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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与人性之恶的奋
力博弈 。 纪 实 性 犯 罪 悬
疑小说 ， 窥 探 人 性 的 七
宗罪

★是意外？ 是仇杀？ 是阴
谋？ 还是布局？ 无限接近
真相， 却又步入另一个
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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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找到他的踪迹， 借着公司
资助山区贫困学校的由头， 在山区
待了十天，求情人重归于好，男生坚
决不同意，并且跟他说，如果还这样
纠缠，就要将他们之前的关系公开。
老板心灰意冷、气急败坏地回来，在
高速路上不知不觉将车时速开到
180迈以上，最终酿出车祸。
“我们每个人的行为动因都有
迹可循，跟我们自己的出身、性格、
财富、职业、素质、信仰、人生观等是
捆绑在一起的，换句话说，这些因素
驱动我去做这样一件事， 但假如套
在另一个迥异的人身上， 你就觉得
很别扭，这就是行为不对称。行为不
对称成立的前提， 必定隐含一个内
情。 ”
大象接过周昊的话头，“一位挑
山夫， 他不会将狗寄养在一家宠物
店里。 ”
“
对。以挑山夫的身份、地位、经
济水平、掌握的社会资讯，哪怕他有
一只非常爱的狗，他不想养了，或者
狗已经太老了，任狗老去就好了，但
去这么远的地方， 花费一千来块安

置狗， 这实在奇怪。 他这样做的动
机，在我看来，更像是为了制造一个
不在场证明。 ”
嗯， 只是目前这个
大象赞同，“
不在场证明无懈可击。 ”
“难道法医判定的死亡时间搞
错了？ ”我反问。
大象看我， 眼神嫌弃，“这是客
观事实，是公式中的常数，质疑这个
没有意义。 ”
“
还有疑点。 ”周昊说，“我们之
前对嫌疑人做的一些画像，力气大，
他是挑山夫，虽然已经40岁，但浑
身肌肉，符合。 身高大致一米七，符
合。 身上布满蚊虫叮咬红点，符合。
身患绝症，这个目前证实不了，看身
体是非常健康的。当时我们还提到，
会随身携带看时间的工具，但是，他
不仅没戴手表，连手机也没有。他是
聋哑人，不需要手机，这个可以通过
山上的商户证实。 ”
“会不会将手表藏起来或扔掉
呢？ ”我问。
没有这样做的理由。 首先，就
“
算戴手表，也是一种很正常的行为，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有那么一些人，

他们
无视绚丽的霓虹， 在这
片黑暗中追寻着希望的
萤火

★以 黑 手 党 和 历 史 事
件为背景， 展开一场关
于自我迷失与醒悟，成
长与救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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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还记得那个和你同校的孩
子， 总是玩着斯普莫内洋娃娃的那
个吗？ ”
“小达尼艾尔·男洋娃娃，”我说
道，“我当然记得他。 ”
“这些年来我们一直都在骗你，
他其实并没有搬家去北方……”
“我已经知道了，爸爸。 ”
那你知
他突然抬起头看着我。“
道是谁炸了那列火车吗？ ”他问我。
“谁？ ”
我心中一惊， 有什么东西在隐
隐告诉我，我将不会喜欢那个答案。
这时一架飞机来到跑道的尽
头，离围栏很近，等待着信号。 忽然
一瞬间， 引擎轰鸣， 飞机离开了地
面。 短短几秒钟过后， 便消失在远
处。
几天后，我去了美国仔家，是蜘
蛛人给我开的门。 起初他并没有认
出我是谁。在牢房里蹲了那么多年，
我想， 他的回忆里很多东西都被抹
去了，包括那个戴着牙套、目睹他从
三楼往下跳的小男孩。
在重获了自由之后， 美国仔反
复对我说，蜘蛛人几乎从不沾家。当

没必要为了躲避调查， 将手表处理
掉。其次，‘
时间工具’是我们讨论出
来的附加嫌疑点，凶手心思再缜密，
也不会连这个小细节都料到。最后，
如果有戴手表的习惯， 手臂上一定
会留有晒痕， 何况他经常在日头下
干活，但他双手都没有痕迹。 ”周昊
说，“
包括其他时间工具，他都没有，
因为他本身就没有看时间的需要，
这是侦查人员对比大量他干活时的
监控中得出来的结论， 他的生活轨
迹就是取货、 上山、 下山， 非常固
定。 ”周昊回。
难道关于割脚的推断，我们想
“
错了？ ”大象皱眉。
“但除了是作法的步骤之一这
个假设， 很难有其他符合犯罪逻辑
的解释。 ”周昊说。
“目前哑巴常理的凶手嫌疑可
能性是你列的五人里面最高的，我
们基本可以先定位他。 ”大象提议。
“以他是凶手反推的话，目前这三个
疑点待解决：他的不在场证明，割脚
原因，尸体附带的味道。 ”我说。
“
时间紧急，我们分头行动。 阿

雷， 你跟侦查人员去宠物店走动一
下，查查哑巴之后的行踪，看看有没
有什么新的发现。 我去哑巴出租屋
看看。周昊，麻烦你问问跟哑巴打过
交道的人，顺便了解下受害者情况，
应该能问出一些东西。 现在是晚上
六点四十分， 我们大概十点回到这
里碰。 有情况我们随时电话联系。 ”
我被警察开车带去了“酷迪宠
物狗店”， 总用时大概是四十二分
钟。调取了宠物店的监控，看见昨晚
八点十二分， 哑巴牵着一只狼狗进
店。一开始用手跟店员比画，后来在
柜台处写清来意：想给狗做个检查。
字条还保留着，字迹娟秀。
哑巴离店时还抱了狼狗， 店主
跟我说，看哑巴的举动，及狗跟主人
的互动，他是真的爱狗之人。让店主
印象深刻的是，哑巴似乎不愁钱，清
洗和检查的服务， 他都示意用最好
的， 走的时候还写字嘱咐喂养的食
物也要用最贵的。“
很阔绰，不像是
穿那样衣服的人会做的事。 ”
（连载完毕）

向着他父亲求饶

那不勒斯的萤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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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他从来也不是那种会陪伴儿子和
其最好的朋友参观动物园或者参加
生日派对的爸爸。不过说真的，我们
也不是那种会去动物园玩耍的孩
子。至于派对，只有我们心情好的时
候才会考虑。
“
所以呢？ ”他审视着我那惊讶
的神情，说道，“你想怎么样？要进来
吗？ 已经差不多有一个世纪的时间
利奥没有离开过他的世嘉五代游戏
机了……”
他穿着白色的背心， 被扯破的
牛仔裤。 他很高，金发，宽阔的肩膀
挤满了整个圆拱门。 和他以前在街
区里陪着石头脸时那专横跋扈的样
子相比，看起来老了很多。
尼古丁的臭味，杂乱的胡须，他
看起来颓废不堪， 像是职业生涯晚
期的拳击手。 他的眼神蒙上了一层
灰，那双蓝色的眼睛，和利奥一样的
眼睛，不再带有光泽。 但仔细看去，
又像是深夜的大海，让人毛骨悚然：
那是一个杀手的眼神。
“
你终于有了那灿烂的微笑。 ”
他一边领着我向屋里走一边说道，
“
你要把那个牙医的电话给我。 ”我

的脸通红，心跳开始疯狂加速。有那
么一瞬间我想起我父亲说过的话，
并感受到了单独和那个男人在一起
时的恐惧。
我们进入利奥的房间。“过来跟
我一起玩。 ”他对着我低声抱怨。 像
往常一样，最近几个星期以来，利奥
一直在世嘉五代上玩刺猬索尼克。
他花费了太多精力在莫比乌斯星球
上闲逛去寻找可以积分的混沌翡
翠，以至于没时间再搭理我们。
“利奥。 ”他父亲低声抱怨着，点
燃了一根好彩香烟，“你住在楼下的
朋友在这儿呢。 ”
“他已经不住在这栋楼里了，文
森。 ”美国仔回答道，手里不停折腾
着那游戏手柄， 然后转而对我说，
“哎，我的老伙计，你知道我发现了
什么吗？ ”我正盯着电视屏幕。 多亏
了能够变身超级形态， 他可以只用
光圈就消灭敌人。“什么？ ”
“仔细看看索尼克的鞋子，让你
想起了什么？ ”
我并不喜欢那个长得像人的刺
猬，“
我什么也想不到。 ”
“怎么会！ ”他激动地反驳我，

“它们很像那首叫《飙》的音乐视频
里的那双。这可是在向迈克尔·杰克
逊致敬！”他补充道，“
现在你有印象
了？ ”“我之前并没有注意到。 ”
蜘蛛人对着我微笑， 示意让我
向前靠。我不明白他想让我做什么，
但也许那也同样是他的意图， 因为
那个时候我一只手正搭在利奥的肩
上，我一移动便会吸引他的注意力。
利奥转身面向我， 而就在这时文森
佐突然一跃， 来到他另一边给他一
个措手不及，把他拽倒在地毯上。
“
好了，别玩了！ ”他喊叫着，“
让
我们来教训一下这个小混蛋！ ”
有那么一瞬间我非常确信那个
下午我们都死定了。
然而相反， 在利奥不停抗议的
过程中， 他没能及时保存游戏的进
度，蜘蛛人开始挠他痒，不停地去咬
他的胳膊和腿。 尽管有几次差点因
为疼痛而喘不过气来， 我的朋友却
止不住地笑着， 向着他父亲求饶。
快停下，我求你！ ”他喊道。 但即使
“
从一英里远的地方看过去， 也知道
他其实乐在其中。
（连载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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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河盛赞的作家丁
捷最新反腐力作： 零距
离逼视文化圈腐败真相
★一个渴望有所作为的
人， 如何才能以成功者
的姿态在角逐中脱颖而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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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 张一嘉宣布成立一个由
他亲自挂帅， 李天武和文艺部主任
康中辉担任副帅的临时工作小组。
交代两个副组长当天就要拟出节目
和经营团队的名单后， 他就不再讲
话，提前回到办公室。
老游接着主持会议， 反复强调
了这次活动的重要性， 以及张总讲
话的重要性。 张一嘉在自己的办公
室， 听见老游激昂的声音不断敲打
着楼道和墙壁， 一声接一声地跌进
来。他忍不住“
呵呵”地笑起来，死劲
儿地关紧了门。独自一人，他要好好
地筹划一下近期的事， 还是晚上与
市长秘书的碰头要紧。
晚上，张一嘉自己驾车，停在市
政府大楼后边的一个树丛里， 熄了
火， 给市长秘书曲小波发了信息，
说：“你不用急， 我在楼后的老地方
等你。”张一嘉在车子里抽掉大半包
烟，才看见市长的车子从旁边开走。
过了十分钟， 曲小波急匆匆地拿
了个大信封下来了，一上车就说，送
你个礼物，回去研究一下，有用的。

张一嘉心领神会收起信封， 也顺手
从副驾驶位上拿了个袋子递给曲秘
书。 曲小波推却了一下， 说这是什
么，怎么可以呢。张一嘉轻描淡写地
说：“
咳，这是广告产品，一家省城科
技公司在我们台做广告， 抵部分广
告款的苹果iPad，新款，做得不错，
最主要的好处是轻巧方便。 尤其是
你，材料多出差多，需要个小的。 ”
曲小波“呵呵”乐了，说：“什么
都是小的好，大的都要换小的。 ”
两个人在车里乐成一团， 接着
商量到哪儿去消遣。 张一嘉说：“今
天我们跑远点儿。郊县有个好地方，
巨龙温泉会所， 百分百的天然温泉
会所，我一个朋友开的，干净、安全，
咱们先去泡一下。泡得好，下次可以
推荐给秦市长， 让他全家老小去泡
一下。水里含硫黄等矿物质，绝对对
皮肤有好处， 所里还有一个土菜馆
一个海鲜馆，菜也不错。 ”
曲秘书说：“这个好， 秦市长这
人朴实，就爱个土菜了。阿姨对泡温
泉，太有兴趣了。 好好，张哥想得周

到。 要是我们政府的秘书长有这么
活儿细，就好了，可惜是个书呆子，
光知道用那些臭八股文哄领导。 ”
汽车一溜烟出了政府大门。
巨龙公司的吴老板已经等候在
会所前， 专门为他们两个人开了一
个独立的贵宾池， 不大， 但非常豪
华，还有一面玻璃墙，对着山林。
曲小波说，咱们裸浴，外面林子
里有人不全看见了？
张一嘉“哈哈”笑起来，叫服务
生把老板喊过来， 消除一下曲小波
的疑虑。巨龙的老板进来说，后面的
林子是国家保护森林，四周有网，没
有特殊情况人进不来， 会所这一块
又特意加了一圈网中网， 人是肯定
进不去的。白天看就更漂亮了，可以
躺在池子里看风景。吴老板还说，最
近他们在林子里放了几头家鹿，好
几头母的，还是黄花闺女呢，只有她
们可以看领导的裸体啊。
大家“哈哈”乐了。 服务生进来
问， 是不是可以上吃的了。 张一嘉
说，可以。 过了一会儿，浴池另一侧

的一条通道里， 缓缓漂出来一个桌
面大的小木船，“咕噜咕噜” 地自己
跑着。 跑到跟前，就停了下来，然后
还自己从下面打开了支架， 小船里
有个小桌子，就被支架撑高，稍稍高
出水面，上面放满了吃的，还有一瓶
打开的洋酒。
曲小波好奇得不行，问，这什么
西洋镜啊，还像个机器人似的，自己
跑，自己站？ 咳！ 怎么没有听到马达
声？ 张一嘉说，这不是西洋的，是日
本的， 亏他们想得出这么绝妙而变
态的东西来。
两个人泡在水里边吃边聊，话
题很快切到这次考察市领导班子的
事。 曲小波分析说，这次省委来考察
班子，肯定是要有大动作。 洪书记这
次肯定不会再当书记了， 年龄也不
容许了， 据说是省人大当副主任或
者市人大主任。 张一嘉插话说，考察
秦市长肯定是提拔当书记的。 曲秘
书说，但在哪儿当书记就说不准了。
（精彩下期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