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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不见了

镇墓兽

◎作者：蔡 骏

四川文艺出版社

★3000 年 来 ，若 要 保 护
君王的陵墓 ， 最 厉 害 的
并非铜墙铁 壁 ， 而 是 镇
墓神兽

★乱世逃亡，

怀胎十月
的女 人 在 唐 朝 坟 冢 上 凭
空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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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和田暖血玉， 显然不是
媳妇肚子里生出来的， 必是地宫中
带出来的宝物， 难道是唐朝小皇子
与镇墓兽， 送给这苦命孩子的见面
礼？
秦海关把这块暖血玉藏在儿子
的襁褓中，至少暖血玉能散发温度，
保护孩子不被冻死。
白鹿原，民风淳朴，农妇们将这
对不幸的父子接回村里， 在每户人
家轮流留宿一夜， 哺乳期的妇女来
给孩子喂奶。虽说是早产儿，命却比
石头还硬，刚出生就克死了亲娘。度
过最危险的难关，儿子精气神十足，
大家都说好些年没见过这么强壮的
婴儿了。
老人们都说， 这孩子生于唐朝
大墓的地宫， 必然沾了小皇子的灵
气与仙气，得到大唐气脉庇佑，绝非
凡夫俗子。过去的数百年，小皇子常
在大旱大灾之年显灵， 保护白鹿原
的百姓转危为安。 每年农历四月八
号，小皇子忌辰，四乡八邻们都会烧
香膜拜。
该给儿子起名了。 媳妇娘家在

山东威海卫， 她爹是北洋水师的老
兵，五年前的中日甲午之役，战死于
刘公岛。当初夫妻俩约定，若生儿子
起名“北洋”，纪念孩子的外公。
秦北洋！
父子俩暂住在白鹿原上。 为报
答村民们的恩情， 老秦给每家每户
修理农具家什乃至窗棂屋顶。 他还
给死去的老人挑选和营造墓穴，并
且分文不取，这可是祖传的手艺。
这年冬天，儿子刚满月，秦海关
决定返回北京。夏天逃难时，他和媳
妇走得匆忙， 许多祖传宝贝留在家
里。虽不值钱，但对世代工匠的家族
来说很重要，早晚都得传给儿子。听
说战事已经平息，朝廷跟洋人议和，
杀了一批主战的大臣， 更杀了好几
万义和团。
老秦辞别白鹿原的乡亲们，背
起襁褓中的孩子， 到唐朝小皇子坟
前，烧了三炷香祭奠亡妻，也是感谢
地宫里的那头兽。迎着初雪，父子俩
踏上东归之路……
漫长的二十世纪， 正在秦北洋
的面前徐徐展开。

◎作者：董思阳

花山文艺出版社

★ 青年企业家董思 阳 育
儿方法大揭秘

★ 2017 年 暑 期 暖 心 实
用的父母读本， 如何陪
伴 孩 子 、引 导 孩 子 、教 育
孩子， 做到言传身教的
最直面的表述和最终的
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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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年的腊月，离开白鹿原，秦
海关带着刚出生就没了亲娘的孩
子，踏上千里回家路。
他用几件石匠工具， 换了一只
母山羊，每天挤羊奶喂孩子吃。没走
慈禧太后的老路，而是出潼关往东，
沿黄河到洛阳， 走村串巷修理农具
赚些盘缠，给孩子买了冬衣棉袄。那
枚唐朝大墓地宫里带出来的暖血
玉，始终藏在襁褓深处，提供微弱的
热量。过开封府折向正北，经直隶大
名府、正定府、保定府……华北大平
原战火刚退，盗匪横行，幸亏他一个
穷石匠，没人瞧得上打劫他，除非看
上母山羊。
到了京师顺天府， 已近农历春
节， 西历到了1901年。 帝都疮痍满
目。八国联军在京城各处站岗，虐待
中国人最为严重的，当属日本、俄国
还有德国。 秦海关背着孩子绕过关
卡，大半夜，翻过崇文门城墙缺口。
天明时分，回到皇城根下，工匠村早
变成瓦砾。 秦海关凭记忆找到自家
房子， 在砖瓦木炭中挖出几个大陶

有时，我会更进一步思考，似乎
我们每个人对于“有始有终”的理解
都不完全相同——
—有些人的“有始
有终”只是把最后重要的工作做完；
有些人的“有始有终”是将一个任务
完整收尾； 而另外一些人“有始有
终”后，还会着手安排下一步工作。
那么，所有的这些人，在从小的家教
方面， 究竟是怎么被培养出不一样
的习惯的呢？
我发现，0~2岁的孩子， 更容易
接受高频率的条件反射式的学习，
这时候很适合培养他们做事情“有
始有终”的习惯。吃饭是孩子生活中
一个高频率的学习行为。 这件看上
去非常简单的事情， 里面蕴含了不
小的学问， 需要家长把目光放得长
远，更智慧地看待这件事。 比如，孩
子能不能吃干净碗里所有的饭？ 吃
完饭后， 孩子会不会清理面前的桌
面？饭后，孩子会不会把自己的碗筷
放入水槽、洗净碗筷？ 等等。 所有这
些细节， 都考验着孩子是否能有始
有终地做好一件事情。
对那些2~3岁的孩子，还可以让

他们参与盛饭端饭、 摆放碗筷等膳
前准备工作， 让孩子根据自己的食
量盛饭，饭后清理面前的桌子，最后
将碗筷放入水槽、擦嘴、洗手。 当这
样的作业流程被反复习得后， 孩子
的潜意识中就会无意识地形成“有
始有终”的习惯。类似的场景还有很
多，比如便后冲水洗手、玩完玩具放
回原处、洗脸刷牙后清理洗手台，等
等。
为了进一步强化、 培养
Mitchell“有始有终”的习惯，我甚至
拿出专门的时间来训练他。
在那个特定的时间段，Mitchell
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 制定一定的
规则， 选择他喜欢的玩具。 但我也
“参与”了规则制定——
—每玩完一个
玩具，Mitchell需要放归原处。
Mitchell特别喜欢几盒积木，玩
腻了后，他想换些别的玩具玩，就把
积木都放到原先的盒子里。但是，当
积木被横七竖八地放进去后， 盖子
没法盖住。 Mitchell只好把积木一块
一块地重新拿出来， 然后试着调整
位置。

我看到， 为了能盖好盖子，
Mitchell放回积木所花费的时间，比
他玩积木的时间还要长很多。 但随
着习惯的养成，整个“乏味”的流程
中，Mitchell非常从容， 并没有出现
焦虑的情绪。这时我明白了，当他完
全接受这种“有始有终”的习惯后，
面对那些让人焦躁不安的事， 他也
能从容应对了。
好习惯养成后， 往往会给妈妈
带来惊喜。
有一次， 我约一位媒体朋友下
午四点半在别墅进行采访。三点时，
我开车去接Mitchell。 当时，Mitchell
正在幼儿园里玩开车游戏。
在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中， 我蹲
下来，对他说：“
Mitchell，我们得赶
快走了， 记者阿姨快到家了。 ”
Mitchell按下刹车， 对我说：“妈妈，
你等我一下，我一会儿就过来。 ”我
知道Mitchell不是个爽约的孩子，于
是离开操场， 折回校园的停车场等
他。三分钟后，一阵哭闹声把我惊动
了。 听到是Mitchell的声音，我赶紧
打开车门， 探出身子看究竟发生了

林

★ 心 理 大 师 PK 催 眠 鬼
才： 利用心理暗示引发
群体性臆想事件； 伪造
脸膜、 利用催眠术篡改
记忆；破译催眠密码，相
互催眠……
★心理学破案 推 理 ， 我
们是独一无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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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 只见保姆抱着Mitchell小步跑
了过来，满头是汗。 而Mitchell正使
着吃奶的力气推搡着保姆， 带着哭
腔说着什么， 似乎在挣扎着想要摆
脱保姆的怀抱。
我赶紧下了车， 从保姆手中接
过孩子，问Mitchell发生了什么事。
Mitchell抹着眼泪告诉我他还
想玩。 我看了看表，对他说：“好，记
者阿姨还没打来电话， 你再回去玩
一会儿吧。 ”让我诧异的是，这次没
过两分钟，他们又回来了。但这次是
两个人都满面笑容地回来了。
我 奇 怪 地 问 保 姆 ：“阿 姨 ，
Mitchell为什么非要再玩一两分钟
才回来？ ”
“嗨！ 别提了，我们误会Mitchell
了。原来他是要把汽车放回原处。刚
才哭得那么伤心， 是因为他玩完汽
车游戏后，我着急要接他出来，就强
行把他抱了起来……人家不依，哭
闹个没完， 原来意思是说这件事情
还没弄完， 他不能扔下这个烂摊子
就走……”
（精彩下期继续……）

退休干部

独白者3：同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瓮，都是出逃前紧急埋下的。有个大
瓮里塞满线装书册， 其中有本手抄
的《秦氏墓匠鉴》，这就是传家宝。
秦海关正收拾东西， 听到隔壁
一声声惨叫。他背着孩子出门，只见
几个戴着尖顶铁盔的德国士兵，正
在强奸路过的中国少女。 庚子事变
激化， 得从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开
始。德皇在柏林讲话，煽动向中国复
仇。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德国陆军
上将瓦德西下令抢劫三日。 只要看
到中国人随地小便， 德军循着尿声
就是一枪。这群德国士兵身边，有个
翻译官劝阻无果。 秦海关把孩子与
山羊放在路边，想要上来说理。德国
兵看他身材魁梧， 以为是来寻仇的
义和团，对准其胸口放了一枪。 M98
式毛瑟步枪射出子弹， 从他心脏与
肺叶间的隔膜穿过。 他距死神只差
两毫米，当场不省人事。
等到秦海关醒来， 鲜血流淌一
地，幸亏是石匠，身强体壮，不然早
已丧命。
不过，孩子不见了。
（精彩下期继续……）

培养
“
有始有终”的习惯

我的二胎时代

◎作者：向

连载 A3

“你觉得凶手再次作案的可能
性究竟有多大？”龙华闽皱着眉头问
道。
沈跃答道：“这是一个无法回答
的问题， 因为到目前为止凶手的作
案动机不明。如果是复仇，仇人又只
有这五个人的话， 凶手再次作案的
可能性就很小了。可是，如果不是仇
杀呢？ 那么凶手再次作案的可能性
就非常大了。 ”
龙华闽问道：“如果不是仇杀，
还可能会是什么？ ”
沈跃道：“从心理学的角度讲，
连环杀人案的凶手在自我认同方面
往往会走向两个极端： 或许是因为
他们在现实社会中被人忽略或轻
视，所以他们会在一次接一次、愈来
愈熟练地控制和杀死被害人的过程
中获得支配控制欲的满足； 也可能
是他们在现实生活中足够成功，已
然获得了足够多的满足， 以至于再
没有其他合法的正常方式能够带来
新的刺激。 这一类人往往会精心地
挑选猎物，周密地布置犯罪计划，他

们作案的目的并非是为了取得某种
认同或是满足某种特定欲望， 他们
的需求只是为了寻找刺激感本身。
这种罪犯的危险性和复杂性要远远
高于其他任何类型的罪犯。 ”
龙华闽的神情一下子就凝重起
来， 连忙问道：“你觉得我们警方现
在应该做些什么？ ”
沈跃道：“按照你们的方式，马
上并案调查这五起案子。 ”
龙华闽摇头道：“
这几起案子已
经成了积案， 这就说明我们的思路
和方式都有问题。这样吧，案子还是
交给你， 需要什么随时向我们提出
来。 ”沈跃笑道：“
也行。 先把曾英杰
借调给我再说。 ”
龙华闽有些为难道：“他正在办
另外一个案子……不过，好吧，让他
先去你那里。 ”
蒲安俊两年前退休， 曾经是某
事业单位的一名处级干部。 刚刚退
下来的时候非常不习惯， 一贯脾气
不错的他经常和老伴争吵， 平时也
赖在家里不愿出门， 说到底就是退

休综合征的各种表现。 后来女儿陪
着老两口去了一趟沿海城市游玩，
老爷子回来后就喜欢上种花养鸟，
平日里也开始去小区外边的一家茶
楼喝茶听书。可是想不到，蒲老爷子
刚刚适应退休生活不久， 日子正过
得有滋有味的时候， 竟然被人杀害
了。像蒲安俊这样的人，无论如何都
难以和前面两名死者联系在一起，
这三个人的社会关系没有任何交
集， 不管是他们的生活空间还是人
生经历都是如此截然不同。
沈跃在询问了吕成团后没有得
到任何有用信息， 心里虽然沮丧但
很快就将心态调整了过来， 说道：
“或许我们已经进到了黎明前的黑
暗之中，你说是吧？ ”
康如心刚才还在为满脸颓丧的
沈跃担心不已， 却想不到他这么快
就调整好了心态， 点头说道：“现在
我们已经掌握了不少线头， 我相信
这团乱麻很快就会被我们整理清楚
的。 ”说到这里，她忽然笑了，又道：
“沈跃，虽然我没有心理学方面的天

赋，但我还是想学，你愿意收下我这
个笨学生吗？ ”
沈跃开玩笑地说道：“等你学会
了，今后我们互相研究？ ”康如心不
住地笑，说道：“你害怕了？ ”沈跃笑
道：“
你随便研究好了。 ”
蒲安俊的老伴有些紧张， 不过
一听两人是为老伴的案子而来，眼
泪一下子就出来了。 沈跃也在心里
嗟叹：夫妻在长时间的相处中，爱情
慢慢变成亲情，一旦失去其中一方，
另一方心中的那种痛将永远难以弥
合。 由此禁不住就想起了自己的母
亲和康如心的母亲， 心想今后一定
要多陪陪她们， 让她们能够享受到
更加幸福的晚年。
坐下后，沈跃直接就说：“阿姨，
我们是为了您老伴的案子来的。 我
知道您很悲痛， 本不该再次在您面
前提起您老伴的事情， 不过我们必
须尽快找到凶手， 这样才能够让您
老伴的在天之灵得到安息。 这才是
最重要的，您说是吗？ ”
（精彩下期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