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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J寻了个合适的机缘，“附庸风雅”地
沿着营造学社的轨迹，一路驱车奔朔州。这
个小城当年是宋、辽、金反复争夺的“燕云十
六州”之一，从五代至辽金出了不少名人故
事。专门来此拜谒传说中的应县“佛宫寺释
迦塔”，是因为应县木塔存在了近千年，而百
年来受到关注也与天津多少有点关系。除
去它与蓟州独乐寺并称，是不多的辽代木结
构建筑外，还因1933年 10月7日天津《大公
报·文艺副刊》上一篇署名“林徽音”的文章，
其内容主要是摘录了梁思成从应县给她的
“前线”汇报。这时候的“女神”还用着父亲根
据《诗经》中“大姒嗣徽章”一句取的名字，为
了避别人的重名自己改了“徽因”是在1935年之后的
事。那种现场感，类似我们今天新媒体的“直播”——
“在这整个民族和他的文化，均在挣扎着他们垂危的运
命的时候……有几个死心眼的建筑师，放弃了他们盖洋
房的好机会，卷了铺盖到各处测绘几百年前他们同行中
的先进，用他们当时的一切聪明技艺，所盖惊人的伟大
建筑物，在我投稿时候正在山西应县辽代的八角五层木
塔前边”，这是林徽音的“直播”开场白。
这一年秋天，梁、林一批营造学社成员雁北古建筑

考察结束大同之行，身为“民国女神”的林徽音也免不了
“为母之责”，要回北平照顾刚满一周岁的儿子梁从诫，
就没有随队伍前行。她的夫君梁思成及其同道一行继
续去了朔州，探访了应县木塔。梁几乎每日一信，林摘
选了有代表性的部分四则，登在了当时沈从文实际主编
开办不足一个月的副刊上。
其实林徽音的潜台词是沉重的，因为这一年日军入

承德、占热河，北平故宫的文物两千多箱在民众的反对
声中南撤，而且日本学者如伊东忠太、关野贞已经早于
我们考察搜罗中国的古建筑和文物线索。所以林徽音
要在民族危亡的语境中，将读者带入一个抢救性考察
的古文化命题，她说：“中国建筑的演变史在今日还是
个灯谜”，未来的建筑史如同侦探小说，需要线索，“现
在唐代木构在国内还没找到一个，而宋代所刊营造法
式又还有困难不能完全解释的地方，这距唐不久，离宋
全盛时代还早的辽代，居然遗留给我们一些顶呱呱的
木塔，高阁，佛殿，经藏，帮我们抓住前后许多重要的关
键”。这就是应县木塔的价值，梁的信里兴奋地汇报
说：“塔共有五层，但是下层有副阶（注：重檐建筑之次

要一层，宋式谓之副阶），上四层每层有平坐……这塔真
是个独一无二的伟大作品，不见此塔，不知木构的可能性,
到了什么程度。”
“主播”林徽音女史虽是建筑学教授，但文笔了得。

她生动描绘了梁思成在此之前“早晨洗脸的时候”“走路
的时候”对木塔心心念念的“痴情”。我最叹的细节是说
他为了得到一张木塔照片，干脆冒险写封信“探投山西应
县最高等照相馆”，结果果然弄到一张应县木塔的相片。
梁思成真到了应县，除了测塔“还到××斋看了托我买信
笺的那位先生。他因生意萧条，现在只修理钟表而不照
相了”……我后来考证过，《大公报》上林徽音隐去的照相
馆名号，其实是应县白云斋照相馆。
我和J的旅程路况比梁思成当年要好得多，但是应县木

塔按照手机地图导航显示着就在眼前的，却迟迟不见，J说：
“在哪儿了？木塔不应该很高，很容易看见吗？别是错了？”
我也嘀咕呢，开车走着看吧。我们的汽车在三伏天午后的烈
日里转个弯，绕过眼前路旁不算茂盛的树冠，在一条簇新亮
闪的仿古街后面，果然有个素朴古旧又厚重的木塔顶部，
斜斜地露出一截，毫不起眼儿。我心想梁不是说“离县二
十里已见塔，由夕阳返照中见其闪烁”吗？估计那时候周
围建筑少、树少。梁的信里说：“应县是一个小小的城，是
一个产盐区，在地下掘下不深就有咸水，可以煮盐，所以是
个没有树的地方，在塔上看全城，只数到十四棵不很高的
树！”今天不一样了，植被稍微多点，关键是门口建了仿古
街。不过梁先生说“佛宫寺塔，绝对的Overwhelming（震
撼），好到令人叫绝，喘不出一口气来半天”，倒是真的。
我和J傻傻站在塔外好久，被震撼地说不出话。从不

愿意照相的J竟然主动要求我给他和木塔合张影。我也感

慨梁写给林的体悟：“那一刹那人生稀有的由
审美本能所触发的锐感。尤其是同几个兴趣
同样的人在同一个时候浸在那锐感里边。”也
许这审美的狂喜J还不懂。我告诉他这地方梁
思成来的时候带了个小助手叫莫宗江，两个人
飞檐走壁几天完成了测绘。“莫当年17岁，就
已经是梁先生的助手，只比你现在大两岁，后
来也成了清华著名的教授。可见有些学问不
是图书馆里读出的，是现场、古物、实践里‘熏
染’出来的！”J没有反应，因为他正在手机里百
度木塔的信息。
塔早就不能登上去了，我们只在一层反复

细致转了几圈，一层的释迦大佛结跏趺坐的确
震撼，但是J似乎更关心战争在木构上留下的弹孔，束腰
莲花宝座下面那神态栩栩如生的八个托举力士。而我只
是站在一层有限的空间内，就感受到传说中塔上开过“万
人大会”一定所言不虚，关键是佛塔这种恢宏建筑更多带
有一种“道”成的物化感，它的核心不仅仅是物质性和实
用性的，建造和朝觐的古人不可避免都带着强烈的宗教
性，这是当代观光游客常常缺乏的。
文物需要身在其中去感受浸染，去发现旅游手册信

息之外的细节，属于自己的“静谧之光”或“莞尔一笑”。
这一点 J很同意，并且开心，特别是我说了以下这个“八
卦”之后。
话说林徽音在天津报纸上的这次“应县木塔直击现

场”直播登在《大公报·文艺副刊》，这是当年京派文人的
“后院”。文人们在北平每日打头碰脸、寒暄客套，在津门
的报纸上就稍微放得开一点。所以当日同一版上，梁林
这边厢夫妻档抢救性考察介绍辽代木塔，毗邻的一篇就
是冰心女士连载著名的《我们太太的客厅》，正写到诗人
夸赞“我们太太”的画，“你的笔意越来越秀逸了！”哲学家
金先生劝太太不要太能干、太要强，博学的太太说：“你看
的是叔本华的妇女论呀，又开始骂女人了！”后人似乎天
然都知道，林徽音与梁思成在北平东城区北总布胡同三
号的寓所，由于经常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就被编排
为了“太太的客厅”，这真是名媛斗智。据说冰心辩称有
诗人有画家，那太太其实是陆小曼。但是金先生太明显
了，明摆着是后来单身一辈子的金岳霖，再说谁不知道徐
志摩也的确是林徽音的“蓝颜知己”？传说林徽音后来托
人给冰心送了一坛老醋，寓意不言而喻，说不定就是这次
山西之行买的土特产！

2015年以来，肖复兴相继出版了《红脸儿》《合欢》《兄弟俩》三部长篇儿
童小说，受到业界和读者的关注与好评，有评论家将这三部作品统称为肖复
兴的“童年三部曲”。就在大家认为《兄弟俩》可能是其儿童文学创作的收官
之作时，新作《春雪》（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22年6月版）不期而至。作为
肖复兴儿童文学作品的忠实拥趸，笔者对其笔耕不辍、老而弥坚的文学精神
与创作热情心生敬意。
《春雪》讲述的依旧是发生在老北京大杂院里的儿童成长故事，但与

“童年三部曲”不同的是，这次作者不仅将笔墨集中在“父与子”的矛盾冲
突上，同时还以“儿子帮爸爸戒掉酒瘾”为故事线索，巧妙地实现了父子双
方的角色互换，进而完成了作者在创作实践上从“前喻文化”向“后喻文
化”的自觉转变。
正是作者有这种明确的“后喻文化”理念，小说呈现出鲜明的双向“成

长性”。乖巧懂事的男孩三江有个嗜酒如命的爸爸。妈妈多次规劝无果
后，一气之下回了娘家。面对即将支离破碎的家庭，小小年纪的三江没有
选择逃避现实，而是下定决心要凭一己之力帮爸爸彻底摆脱那如影随形
的酒瘾。在与爸爸一次次斗智斗勇的曲折过程中，三江逐渐由温室里的
花朵蜕变为坚强的小男子汉。而三江爸也
并不是一个烂泥扶不上墙的“扁平人物”，他
的内心深处埋藏一段不堪回首的辛酸史。
生活的艰辛，理想的幻灭，父亲的病与死，妻
子的户籍与工作，等等。这些来自成人世界
的重重压力与负担致使其无可奈何地用酒
精麻醉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儿子的监
督下艰难戒酒的过程，也是三江爸走出心理
阴霾，直面人生缺憾的“再成长”过程。作者
通过父子之间身份的戏剧性互调，使得两位
主人公在这场从摩擦不断到相互理解的温
情故事中，共同拥有了清晰可见且令人信服
的人物弧光。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的人物弧光不是

（抑或说不仅仅是）通过一个个“故事”而是
通过一段段“心事”来予以呈现的。从整体
叙事结构上看，《春雪》并没有曲折离奇的故
事情节，小说的起承转合看似由三江爸反复
无常的酒瘾推动，实际上藏于每个人物潜意
识中的那些浓得化不开的“心事”，才是其内
在的核心驱动力。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春雪》中的各色人等都是一副“心
事”重重的模样——“山村的夜太静了，一点儿声音也没有，只有远处山楂林
里偶尔传来不知是什么鸟的清脆鸣叫声。有点儿忧郁，听了让人想落泪。
四个人的心里都在翻江倒海，翻腾着各自的心事。”“山区的夏夜那么宁静，
却又翻腾着这么多心事，像这夜空中的星星密密麻麻的，每一颗星星都有自
己的心事，只是相互望着，不说一句话罢了。要是都说出来，这夜空得开了
锅，沸腾着能冒热气。”而这些“心事”又往往因与人物的“记忆”或“梦呓”有
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是三江为妈妈默默许下的承诺；是三江爸挥之不去的
痛苦往事；是建国叔与明秋妈心照不宣的秘密；是夏爷爷和夏奶奶见到明秋
时内心的五味杂陈……这些欲言又止的“心事”，往往带有很强的私密性，致
使人物时常处于欣喜与落寞相交织的复杂心境或心绪之中。当得知爸爸酗
酒的真正原因后，三江似乎对爸爸多了几分理解与同情，与此同时也对纷繁
复杂的成人世界更加琢磨不透。作者巧妙采用儿童特定的限知视角来勾勒
三江此时的微妙心情：“大人的心事不愿意说出来，有时候很难猜。幸亏有
了酒，要不然爸爸还是不会把心事说出来，憋在心里不更难受？”“大人的心
思就是和小孩子不一样，他们总是把一些事情，尤其是过去的旧事，像用过
的一个旧竹帘子，卷起来，藏起来，不愿意对小孩子说。”正是在孩童天马行
空的胡思乱想中，故事的神秘面纱被层层剥开，而三江爸的人物形象也由此
逐渐丰满、立体起来。
肖复兴在小说《后记》中坦言：“照本宣科地讲述一个生活中常常会出现

的父子之间矛盾与斗法的故事，没有多大意思。在故事之外，还有一层迷人
的东西，亦即雨果所比喻的‘比天平更高级的还有七弦琴’。我更关心的是
如何找到这样的七弦琴，哪怕一点点也好。”显然，这把“七弦琴”就埋藏在人
物的重重“心事”之中。“心事”与“故事”不同，“故事”指向外部世界，而“心
事”则诉诸人物内心。如果前者对应的艺术形式是逻辑影像的话，那么后者
则更像是一幅幅杂乱的素描：相对于影像，素描并不在意事物的整体、逻辑、
理性、因果律及其意义，它所关切的是那些诉诸人主观感受的东西，诸如语
调、感情、情绪、气息、氛围、味道、节奏、音韵，等等。由此可见，《春雪》所描
述的对象并非是现实生活中的某一个人，某一件事，同时是无数个人，无数
件事。也就是说，作者所要表现的，并非单一平面上的事物，而是以复数形
式呈现的更多事物，这些事物储存在人物的记忆深处，沉睡、发酵、生长，一
件事涉及另一件事，一个人牵涉出另一个人，像水面荡开的波纹，又像花朵
编织的花环。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其说《春雪》是一本讲述父与子亲情故事
的儿童文学作品，毋宁说它是一部充满“心事”的双向“成长小说”。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天然树脂大
漆作为成膜物质涂料的国家，但工业化
的油漆涂料产业却滞后于欧美百余年。
20世纪初期，在实业救国思潮的影响下，
天津近代民族工商业得到快速发展，工矿
及轻化工业得到发展壮大，油漆化工业应
运而生。
1916年，安徽督军倪嗣冲投资40万

元在天津创办的大成油漆厂（中国油漆颜
料公司前身），是天津历史上第一家新式
油漆工厂，也是中国的第二家油漆厂。
1921年，冯国璋之子冯家遇与陈菽良、孙
润甫在天津宙纬路投资5000元共同创办
东方油漆厂。1926年，杨锦魁在天津英
租界和法租界交界的老西开创建保华油
漆厂。1929年，陈调甫投资2万元在天津
小王庄旱桥开设永明油漆厂。此外，光
华、兴业等油漆厂纷纷成立。自此，近代
天津油漆涂料行业格局基本形成。
为赶上国际化学油漆制品的先进水

平，与洋漆一争高低，天津近代新式油漆
厂在生产技术方面注重引进国外先进技
术和关键设备，倡导科研与实践并重，走
技术创新之路。中国油漆颜料公司主要
生产设备“磨漆部分有三辕磨五架,其中
两架为德国出品,平石磨十架,亦有两架
为德货；机械方面，有齿轮打石机器一、
四轮打粉机一、直立式粉筛一，双滚碾
二，水磨一，球磨三，均为德国制”。永明
油漆厂的一些重要生产设备
则多是从美国进口。各大油
漆厂的生产工艺均参照国际
标准，并选聘技艺精湛的技
师，以确保产品质量。东方油
漆厂有“工大毕业生充顾

问”。中国油漆颜料公司聘有德国技师
和国内技师，该公司工程师周南荪“为工
化专家，对于油漆配炼、颜料制造……均
能应付裕如”。永明油漆厂“高薪聘请北
京、天津等地区名牌大学化学工业专业
毕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其创始人陈调甫
本人亦是科班出身的化工专家。无论来
自国内国外，他们均具备深厚的化工学
科背景或多年从业经历，“对各国涂料工

业的产品、性能有相当全面的了解”。部
分油漆厂还自建实验室，自主研发新产
品。如中国油漆颜料公司“对中外油漆，
均购备研究，用化学方法分析，舍短取
长，故出品实较舶来品价廉而物美”。永
明油漆厂下设“炼油、研磨、颜料、试验四
部分”，“试验部分为分析原料，检定成
品，研究改进等用”。该厂创建了中国涂
料工业的第一个名牌产品——“永明
漆”。此后，永明油漆厂又相继自主研发
推出经过改良的硝酸纤维漆和醇酸树脂

漆——“三宝漆”，由此一跃
成为行业翘楚，天津造油漆
制品也因此蜚声国内外。

天津近代新式油漆厂不
仅在生产技术上下功夫、在产
品质量上求发展，还“多已采

用近代之经营方法”，在品牌塑造、打造产品
多样化、拓宽产品销售渠道和产品对外宣传
等方面均颇有建树，行业整体日渐发达。据
《天津油漆工业调查》，1935年天津本地生产
的油漆制品已多达十余种，几乎涵盖了当时
所有油漆品种。产品除自设“发行处销售”
外，也有“由各地或本市五金行及颜料店代
售”和“只应做订货”等其他销售方式。为了
提升品牌知名度，促进销售，各油漆厂家纷

纷加大广告宣传力度。中国油漆颜料公司
经常在《大公报》《益世报》等各大报刊上刊
登专业油漆广告，“美观、耐久、不粘、价廉”
的飞龙牌油漆由此渐入人心。永明油漆厂
除刊登报刊广告外，还推出产品免费试用、
展示涂饰实物“样板”和举办喷漆展览大会
等方式，将产品广而告之。当时国内一些重
要的大型展会如国货展览大会、工业观摩会
和铁道部第三届全国铁路沿线出产货品展
览会等也多次展出东方油漆厂、永明油漆厂
和中国油漆颜料公司等天津厂家的油漆制
品，天津造油漆制品一时名声大噪。
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天津油漆工业

日益发达。本土油漆厂家的生产量和营业
额逐年增长，天津造油漆制品已经占据天津
市场绝大多数份额，“舶来品及外埠货销路
日减，大有渐将绝迹于当地市场之趋势”。

本地企业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声誉不断提
升。如当时天津最大的油漆生产企业——
中国油漆颜料公司，1935年总资本已高达50
万元，并且“除天津总工厂而外，在上海并立
有分厂，于天津、北平、南京各有发行处”。
永明油漆厂则凭借自主创新和名牌优势成
为享誉全国的知名企业，产品畅销全国。
1937年，天津油漆颜料业同业公会成员数量
也由1930年建立之初的寥寥数家迅速发展
至62家，行业组织规模得到进一步壮大。至
此，以中国油漆颜料公司和永明油漆厂为代
表的天津油漆工业快速占据了全国领先地
位，形成中国近代油漆涂料工业“南上海、北
天津”的发展格局。
天津是一个传统的工业城市，天津工业

高质量的发展是实现国家京津冀一体化战
略目标的重要保障。如何实现天津工业的
转型和复兴，回首天津油漆工业曾经的辉煌
与历史贡献我们可以发现：
一是工业发展要自强。天津近代油漆

涂料产业的发展格局就是新中国成立前天
津在全国经济地位的写照，自强不息是天津
工业发展的生命力。经济要强，产业必须自
强，依靠对本土产业的政策支持、依靠本土
产业自强不息的精神、依靠中国巨大的市
场，天津的工业必将获得更好的发展。
二是工业发展要创新。事实证明，近代

天津油漆涂料行业发展壮大的核心竞争力
主要源于技术的本土化创新改造。
三是要重视民营经济。民族资本在近

代天津油漆涂料产业的兴起与发展过程中
所形成的主导作用，说明了“民营经济是微
观经济的活力和后劲所在。”大力扶持民营
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有利于实现天津构建现
代工业产业体系的目标。

天津《大公报》上

林徽音的一场“直播”

郝 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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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工业史话（十六）

近代天津的油漆工业
王 敏

“律师楼”指的不是高楼大厦
的楼，而是指办事服务机构。现
代意义的律师制度起源于西方，
律师服务机构在英语里一般是用
“law office”来表述。“office”的意
思是办公室，律师楼就是律师的
办公室。
上个世纪50年代时的称谓是叫“法

律顾问处”，到70年代末律师制度恢复
重建，也还是这样叫。那个时代的律师
身份就是公职人员，律师履行职务没有
商业色彩，就是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
后来律师行业不断地改革和发展，90年
代初期，深圳地区最先出现了“律师事务
所”的叫法。律师事务所的含义比“of-
fice”更丰富一些，因为“事务所”同时含
有办事机构和办公场所的含义。后来，
全国的法律顾问处都改叫律师事务所
了，名称的改变和实质的改革正好契合，
却也不是偶然的，是大势所趋。
民国时代的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场

所有一个鲜明特征，就是办公场所和
家庭生活场所一体化，也是因为规模
普遍不大，那时候的绝大多数律师事
务所都是在家里办公。一般楼下是律
师的办公场所，楼上就是律师的住处，
这样上下班太方便了。那时候没有写
字楼的概念，但是高档宾馆是有的，稍
微大些的律师事务所也有租用高级宾
馆当办公室对外营业的。
新中国成立后的法律顾问处常常

是在行政化的办公楼里。现在随着法

律服务市场的日见成熟，律师事务所的办
公场所在写字楼里的居多了，写字楼不仅
显得高档，而且确实是很好的商务环境，
会议、餐饮、商务服务，全都有。

但也不是所有的律师事务所都在写
字楼里，也有一些个性化的律师事务所
选择四合院或者小洋楼，能满足绝对的
个性化要求。也有很多规模很大的律师
事务所选择了向行政化的办公楼回归，
过去的法律顾问处只能在一个行政办公
大楼里有几间房子，而现在的律师所，那
可是用了整个一栋大楼，真正成为“律师
楼”。律师制度刚刚开始的时候，律师们
就喜欢在法院门口租用门面房当办公
室，到现在，仍然还有不少律师选择在法
院门口租房子办公，人们需要有大商场，
也需要有便利店，律师的服务市场也是
这样，选择在哪里当办公室，跟律师的客
户类型关系很大。在新时代，也有不少律师
选择到那些具有孵化功能的开放办公空间，租
用一个台位，秘书和会议室是公共的。还有不
少律师平时就是在家里办公，只有开会和开具
相关手续的时候才到律师事务所去，在互联网
时代，也许办公室的概念将逐渐消亡，在电脑屏
幕上可以做一切。那时不仅律师的办公楼是
律师楼，看来律师的家，也可以是律师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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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地重游，触目神伤。龚自珍
想起去年此时，夫妻一叶扁舟，随风
飘荡，妻子轻颦浅笑，莺声燕语，何
等甜蜜。二人临风立于船头，惹来
多少人称羡，不啻神仙眷侣。苏小
墓前，宝俶塔旁，花神祠里，何事不
言，何情不诉。妻子深知自己功名未遂，
心中不快，便温声细语，百般劝慰，把臂
并肩，余香犹在。日月曾几何，斯人已逝，
魂归渺冥。想着想着，自珍不禁悲从中
来，沉声吟道：

湖云如梦，记前年此地，垂杨系马。

一抹春山螺子黛，对我轻颦姚冶。苏小

魂香，钱王气短，俊笔连朝写。乡邦如此，

几人名姓传者？

平生沈俊如侬，前贤倘作，有臂和谁

把？问取山灵浑不语，且自徘徊其下。

幽草黏天，绿荫送客，冉冉将初夏。流光

容易，暂时著意潇洒。

王昙听了，轻声对金氏说道：“是一
首《湘月》。”金氏叹道：“兄弟至情至性，
是吟给美贞的。”
自珍一曲吟罢，胸中的哀伤愁苦仿

佛吐出了不少。金氏忙递过一杯茶来，
笑着对自珍说：“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
人生死相许。有贤弟这份情义，弟妹九
泉有知，也会欣慰的。人死难
以复生。贤弟也要多多保重自
己，恐怕这也正是弟妹在冥冥
之中所盼望的呢！”
自珍只是苦笑不语。他抽

出腰中玉箫，独自望着远山斜

阳吹奏起来。满腹幽怨，一腔相思，随着笛
声倾泻出来，满湖飘荡，听得王昙夫妇唏嘘
不止。箫声吸引了满湖游客，不知什么时
候，一只游船在他们旁边停了下来。
箫声甫落，忽听那船上有女子说道：“怪

道李太白说，‘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
梅花’。这箫声好凄凉啊！”又听一女子说道：
“小翠不得胡说，听箫声似是悲亡伤逝、椎心
泣血之音。外人岂能随意评论？我们走吧！”
随着渐渐远去的桨声，顺风传来阵阵

轻吟：“一声铁笛心欲醉，独倚兰舟。白云
悠悠，落尽芙蓉水国秋。试看残阳脂脂色，
染红萍洲，不尽离愁，欲倩青天为我收。”
金氏细听，仿佛一首《丑奴儿令》，开口

笑道：“‘莫愁前途无知己，天涯谁人不识君！’
兄弟一曲玉箫却引出一支新词。这女子可
谓兄弟知音。”王昙也说：“十步之内必有芳
草。这姑娘诗思、才情也真了得。不知是
何家闺秀？”金氏忙说：“能否托人打听一下，
请来和贤弟一见？”自珍忙说：“亡妻尸骨未

寒，小弟哪有这份闲情逸致？兄嫂
不用费心了，请回吧。我要尽快赶
回徽州，免得家中挂念。”
王昙夫妇把自珍送过断桥白

堤，方才回去。告别了王昙夫妇，
龚自珍立刻买舟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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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进了屋，房门一关，外面的
人谁也弄不清这爷俩儿在屋里是怎
么比画，只知道郭玉昕出来时，就像
换了一个人，昂首挺胸进去，臊眉耷
眼地出来，灰溜溜地回家了。自此
之后，郭玉昕再也不逮谁跟谁比画，
也不假装“搞科研”拆装东西，而是认真
地按时上课，放学后除了家里和刘大爷
那间破瓦寒窑之外，哪儿也不去。学校
毕业考试成绩虽不很拔尖，但每门课目
得分都挺平均，顺利地考上了中专。这
个中等专业技术学校的名字，叫“铁路公
安警校”。据说，郭玉昕在面试的时候，
一个不自觉的举动打动了考官，直接进
入下一轮。

面试时，他和大家一样站在屋外等
着叫号。当喊到郭玉昕名字时，他整整
衣服推门进去，屋里并排坐着4位考官，
就在他上前要坐下的时候，猛然发现放
在架子上的黑板摇摇欲坠，而黑板下方
坐着的正是最边上的考官。人在瞬间作
出的反应，带有很多本能的因素，不管你
是大声喊叫，还是挥手示警，抑或是躲避
逃跑，再不就是漠然无视，这些举动都是
刹那间的条件反射，但郭玉昕没有作出
以上选项，而是猛地朝前冲去，刮风般地
赶到架子前托住黑板，一脚把考官和椅
子踹出去……“这下完了，肯定得让考官
大骂一通，取消资格”，他心里这么想时，
手里还托着黑板，直愣愣地看着考官。
没想到，考官们交换了一下眼神，然后挥
手让他回去等信儿。满脸惭愧满心纠结

还带着点伤感的郭玉昕索性不等结果了，
出了门直接打道回府，进了胡同没回家，磨
磨唧唧地跑到刘大爷家汇报情况。当他把
详情跟刘大爷说完，刘大爷沉吟了一会儿，
拍拍他的肩膀说：“回去等信儿吧，他们不
会把你小子落下的。”

刘大爷的判断很准确，郭玉昕的表现
虽然让考官们出乎意料，但他的临机反应
和过人的敏锐，却让考官刮目相看。郭玉
昕的文化课考试成绩虽未名列前茅，可也
不是垫底，笔试、面试成绩综合计算，郭玉
昕被铁路公安警校录取，成了一名警校生。

在校期间，郭玉昕认真学习，放学放假
仍旧扎在刘大爷家，听着老头儿天上一脚、
地下一脚说些奇闻掌故，其中夹杂着警察
办案的方式方法，还有很多教科书上没有
的野路子。开始，郭玉昕不太在意，认为是
老爷子将道听途说的事情灌输给自己，但
时间长了，他开始敏感起来，有意识地想探
寻老爷子的前世今生。渐渐地，郭玉昕在
正规化教育和散养式授课的轮番灌输下，
显示出超越同龄人几倍的敏锐和成熟度。
人也慢慢变得孤傲起来，以至毕业后分配
到平海铁路公安处刑警队，与高克己、颜伯
虎等人，一起拜在老干探姚个奇门下后，还
不时显露出对师兄弟的不屑与傲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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