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壁画源远流长。魏晋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隋
代展子虔、郑法士、杨契丹，唐代阎立本、吴道子、王维、周
昉，宋代石恪、燕肃、武宗元等，均是壁画大师，垂范后世。
当今欣逢盛世，壁画艺术也迎来创作和发展的新机遇，当
代壁画大家蔡长奎先生堪称应运而生、继往开来的代表性
人物。

天津著名画家蔡长奎历经35年的时间淘洗，创作出
《天后圣迹图》，三画其图，三易其稿，分别为中国三大妈祖
庙绘制完成高度2.6米，总长度为96.9米的壁画，特别是为
福建湄洲岛妈祖祖庙绘制的“圣迹图”，改编增添了许多内
容，其中的人物多达414余人。从壁画
长度与面积计算，蔡长奎创出当代寺庙
壁画第一。将妈祖“圣迹”用壁画系列形
式展示，蔡长奎应为首创。妈祖信仰遍
世界，蔡长奎为湄洲祖庙、台湾北港朝天
宫、天津敕封娘娘宫等排名前三位的妈
祖庙绘制壁画，实属前无古人。蔡长奎
壁画创作彰显个人风格，在当今壁画界
地位突出。

35载守质抱真勇进忘退

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说：“生命像一粒种子，藏在生活
的深处，在黑土层和人类胶泥的混合物中，在那里，多少世
代都留下他们的残骸。一个伟大的人生，任务就在于把生
命从泥土中分离开。这样的生育需要整整一辈子。”蔡长
奎用他前半生完成了艺术的积淀，再用后半生绘出一幅前
无古人的惊世巨作《天后圣迹图》。

蔡长奎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1986年元旦，经过历时
一年多的修复，天津天后宫重新对外开放。就在这一年，
蔡长奎来到这里，担任陈列馆设计工作。

天津从无“妈祖庙”这个称呼。由于天津这座庙是元
代泰定三年（1326）经过皇帝敕封的，一开始天津人就称之
为“宫”，即天妃宫，后改称天后宫。天后，就是娘娘，天津
人直率痛快，索性都叫娘娘宫。庙前的一条街被庙分成南
北，又有了宫南大街和宫北大街。一个宫字带出来皇家
气，也赫然彰显出它是皇字头的宫庙。

来到天后宫的蔡长奎，其关注点不仅仅局限在美术陈
列设计上。面对着近七百年的天津市区最早的古建筑群，
皇家宫庙的庄严典雅，令人叹为观止。大殿中的诸神造
像，大量的石雕木雕、彩绘，还有少量壁画，也使他心神向
往。更让他敬重的是妈祖天后竟然是宋代民间一位女子，
一位让千百年世人敬仰的她，一生乐善以义、驱害除病，最
后为拯救海难渔民而献身。

似乎从那时候起，“藏在生活深处的一粒种子”在蔡长
奎心里萌芽了。1987年，文化部在敦煌开办全国博物馆范
围的文物保护研习班，七天的与会让蔡长奎零距离地接近
了莫高窟壁画，在临摹研习中让他脑洞大开。从那个时候
起，一个隐隐约约的念头不仅冲击了专业绘画的艺术观，
同时坚定了他步入创作壁画之路，誓将中华的古树续接现
代的春芽。

此后，壁画成为他艺术的主修。古代壁画永远是借鉴
学习的瑰宝，他把工作之余的时间都变成了学习，每到一
处，观摹壁画之后就是临摹。从壁画的总体布局到各种云
海水气的烘托，以及衣纹线条、服饰色彩，那时的蔡长奎仿
佛跳进一个巨大的黑洞中，时而被吞噬，时而在挣扎，时而
又被托起……

生活的挣扎是为了活着，艺术的挣扎是为了前进。蔡
长奎那时像一块干燥的海绵，拼命吸吮着各个方面的艺
术，滋润着干渴的心灵。他开始研究壁画，游走在有壁画
的寺院庙宇和洞窟石壁，甚至一些候机楼里的壁画他都要
驻足久站在那里凝思。

1991年，为加强两岸文化交流，蔡长奎作为妈祖研究
的学者画家，应邀为世界三大天后宫之一的台湾地区北港
朝天宫绘制壁画，这是他进入天津娘娘宫之后第一次剑锋
初试，也是一次机遇的降临。

蔡长奎感觉最紧迫的问题是开拓文史视野。毕竟他
是美术院校毕业的画家，他接受的是为天后娘娘创作“画
史”，用画的形式来展现她乐善救人的一部“女神史”。虽
然史书上都有记载，还有许多民间传说，但是零碎杂沓，还
有许多自相矛盾之处。画妈祖圣迹，需要以非常严谨的态
度来完成。

守质抱真，勇进忘退，是蔡长奎三十余年的真实写
照。他利用工作之余搜集各方面资料，图像资料更是不可
或缺。他知道，《天后圣迹图》没有可以参考的直接资料，
只有在大量的各类历史资料面前，塑造一位既符合历史又
接地气的海神妈祖。各种草图从一个人物到一组人物，哪
怕是一举手一投足都要有所本。草图画了几百张，小样先
后完成几十幅。其中的反反复复，使这幅巨大的作品有了

坚实的学术定位和全新的艺术造型。
1992年6月，当妈祖林默诞生1032年之际，一幅《天后

圣迹图》诞生了。这幅大型壁画被收藏到台湾北港朝天宫
博物馆，作为重量级镇馆之宝逢重大节日才请出展览。

1994年，上级决定，在天津唯一敕建的妈祖庙，将蔡
长奎的《天后圣迹图》壁画上大殿，壁画绘两墙。这是一
项重中之重的政治任务，蔡长奎既兴奋又紧张。墙壁作
画与画案上作画完全两回事。当时正值壮年的蔡长奎
在脚手架爬上爬下，基本是单枪匹马，完成了这幅 32
米×2.6米的壁画，历时一年零八个月，成为天津有史以

来最长最大的一幅壁画。
其间文化大家周汝昌老先生两次亲临现场观看，仔细

聆听了壁画的构思，给予高度肯定，并作诗赠予蔡长奎：
“古殿天妃津海边，万家香火奉心虔。灵风瑞气依然在，四
壁丹青色更鲜。”周老先生并跋“书赠蔡长奎馆长兼贺壁画
新成”。

用一种极致打造一个壁画高点

《天后圣迹图》第二幅告成，在天津天后宫大殿南北两
壁上，它们与塑像及各种陈设融为一体，产生了视觉冲击
力，有了游客观览的景观和谈资。有人特意从外地赶来欣
赏这幅壁上长卷。

蔡长奎以为这回可以享受退休后的清闲了。2018年7
月，湄洲妈祖祖庙董事长、中华妈祖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
林金赞盛邀蔡长奎再为湄洲祖庙绘制《天后圣迹图》巨型
壁画一幅。作为天津市妈祖文化促进会原会长，蔡长奎欣
然应允为湄洲祖庙创作完成第三幅《天后圣迹图》。让他
没有想到的是，这一个承诺用掉他整整四年时间。

蔡长奎努力用一种极致打造一个壁画高点。他在画
中加入了历史记载的林默（妈祖）救生的两个故事。林默
在黑夜中看到了海上在雾中颠簸的船只，那是找不到方向
迷失在海中等待沉没的船，急中生智的林默发现手中的火
把在里夜中如萤火，为了给船只指引方向，她毅然点燃了
自家的祖屋。一棚好大的火，一只好大的火炬，祖屋化为
灰烬，一船生命得救了。

民间传说林默九月初九为救人赴海遇难，也有说此日
飞升成神。蔡长奎采用救人赴难说，以活灵活现的人神幻
化的艺术手法，精心设计了林默在海水的浪花翻滚中舍身
救一个婴儿的场景，其寓意一望即知。

民间女子林默在宋以后的一千年间被历代皇帝加封
了几十次，直至清代晋封为天后。之所以如此厚封，是因
为天后娘娘屡有神力，解难纾困，使国运昌隆。蔡长奎在
第三幅中强化了其中两次封赏，并添加了一些史实。一是
明代郑和下西洋，其中两次遇险祷神而平安归来。永乐七

年（1409），郑和二下西洋归来奏于明成祖朱棣，有感于妈祖
显灵庇佑，朱棣不仅批准重修湄洲祖庙，并遣郑和亲自前往
祖庙致祭，皇帝并下诏再加封。蔡长奎在画面上特别添画
了湄洲岛全图，以彰史记。二是郑成功于1661年收复台
湾，赶走了荷兰殖民者。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从外国殖
民者手中收回沦陷了38年的国土，第三幅《天后圣迹图》强
调了收复台湾的扬眉吐气。三是清代康熙二十三年
（1684），妈祖晋封为天后，事由清代将领施琅收复澎湖与台
湾，他说在收复台湾时候得到了妈祖神助，奏请加封。在第
三幅上，蔡长奎对这个重大事件加上了浓重的一笔。

这些历史画面放在了壁画上半部高
处，给人以振奋和鼓舞。蔡长奎始终秉持
一个信念，妈祖是祖国统一的护佑之神，她
把中华民族维系在一起，不能分离，不会分
离，更不许分离。这个理念，在他的脑海中
牢牢占据了35年。

融入巨大智慧精力的呕心沥血之作

文化学者冯骥才说：“蔡长奎馆长在天
津天后宫工作长达24年，然而他对妈祖文

化的浓情厚意远过于职业性的工作年限。作为一位多才多
艺的艺术家，他曾参与过天后娘娘像的塑造，亲笔绘制了大
型的壁画。在近百平方米的大殿壁画中，他展现了出色的
结构、宏大的场面和不凡的造型能力。他运用元代永乐宫
壁画工笔重色的手法，精整富丽地描绘了天后娘娘的本生
故事及其浪漫的传说。正是出自这一艺术家特有的审美眼
光，他把妈祖文化中民间美术遗产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
如对各地妈祖塑像的比较研究，还有对民间雕塑如墨稼轩、
娃娃李、泥人张与天后宫的渊源关系，民间绘画和版画如
《皇会图》与杨柳青年画中的妈祖仪式与民俗，以及皇会器
物中的民间美术服饰、銮驾、仪仗及各种工艺精湛的道具等
的艺术解析，都填补了妈祖文化研究的空白。”以上是冯骥
才在蔡长奎所著《妈祖文化艺术研究》一书序言中的一段
话。这本书专门论述了妈祖文化中的艺术审美和观点，可
以读到蔡长奎对《天后圣迹图》的创作思路。

蔡长奎本着“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的观念，一只眼
盯着中国古典传统一脉，一只眼看着世界。他认为敦煌壁
画给了他艺术生涯的第一个震撼。或是从小就受到中国画
的熏染，西画专业毕业的蔡长奎对国画情有独钟，总是很关
注国画的艺术动向，并时常动手临摹或挥毫泼墨。他十分
喜欢徐悲鸿画的马，他本人创作的大幅国画《奔马图》在
2006年举办的法国巴黎卢浮宫布鲁塞尔画展中，在多个国
家的六百余幅参展作品中脱颖而出，荣膺银奖，这是中国画
作品在此次展会中第一次获奖。
《天后圣迹图》像是一次次能量的堆积，将蔡长奎几十

年的东游西走汲取的艺术精华全部灌注其中。他临习研究
过的壁画庙宇遗存，有敦煌莫高窟、山西永乐宫、山西晋祠、
北京法海寺、河北曲阳东岳庙、河北正定隆兴寺等。对于敦
煌莫高窟，张大千曾这样说：“在艺术方面的价值，我们可以
这样说，敦煌壁画是集东方中古美术之大成，敦煌壁画代表
了北魏至元一千多年来我们中国美术的发达史。”在云海江
波的画法及运用上，蔡长奎的第三幅《天后圣迹图》可以看
到敦煌艺术彰显其间。在刻画人物上，其列仙天上，把天锦
焕黼黻、烟霞幻奇彩的景象表现得出神入化，达到观壁画有
身临其境之感。

蔡长奎的《天后圣迹图》分为上、下两层画面，下方为天
后本生的履历故事，是凡间的写实，上方为成神之路的幻
景。随着画面的推进，妈祖天后凡间的行善布德，与野乡市
井百姓情感水乳交融，而天上的诸仙众神也与之交流互
融。上、下画面叙事说史井井有条，上、下画面既有分工又
不割裂，无论是画面的艺术形式，还是史事的推演准确，皆
能气韵生动、形神兼备、自成体统、具足通圆、脉络清晰且美
感十足。

蔡长奎掌握了中国壁画从谋篇布局到刻画人物、勾勒
线条等艺术手段，完成了中国寺庙第一幅妈祖天后的圣迹
壁画。他没有把中国壁画古老的东西全部照搬，而是加入
了时代气息，也融进了西方艺术的特点。观此壁画，既不是
斑驳满眼的“出土文物”，也不是时髦符号的“创新作品”，而
是艺术家融入巨大智慧精力的呕心沥血之作。

题图为蔡长奎绘《天后圣迹图》壁画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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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锦焕黼黻烟霞幻奇彩
——蔡长奎和巨幅壁画《天后圣迹图》

王振德 姜维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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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纫机是英国人托马斯·山特于1790年
发明的，当时还是手摇缝纫机。缝纫机分为
两类，一类是家用缝纫机，另一类是工业用缝
纫机。至于缝纫机何时传入中国，目前尚无
确切时间，但是在清同治、光绪年间，英美商
人已经在上海开设缝纫机销售点十余家。

天津自 1860年开埠之后，外商随之而
来。美国胜家公司此后不久便在东马路马棚
胡同和紫竹林开设两个经销店，进口的是27
型、28型两种。这两种型号的机器结构简
单，噪音较大。因此很快被新产品所替代，如
15型、18型等，到20世纪20年代已经发展到
十几个品种。最初是携带方便的手摇式，后
来发展为脚踏式。最初人们认为缝纫机的针
线不牢，使用不便，价值价格昂贵，非一般平
民家庭所能购置。因此，胜家公司的业务并
不好。后来胜家公司为扩大销路，雇用中国
推销员，采取赊销的办法进行推销，并给予佣
金。还在中国报纸上刊登广告，广为宣传。
如其在1908年的《大公报》刊登广告，宣称
“胜家公司缝纫机器，精巧坚固，无与伦比”。
不仅如此，为了吸引更多人参加，胜家公司还
在日法两租界设立两处女传习所，“聘用专门
女教员，教授妇女缝纫刺绣等专科”。再加上
胜家公司不断推出新的机型品种，而中国的
军装制作需求也日益增加，被服厂兴盛一时，
使得缝纫机逐渐有了用武之地，其销路不断
扩大，牢牢占据中国市场。九一八事变后，日
本产品大力向华北市场倾销，日产缝纫机也
开始进入中国市场。最初是以零件为主，后
来通过仿造英国胜家公司的产品，加上在运
输方面占优，很快夺得一部分市场份额。当
时，日本较有名气的工厂有南合缝纫机厂、中岛缝纫机株式会社、兄弟缝
纫机株式会社等。

由于外商充斥天津市场，天津的民族缝纫机业发展缓慢。直到20世
纪30年代，天津才出现缝纫机作坊。在这其中，大津缝纫机行算是较有
特色的一个工厂。该工厂是大瑞棉布庄的股东兼经理方少铭和刘绍武两
人，每人各出资1000银元于1932年冬设立的。因最初是从日本大津县的
一家缝纫机厂购进零件，故取名大津缝纫机厂。该厂聘请李凤岐为经理，
在今解放北路靠近今解放桥处开设内局，主要以经营工业用缝纫机零件
为主，民用机零件为辅。销售对象是当时的针织厂、被服厂、制革厂及同
业的门市部，市民用户并不多。此时，正是我国被服厂、军衣装及针织厂
迅速发展的时候，当时第一民教馆就开设有“缝纫、织巾、绣、织袜等科”，
这为缝纫机行业的发展带来了机会。1935年前后，大津不仅从日本进
货，同时还从英国进口八成新的旧缝纫机，使得大津缝纫机行获得了更高
利润。1937年7月天津沦陷后，日军加强对天津租界的控制，并在1939
年开始封锁英法租界，而大津正好地处法租界，不能随便出入，使得其业
务大受影响，无奈只好在建国道设立营业所，两号同时营业。此时，英国
的胜家公司已经无法来货，大津改为从日本进口缝纫机壳和零件，尽管利
润有所减少，但业务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天津市的缝纫机业最初只有20
户，其中十几户聚集在侯家后一带。日本投降后，又有十几户开业，共有
30户左右，其中较大的只有大津、海记、林茂、祥德四家。

大津缝纫机行在经营上颇有特点。一是掌握商品知识，多品种经营。
大津经营的商品以工业机及零件为主，民用机为辅，但工业机的零件品种
复杂，大津经营的品种以多为胜，远超其他各家。二是讲求信誉，薄利多
销。当时，一般缝纫机行的销货利润，大都不低于25%，而大津的销货利润
对一般商民仅有18%，只有特种工业机零件和其他家不经营的机件稍高一
些。也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其他缝纫机户出现营业不振亏损时，大津的业
务却经久不衰，一直保持盈利，直至公私合营。三是重视信息，工贸协作。
该厂不但在上海有专人坐庄，还经常派人到各地了解各地产品情况，尤其
将重点放在东北，经常派人到东北收购旧工业机。四是对内管理，层层负
责，按劳付酬。大津从经理到职工，各司其职，论功行赏，将企业的兴衰、发
展和职工的切身利益挂钩，激发职工的经营积极性。五是严谨的财会制度
促进经营正规化。大津具有一套健全的财务制度，保证了大津的经营。

不过，总体来说，近代天津的缝纫机业比较孱弱，发展比较缓慢。到
解放前夕，天津共有缝纫机作坊13家，比较有名的是“复兴”“瑞庭”“太
隆”“林祥永”等厂，主要从事修配或从国外购件组装，且多是前店后厂。
天津解放后，缝纫机工业才逐渐得到发展。1953年底，由天津市投资公
司投资并出面组织“华兴”“公兴”等5家私营作坊联营，建立了华北缝纫
机厂，这是天津第一个规模较大的缝纫机制造厂。1956年公私合营，将
43个与之有关的厂并入，逐步配套设备。1966年改名为天津缝纫机厂。
1958年建立的建华缝纫机厂，则主要生产工业缝纫机，1965年改名为天
津工业缝纫机厂。天津缝纫机行业主要生产“牡丹牌”家用缝纫机、“天工
牌”和“佳佳牌”工业缝纫机及缝纫机零件。到1962年，天津缝纫机厂自
制零件已达190种，占全部零件的88.37%，基本实现了零件自给。

由上可见，近代天津的缝纫机业并没有形成规模，是近代天津工业体
系中较为薄弱的一个领域。只有在新中国成立后，天津的缝纫机工业才
获得了真正发展。

开庭之前，律师要做很多准
备工作。律师的类型不一样，每
个人的性格也不一样，做准备工
作的方法和内容也不尽相同。

熟读和审阅案卷是非常必要
的，还要做阅卷笔录，不仅是摘抄
这么简单，还要进行分析对比才能得
出结论，甚至要动手画图表。阅卷工
作早就要做了，开庭前看案卷，实际上
已经是“复习”性质的了。哪怕对案情
已经比较熟悉了，在开庭前再来看卷
也很有必要，不怕对事实更熟悉，再读
一遍，总是会有不一样的崭新领悟。
律师终归是“代理人”，律师接受指派
的时候，当事人的纠纷已经发生，这就
注定了律师不可能亲临案发当时的现
场。所以律师如果不做足功课，就不
会真正了解案情。当事人虽然“当事”
但不及律师思考全面，也不像律师那
样深入调查研究。而做好这些，没有
别的捷径，就是看案卷，不清楚的地方
再去落实。写一篇好的代理词（或者
辩护词）也非常重要，是一个诉讼律师
水平的集中体现，也是一位律师对于
某一个案的研究成果的结晶。诉讼律
师的成果不是判决书，而是代理词，判
决书是结果，代理词是成果。写好一
篇代理词很难，代理词是书面语，但是
因为它要当庭宣读，所以其实是口头
表达，除了论证要精当有力，代理词也
要求感染力强，要求律师具备较高的
文字能力。在开庭之前，要综合穷尽

自己对这个案件的所有理解和证据材料
的运用，结合法律适用和案件焦点，写好
代理词。代理词的撰写过程，是贯穿全
案的工作，在开庭之前，万事俱备，一个晚
上，一气呵成。当然了，风格不一样，有的
律师提前好几天，已经把代理词写好了。

做好证据的分类排列，并且作出详尽
说明。还要将对方的证据逐一分析，写出
质证意见来。有的律师天生具有临场发挥
的能力，天赋这种东西确实有，但其实所有
出色的临场发挥，都是在基础工作做扎实
的情境下，才有可能发生。开庭之前最好请
来自己的当事人，和他好好聊聊，甚至是开
一个小模拟法庭，一旦有这样的场面，人就
可能比较容易进入状态，很多问题就能进一
步想出来，通过反复碰撞，会发现，这个角度
为什么没有提前想到呢，这个重要的事实之
前为什么没有关注到呢？一个律师要出庭，
就像一个演员要登台一样，这样说好像让人
很紧张，那换个说法也像工人做工和农民种
地，是日常生活而已。有个记者问一位大演
员在候场时，是不是还会焦急地背台词，那
位演员说，不，我要吃一个苹果。这个回答
好像答非所问，但是我理解大演员的意思，他
无非是在说，放松一些，再放松一些！准备工
作很重要，但睡个好觉，也是很重要的。

26 开庭之前

“是什么逸闻？有何不太文
雅？”大家都来了兴趣，异口同声地
问。俞秋圃说：“毕沅尚书不得第
时，结交了一个戏子，名叫李桂
官，是京中昆曲唱花旦的。毕尚
书落第后，穷困潦倒，李桂官识毕
尚书于风尘，倾全力资助毕尚书读书。
后来毕秋帆尚书魁名高中，京中人戏称
李桂官为状元夫人，言外之意说他是毕
尚书的男宠。其实这全是一派胡言。
毕尚书不畏人言，始终很尊重李桂官，
待之如兄长。”自珍还待问时，俞秋圃
见时已不早，便抱起琵琶弹奏起来。
曲调虽然美妙，但自珍却沉浸在对先
贤的追思仰慕之中，竟然忘记了听琵
琶，直到曲终，大家轰然喝彩时，方才醒
过神来。洪饴孙举杯说道：“璱人贤弟
诗名满江南，今日良宵盛会，岂能无
诗？何不即席吟咏一首，让大家奇文共
赏？”大家齐声附和。自珍推辞不过，援
笔在手，边吟边写出《秋夜听俞秋圃弹
琵琶赋诗，书诸老辈赠诗册子尾》：

秋堂夜月弯环碧，主人无聊召羁客。

幽斟浅酌不能豪，无复年时醉颜色……今

宵感慨又因君，娄体诗成署后尘。携向名

场无姓氏，江南第一断肠人。

自珍吟罢，连声说道：“献
丑了！献丑了！实在难入各
位前辈法眼。还请各位前辈
不吝赐教！”吴文征说道：“果
然深得梅村先生神韵。当年
查莲坡认为梅村先生‘最工歌

行，可方驾元白’。我看璱人这首歌行，置
于梅村集中，也毫不逊色。”自珍连连逊
谢，恭敬说道：“多承各位老前辈谬奖，愧
不敢当。苟能得梅村先生之万一，也就心
满意足了。”

当下众人散去，何裕均迟迟不肯离
席。龚丽正想他是有政事商议，示意家人
回避。却听何裕均说道：“令郎才调绝伦，
这首古风辞采、声韵自是无可挑剔，直可上
追李杜元白，近比梅村、子才。但诗中开头
说‘主人有恨恨重重’，结句又自称‘江南第
一断肠人’，似乎胸中感伤甚重，却不知为
了什么？”丽正叹口气道：“小儿生性自视太
高，十九岁举副贡，深以为憾。去年顺天乡
试，立志雪耻，谁知，刚刚入闱，儿媳病重，
书信到京。匆遽惶急之中，自然做不出什
么好文章来，竟尔名落孙山。没有赶到徽
州，儿媳已经亡故。他们本是姑表兄妹，伉
俪相得。结缡刚刚一年，竟尔永别。小儿
深感时乖运蹇，故而感伤。‘诗言志’‘言为

心声’，感伤情绪难免在诗中流露
出来。这也是年轻人养气功夫不
到所致，惹兄台见笑了。”何裕均
说：“原来如此，这也是人之常
情。不过这‘生死由命，富贵在
天’，实在是人力难以挽回的。”

58 江南第一断肠人 13 处长请吃饭

高克己此刻不知道，他发出
去的视频能传到谁的手里。他整
个下午都是在思虑和郁闷中度过
的，也许在这两种情绪中，还夹杂
着些许兴奋，他说不出兴奋什么，
但肯定是跟记忆里的那段日子有
关。在他眼前交替出现无数个画面，
而这些画面都集中在奔驰的火车车厢
里，他仿佛又看见那个布满星斗的夜
晚，年轻的自己穿行在拥挤的车厢内，
身后跟随的是同样年轻的李正弘，有
人与他们擦肩而过，他看见了晃动着的
军用挎包，车厢灯光下那个人的背影，
他感觉到李正弘在身后轻轻地拍了他
肩膀一下，他们继续穿行到两节车厢的
结合部，完成了一次常规的巡视。他们
不能再往前走了，前面车厢的门反锁
着，透过车厢玻璃能看到后面还有一节
车厢，那是加挂的警卫包车。

他使劲儿眨眨眼睛，摇晃了几下僵
硬的脖子，将自己从回忆里拉回来。二
十多年了，他曾经无数次地想把这个记
忆忘掉，可是却偏偏顽固地保存在自己
的右脑里，像个生了根的种子不停地发
芽。“我有可能是中邪了吧？”这个念头
刚刚冒出，就被一串电话铃声打断了，
他条件反射似的抓起手机，看也没看就
接听电话：“喂！你可给我打回来了，怎
么样？”对方却说：“什么怎么样？我这
刚给你打电话啊。”这个声音让高克己
浑身震动了一下，“他可是好久都没有
给我打过电话了”，两人虽然在一个楼

里办公，办公室还是楼上楼下，但是除了
开会几乎见不着面，上下班人家坐车,他
骑电动车，用餐吃饭人家在领导干部小食
堂,他在外面大厅，就连在楼道里走个对
脸想打招呼，都有人抢在前面朝对方送去
问候，更不要说主动给自己打电话了。这
回是怎么了？难道是太阳从东边落山
了？心里这么想，连带得嘴上也有点拌
蒜，还悄悄地换了个敬语：“哦，李、李处是
吗？你……您找我有、有嘛事儿？”

给高克己打电话的人，就是他的师
弟，现任铁路公安处处长李正弘，也就是
上午公安局巡视组来调查的那个人。电
话里传来李正弘的声音：“克己，你跟我还
这么客气呀。”话语显得柔软而又亲切。
高克己马上说：“上班时间嘛，我，我得有
上下级的概念。”李正弘说：“哦，你今天晚
上来我家吃饭。老规矩，我预备酒菜，你
还带点儿鲜货。”还没等高克己答应，李正
弘“咔嚓”一声便挂断了电话，把这个邀请
弄成了下达命令。要是换了别人，听到处
长邀请自己到家里去吃饭，那还不得欣喜
若狂地跑着去，可高克己心里却没有半点
儿喜悦，他在屋子里转悠了几圈，打开录
制的视频看了两眼又暂停，然后像下定决
心似的推开办公室的门走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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