》《幸福是

奋斗出来的》《我们都是追梦人》《山水汝州绘画

卷》等，连续多年被汝州春节联欢晚会和汝州春

节网络联欢晚会录制成诗朗诵进行播出。

他不随波逐流，坚持写有温度的作品、贴地

气的作品，在疫情防控和防汛救灾等特殊时期，

创作了《你是美丽风景，打湿我的眼睛》《没有一

个春天不会来临》《英雄无悔》等诗歌、散文，为

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精神力量。

正是对写作有着深刻的领会和感悟，他的笔才

异常灵动，才能不断推出精品佳作。

李晓伟身材颀长，举止儒雅，却像所有真正

的文化人一样，有着极强的文人“劣根性”。

他有三“好”，一好书、二好酒、三好客。他

藏书近万卷，读书破百万，创作两千万。在他家

中，俯仰皆是书。家中装修时，他对装修师傅

说，就一个要求，书架得多。这不是凡尔赛，事

实已经印证，充斥满屋的，不是香水味，而是书

墨香。他好酒，既品酒也藏酒，并且偏爱在夕阳

斜照、微风轻拂或是细雨迷蒙、入身微凉中饮

酒，爱酒更爱那种意境。或觉小口轻啜不够豪

放，他喜欢像李白们那样大口饮酒，半高脚杯酒

只需要一口。他喝酒几乎不吃菜，满桌美味对

他来说几乎无诱惑。因为好酒，他酣畅淋漓地

写下了酒文化系列，写出了喝酒者的洒脱、不喝

酒者的无奈和一直喝酒偶尔不喝酒者的尴尬。

他好客，人脉极广，源于丰富的人生经历，因此

与他相交者，既有官宦达人又有贩夫走卒，正像

是他的文章，既能阳春白雪，又可下里巴人。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正是

对文学、文字、文章的不断追求和所取得的成

就，李晓伟先后成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河南省

作家协会会员，2016年3月，当选汝州市作家协

会主席。自此，他以笔为旗，以文载道，与全市

文学爱好者一起，坚守文学的价值和精神，为繁

荣汝州文艺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但他始终没有舍弃作为一名文学“匠人”的

根，那就是创作，源源不断地推出好的作品。正

是有了长久的思索，他开始神游物外，与先贤隔

空对话、平等交流。他由表及里，想象他们的生

平、故事，揣测他们的神态、举止。在这个过程

中，先贤们都活了，他可以与他们无障碍沟通，

并且把他们的一言一行、观点主张、嬉笑怒骂表

现出来，于是成就了《听老子说》《那孙子说》《孔

子他老人家》《一声叹息刘希夷》《解读荆轲》等

一系列大文化散文。

但他并不因此而沉湎。在现实层面，李晓

伟依旧喜欢游走街巷，在人间烟火中感受内心

的宁静。那些窄窄的过道、旧旧的庭院、高大的

梧桐、斑驳的门窗和古朴的青砖黛瓦、温婉的老

街居民，从不曾让他失望，每一次漫步，都会赐

予他灵感，赋予他继续写作的力量。

就像西方魔幻题材小说中的吟游诗人喜欢歌

颂英雄、王子和公主一样，李晓伟也在不停地游走

吟唱。在行与停之中，在动与静之间，他以一种看

淡流光后的从容不迫，边走边唱，边走边悟，为盛

世放歌，为人民吟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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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警梁儒博

抽丝剥茧
穿过迷雾找寻真相

少年逐梦 走进警营

学以致用 找寻真相

金色盾牌 热血铸就

动静之间的游吟诗人
——写在李晓伟《舌染清欢》付梓出版之际

□本报记者张鸿飞通讯员韩恒超文/图

2018年5月和9月，汝州市公

安局先后接到中央督导组、河南省

扫黑办下发的“关于群众举报杨某

敏等人涉嫌违法犯罪线索”。平顶

山市、汝州市公安局立即成立专案

组核查该线索，梁儒博被抽调到专

案组，与王亚勋迎难而上，以大案内

勤为支点，展开侦查工作。

专案组在摸排中发现，该犯罪

集团层级分明、分工明确，身为平顶

山市人大代表的杨某敏是这个恶势

力犯罪集团核心一号人物，李某兴

为军师，董某西、夏某增为要账队

长，史某兵、张某等人为重要成员。

该犯罪集团由杨某敏统一指

挥，李某兴出谋划策。李某兴原为

汝州市卷烟厂厂长，负责汝州市亿

润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的放款、借款

业务和与外部人员沟通协调并讨要

债务，董某西负责向个人借款的担

保人讨要债务，夏某增负责向企业

公司讨要债务，史某兵、张某分别负

责带领要账队队员到现场要账。因

该犯罪集团人员狡猾，都是以软暴

力讨要债务，且军师李某兴因车祸

处于植物人状态，要账人员均将所

有罪行推给李某兴。

该犯罪集团主犯杨某敏时任

平顶山市第十一届人大代表、汝州

市万基高中董事长，自恃无恐，为

人霸道，做事蛮横，使得该犯罪集

团要账队成员均认为其能量大，对

其深感畏惧。

为迅速打开突破口，年轻的梁儒

博在王亚勋的指导下，运用在警察学

院所学采取逆向侦查工作思维，以事

实证据优先的原则，从级别最低的人

员抓起，对违法犯罪事实基本清楚、

证据基本确凿的犯罪嫌疑人，先期摸

排抓捕。在审讯中，梁儒博通过分

析杨某敏个人性格以及各犯罪嫌疑

人的情况，做好释法析理工作，逐个

突破，使犯罪嫌疑人逐一认清形势，

明白只有如实供述认罪才能够获得

从宽处理。最终，涉案犯罪嫌疑人

逐一交代了罪行，并对该案主犯杨

某敏进行指认，顺藤摸瓜将杨某敏

抓捕到案。

卤猪肉，是汝州民间最大众化的美食，也

是最具汝州地方特色的美食，为汝州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主要特点是：软糯鲜

香、肥而不腻、瘦而不柴。

汝州卤猪肉色泽悦目，既有内外遍红，又

有白里透红，秘制卤汁之香味，使卤肉滋味醇

厚，香浓扑鼻，并可增强人体免疫抵抗力，使人

肤体光洁，骨骼强壮，有益健康。

汝州制作卤猪肉的主要食材是猪头，所

以，又叫猪头肉。将猪头镊净毛茬儿，洗净剔

骨，清水浸泡，去除血水。大锅烧水，用八角、

桂皮、良姜、花椒等调料熬成老汤，将猪头、猪

五脏、猪蹄等入老汤慢火炖煮，熟即可食，食时

或原味或蒜汁调制。其味道爽口、嫩滑、有弹

力，筋道，香味持久。

因各家制作卤肉大料差异，味道各有其特

色，但均风味醇厚、香气馥郁，深受食客青睐。

但凡聚居地，便有卤肉香。

汝州市区，从西关桥头迁到过街楼的白中

照卤肉，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获第五批汝

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项目。各摊

位上的卤猪耳朵、口条、肝、肺、大肠、猪蹄、拱

嘴、罗盖等，样样俱全，肉色红润，酥烂香浓，鲜

嫩可口。黉门堂街陶记卤猪肉，秘方制作，咸

香可口，食者大赞：真乃人间美味！

俗话说：

吃了卤猪肉，健康又长寿。

不吃卤猪肉，嘴馋心别扭。

（汝州市地方史志办公室供稿）

●人物名片
梁儒博，24岁，党员，大学本科

文化，三级警司，2018年入警，现为
汝州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三中队
民警，曾荣获个人嘉奖一次。

●感悟
选择了刑警职业，就选择了责

任，就要发生大案干在先，危险时刻
冲在前，随时准备流血牺牲。

刑警，以破案为天职。

因此，有人说，刑警工作是很寂

寞、很枯燥、很劳心费神的。作为一

名刑警，要在蛛丝马迹中，抽丝剥茧

找寻真相，要具备“鹰的眼睛、狼的

耳朵、熊的力量、豹的速度”，在稍纵

即逝中抢抓战机，最终将犯罪嫌疑

人抓捕归案，使其受到法律的惩处，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12月 14日，梁儒博在谈到为

何选择警察这个职业时说，男孩子

小时候嘛，都对这个职业会有向

往，也想当个英雄，惩恶扬善、匡扶

正义。

梁儒博是幸运的，高中毕业后，

如愿以偿考入河南警察学院治安学

专业，2018年毕业后，进入汝州市

公安局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

在刑事侦查大队跟着师傅刘宗强实

习刚一年，梁儒博便遇上一件扫黑

除恶大案，被抽调到专案组后，又拜

禁毒大队教导员王亚勋为师，最终，

与师傅和战友们并肩携手拿下了这

件案子。

1987年，讲述一个年轻警察成

长故事的电视连续剧《便衣警察》一

播出，立刻火遍大江南北。《便衣警

察》播出10年之后的1997年，梁儒

博出生。

虽时隔10年之久，但年少时

就怀揣英雄梦的梁儒博，在读小

学时就学会了剧中的主题曲《少

年壮志不言愁》：几度风雨几度春

秋，风霜雪雨搏激流。历尽苦难

痴心不改，少年壮志不言愁。金

色盾牌热血铸就，危难之处显身

手，显身手……

汝州市公安局政治部提供的消

息说，走出大学校门，成为一名光荣

的人民警察之后，梁儒博始终牢记

入党、入警誓言，舍小家、顾大家，战

斗在艰苦危险的打击违法犯罪第一

线，参与侦办破获了“汝州市杨某敏

等人恶势力犯罪集团案”“汝州市寄

料镇吴某鹏故意杀人案”等重大刑

事案件。

在主办侦破“汝州市杨某敏等

人恶势力犯罪集团案”中，梁儒博充

分发扬攻坚克难、连续奋战精神，历

时一年多艰苦侦查，调查取证材料

达50余本，最终成功确定涉案犯罪

嫌疑人的身份，并与战友们成功将

该犯罪集团主犯杨某敏抓获归案，

该案涉案的30名成员无一漏网，均

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选择了刑警职业，就选择了责

任，就要发生大案干在先，危险时刻

冲在前，随时准备流血牺牲。”梁儒

博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忠诚践行

初心和使命的。

抓捕该犯罪集团主犯杨某敏的

过程，可谓一波三折。

杨某敏当时居住在汝州市万基

花园小区，该小区物业由杨某敏的

家人管理。

2019年12月25日，在对杨某

敏的人大代表身份办理允许采取强

制措施前两天，梁儒博和专案组民

警就已在汝州市万基花园小区里开

始蹲守。但此时，狡诈的杨某敏或

已察觉到风头不对，隐匿了踪迹。

2019年12月27日，梁儒博和

专案组民警闻讯到杨某敏家中进行

抓捕时，杨某敏已逃之夭夭。专案

组扑空后即决定兵分三路，分别对

该小区内部物业监控室、小区地面

和车库、小区外围进行蹲守排查，并

对杨某敏的手机号、微信、QQ等通

信设备工具实施技侦布控。

此后的近一个月里，梁儒博和

专案组民警不分昼夜地工作，一分

一秒地反复查看调取的小区物业监

控视频，但都没有结果。

直到2020年3月4日，专案组

通过技侦部门反馈，终于再次发现

该案主犯杨某敏的踪迹，梁儒博和

抓捕民警立即赶到郑州市嵩山路

一小区，在郑州市嵩山路派出所民

警的大力配合下，一举将主犯杨某

敏抓捕归案。2020年 3月 5日凌

晨，专案组民警将主犯杨某敏押回

汝州。

由于梁儒博和战友们在前期的

大量工作中一丝不苟、取证充分，在

后续庭审过程中，办案人员凭借完

整的人员结构图、案件证据手册、人

员信息表、人物事件对应表等材料，

强化了案件的证据体系，促使所有

的被告人均当庭认罪悔罪。

2020年12月25日，汝州市人

民法院对该犯罪集团主犯杨某敏依

法判处有期徒刑12年，其余30名

犯罪嫌疑人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一

年零三个月至十二年。

杨某敏被抓捕归案后的调查显

示，由于其有极高的反侦查能力，加

之杨某敏居住的小区物业由其家人

管理，因此，杨某敏及家人、亲戚朋

友对抓捕民警的一举一动掌握得十

分清楚，每当抓捕民警发现杨某敏

出现、赶到现场抓捕时，杨某敏就迅

速逃至亲戚朋友家中藏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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