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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叫总平巷，但它不是一条普通的巷子，而是
煤矿井口。红砖高墙，中间是一个大的洞口，两侧分
别是三个小的洞口，宛如一座石拱桥的桥洞，桥身乃
是牌坊形建筑，飞架起一座青色的山坡。

这是驰名于中外安源路矿的井口。也可以说，
这是一个历史的洞口。1898 年，一个近代风云人
物，汉阳铁厂督办盛宣怀创办萍乡煤矿，并于次年
兴建株萍铁路，合称安源路矿。自其肇始之日距今
已历一百二十余年，经几度兴衰，虽有间断，但一直
不歇。安源从属于江西萍乡，现今既有安源区，也
有安源镇和安源村。

总平巷迄今仍是煤井的总出入口，一代一代的
煤矿工人走入走出，一列一列的采煤车驶来驶去，
它并没有被拆掉，也没有因成为文物而被保护起
来。我们的采访拍摄也是从这里开始的——安源路
矿博物馆的副馆长黄洋给天津市委党校的张新华
老师讲解情况，镜头里，采煤车在她们身后依然川
流不息。1922年 9月 14日，震惊全国的安源路矿工
人大罢工就是从总平巷开始的。井下工人手握岩
尖和斧头，像煤流一般涌出井口。历史在这里是多
重的，也是活态的。

我以为煤矿都该是我在北方见过的那样，而这座
大名鼎鼎的江南煤矿，在我初来之际已经颠覆了我对
于煤矿的认知。它不是黑色的基调，而是青山环伺，
碧草蔓延，我来时曾记下一诗，其中有一句“安源不料
似桃源”。如果不告诉我这是安源路矿，那么我则可
能以为这是一片世外桃源，依然存在的工业区模样和
众多座老房子更使得它遗世独立一般，像是一个供人
阅读的写满前世感的旅游区。

我们置身在路矿之中，其实也置身于一个浩大而连锁的博物馆，知道了那些
建筑以及遗迹的来历，这一片青山又添加了红色的内因，更有了内容。我们看
到，在牛形岭的绿色里拾级而上才可到达的雄伟巍峨的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
馆，看到那高粱红的女儿墙上点缀着由汉白玉雕刻的葵花和麦穗以及信号灯、矿
灯等图案，琉璃砖砌成的十面红旗和十把火炬，中间位置是在油画《毛主席去安
源》中截取的毛泽东的头像，其下是大理石铺成的六根方柱的走廊，以及墙面上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八个大字，这些都令人肃然起敬，始又猛然惊醒，这里即是
“东方的莫斯科”。

这座纪念馆是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安源路矿工人运动这一重大历史事
件而建立的革命历史专题纪念馆，也是为征集保护、研究宣传安源路矿工人运动文
物的博物馆。其前身是1956年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遗址陈列室，而它兴建于
1968年，历时半个世纪，沧桑但不苍老，不仅外形宏伟、庄严，与自然浑然一体，且
又极具审美价值与精神内涵。

纪念馆内，陈列了1921年到1930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并开
展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的历史，配以多种文字图片以及实物和雕塑，更有一些声光
电的新型元素。我在档案部门工作，故而对这种展陈颇感兴趣，它不仅是爱国主义
教育的基地，也是旅游观光的极好场所。现今的安源路矿古今连于一体，在纪念馆
陈列大厅之外，更有众多旧址陈迹的建筑，成为天然的纪念馆的一部分，如我文前
所说的总平巷就是如此。而在此之外，散布在矿中的有工人俱乐部旧址、工人补习
学校旧址、工人消费合作社旧址、工人大罢工谈判处旧址公务总汇、部署湘赣边界
秋收起义的安源军事会议旧址暨中共安源地委党校旧址、毛泽东旧居、毛泽东李立
三1921年冬来安源旧居、安源党组织决定罢工的党支部会议旧址、工农兵政府等
红色不可移动文物，另有盛公祠和张公祠。我曾在拍摄间歇匆匆游览于其中，真令
人有应接不暇之感。要知道这是一个煤矿，不是一座城市，文物的密集程度可见一
斑，它所承载的历史重量也可见一斑。

其中值得一提的就是在刘少奇与路矿当局谈判的大楼旧址即公务总汇的旧址，我
们在此采景拍摄。从大历史来讲，这些遗迹都有自身独特的作用与价值，但就路矿工
人罢工这一事件而言，工人俱乐部旧址更应一提。

1921年冬，毛泽东、李立三等来安源考察时，与工人们谈及工人受痛苦受压迫
及有组织团体之必要等情，大得工友欢迎，他们提议以解除工人所受压迫与痛苦为
宗旨，将路矿工人组成一个团体，叫作“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在1922年2月，安
源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产业工人中的第一个支部中共安源路矿支部，支部的成立
促进了工人俱乐部的组织。那年的5月1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正式成立，当时
的部址设在牛角坡52号的湖北同乡会内，仅是一座砖木结构平房，1922年9月
初，毛泽东来安源视察，果断作出组织工人举行大罢工的决定，俱乐部发表了《萍乡
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宣言》，所谓的工人俱乐部，其实就是工会组织。安源路矿工人
大罢工胜利后，俱乐部组织迅速发展，在俱乐部总主任刘少奇的主持下，工人捐款
筹集资金，按莫斯科大剧院式样设计建造新的办公楼和活动场所，是一座砖木结构
的两层楼房，它和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的情况一样令人罕见，作为一个工人的俱乐
部，它的设施堪称豪华，它以自身的形象体现了胜利，也体现了工人地位的真正改
善。它有一个阔大讲演厅，两侧是红布黑字对联：“有团结精神有阶级觉悟；是劳工
保障是人类福星。”上方横批是：“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啊！”俱乐部经常组织工
人在此集会，举行游艺、化妆讲演，举行辩论会、时事讨论会等活动。这个新址是在
半边街广场。
在拍摄空当，我曾见到一座颇为巍峨的德式风格的大楼，它的样子像是一座古

典庄严的教堂。我沿着山坡而上，发现这里是原萍乡煤矿办公大楼，即煤矿总局的
旧址，早先矿局总办、职员和德国矿师等工程技术人员都在此办公，因地势太高，矿
局才又建立了公务总汇，再后来，这座大楼改为盛公祠。那是矿区的制高点之一，
与环抱着的青山对望，到处都是绵延不绝的绿色。

20世纪 30年代，天津的文化氛围还是比较浓厚
的。除了为现代文坛培养了众多文学新秀的天津《大
公报·文艺副刊》和《大公报·文艺》副刊外，天津的
《国闻周报》在发表新文学作品方面也同样敢为人先，
如沈从文（1902—1988）的中篇小说《边城》，就是通过
《国闻周报》走向全国、享誉世界的。

《边城》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边城小镇茶
峒为背景，描绘了当地特有的风土人情，讲述了撑摆
渡船老人的外孙女、“明慧温柔”的翠翠与船总的儿子
恋爱的故事。船总的两个儿子天保与傩送都喜欢天
真、淳朴的翠翠。天保采用传统的方法，由父亲托人
去说媒，未能得到腼腆的翠翠的回复。当他得知弟弟
同样喜欢翠翠的时候，他支持弟弟采用月下山头以歌
传情的方式，向女孩子表达心意。为成全弟弟，哥哥
随自家货船出了远门，结果掉入茨滩，意外身亡。弟
弟产生负罪感，觉得对不起哥哥，伤心地驾船到川东
去劳作了。撑了五十年渡船的外祖父，在一个雷雨交
加的深夜悄然去世，悲伤的翠翠接替外祖父的工作，
继续撑摆渡船并等待傩送回来。

1934年1月至4月，《国闻周报》分10次，刊发了小
说《边城》。而天津出版的《沈从文年谱》，则说《边城》
全文分11次发表于《国闻周报》第11卷第1至4期、第
10至16期。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出版的《沈从文经典
名作》，在介绍《边城》的文字中，也采纳了这种说法。
这里忽略了《国闻周报》第11卷第3期，因为《边城》续
稿“收到稍迟”，未来得及刊登，故此期空缺。
《边城》原是边写边刊发的。1934年1月1日，《国

闻周报》首次刊发《边城》时，不无自豪地告诉读者：
“沈从文先生在写毕长十余万言的《记丁玲女士》后，
又应编者之请写一个中篇，本期开始登载的《边城》，
便是以编者的友谊逼出来的。”可见《国闻周报》的编
者是很有眼光和见地的，他们在1933年 7月至12月，
刚刚连载了沈从文的《记丁玲女士》，就又约来了新作
《边城》。他们以能够刊发沈从文的小说为荣，以能够
得到读者的欣赏为乐，同时，编者与作家之间也已经
建立了信任与友谊。同年1月，因沈从文“返湘看望
母亲，来回四十天”，回到北平后才续写《边城》，遂使
连载中断了一个多月，直至 3月 12日《国闻周报》第
11卷第10期，才又见《边城》刊出。编者说：“沈从文
先生前因回籍，《边城》续稿中断，自本期起继续登

载。”至4月23日，《边城》全稿刊载完毕。结尾是主人
公翠翠心仪并盼望归来的青年傩送，到了冬天还不曾
回到茶峒来。作家写道：“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
也许‘明天’回来！”作家没有给出一个团圆的结局，令
读者感到遗憾。《国闻周报》的编者很理解读者的心
情，在《编辑后记》中，向读者交代：“沈从文先生的
《边城》，至本期已告结束。据沈先生说，这篇文章原
拟把翠翠摆在人群中更历些酸辛，但因为家中一读者
不大赞成，所以让她用‘等下去’的一个办法打发日子
去了。”原来这样的结尾，还是经过沈夫人张兆和的说
情才给安排的，倒是给读者留出了想象的空间。

小说《边城》对人物心理刻画十分细腻、逼真。如
外祖父与外孙女谈找婆家的事，作家写道：

翠翠第二天第二次在白塔下菜园地里被外祖父
询问到自己主张时，心儿跳着，把头低下不作理会，
只顾用手去掐葱。外祖父笑着，心想：“还是等等看，
再说下去，这一坪葱会全掐掉了。”同时似乎又觉得
其间有点古怪处，不好再说下去，便自己按捺住言
语，用一个做作的笑话，把问题引到另外一件事情上
去了。

未成年女孩子的羞涩，外祖父对外孙女心情的理
解，都描写得恰到好处。又如边地俗语的引用，“火是
各处可烧的，水是各处可流的，日月是各处可照的，爱
情是各处可到的”，为船总的儿子爱上穷人家的女孩
子，找到了顺理成章的理由。总之，沈从文对湘西生
活的每一个细节都烂熟于心，随手拈来，便成好文章。

1934年4月25日，天津《大公报·文艺
副刊》发表了沈从文的《〈边城〉题记》，为
《国闻周报》刊发完毕的《边城》补上了点
睛之笔。他说作品所写的是自己生长的
熟悉的地方，反映的是“农人与兵士”的
生活，“就我所接触的世界一面，来叙述
他们的爱憎与哀乐”。他强调“我的读者
应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社
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
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很寂寞地从
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他说：“我所写
到的世界，即或在他们全然是一个陌生的
世界，然而他们的宽容，他们向一本书去
求取安慰与知识的热忱，却一定使他们能

够把这本书很从容读下去的。”后来，他
在交流写作经验时，指出“写文章，要能
定出人类的爱与憎，最重要的，是写出
中国人的美德”，这样才能与他人的作
品有所区别。他说《边城》的创作就是
在“写中国人的美德”，并“发扬中国人
的美德”。

当时的《国闻周报》在北平、上海、
南京、汉口、开封、武昌、太原、成都等地，通过大公报
分馆作为发行渠道，几乎覆盖了大半个中国。小说
《边城》通过《国闻周报》，从天津走向全国，并立即引
起反响。评论家李健吾从艺术风格与审美的角度，对
《边城》给予高度评价与赞赏，称沈从文是“一个渐渐
走向自觉的艺术的小说家”，“他能把丑恶的材料提炼
成为一篇无瑕的玉石。他有美的感觉，可以从乱石堆
发现可能的美丽。这也就是为什么，他的小说具有一
种特殊的空气，现今中国任何作家所缺乏的一种舒适
的呼吸。”李健吾称《边城》是一部田园诗般的杰作，
“这里一切是谐和……细致，然而绝不琐碎；真实，然
而绝不教训；风韵，然而绝不弄姿；美丽，然而绝不做
作”，“这是一颗千古不磨的珠玉”。

1934年10月，《边城》作为“创作文库”丛书之一，
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并于1935年 6月、1937年 5月
两次再版。1943年 9月，桂林开明书店又出版了改订
本。新中国成立后也出版了多个版本。《边城》还曾被
改编成电影，受到观众的喜爱。同时，自1936年起，
《边城》就陆续被翻译成英、法、日、德、瑞典等多种语
言出版。《边城》不仅被写入中国文学史册，而且在世
界文坛，为中国的文学事业赢得了荣誉。

沈从文也以他别具一格的等身著作，跻身20世纪
杰出作家的行列。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代表作《边城》，
最初是在天津发表，并走向全国、享誉世界的。这是天
津文化史上的光荣，也应该载入天津的文化和文学史
册。谨以这篇短文纪念沈从文先生120周年诞辰。

沽上

丛话

从天津走向世界的《边城》
孙玉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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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崇斋谈诗鸿爪
魏暑临

我初学诗词写作时，曾受教于津门
诗家王崇斋（焕墉）先生，除了在格律上
获得启蒙，在诗词的赏评与遣词达意上
也屡受点拨，在几年的从游过往中，真
正谈诗论词的时间虽然不特别多，但仍
有不少耐人回味的细节令我受益至今。

当时有学者撰文探讨苏东坡《念奴
娇》词“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在情感
上是消极还是积极的问题，我便询问王先
生的意见，他说：“所谓‘酹江月’，是将情
感扩大到江月之上。是消极还是积极，应
看全词的格调如何，因为情感的本质不会
因为意象、意境的放大而变化，所以看全
词的格调如何，就是看情感放大后如何，
也就知道某句之格调如何了。”他顺势提
起李太白的“唯见长江天际流”，也是把情
感放大，投放到大江上，可以看作一种比
喻。我一向认为太白此句是写眼前实景，
且寓情于景，而王先生这种理解则是以江
水为纽带将诗人和被送别之人联系起
来。他的这一解读也许尚有值得商榷之
处，因为原句的口吻毕竟不同于“恰似一
江春水向东流”那样明确的比喻，但是这
种说法却能很好地引发我们感受这首诗
抒情的意味。设想江水在这里对人的情
感没有这种象喻作用，则诗人不见友人，
友人不见诗人，何以传情达意呢？不就成
了情感的隔绝了吗？人和人行迹之间的隔

绝，正需要情感来弥补，诗人也许正是要用
这不尽的江水象喻自己的感情，以达到情
感在时空中的联系。
因为上述这两首诗词都与江水有关，

于是我们又谈起温飞卿的《望江南》，如果
仅是“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
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而不要最后的“肠断
白蘋洲”，看上去似乎是以景语作结，字面
上也很好，但读起来总觉得少些什么。王
先生说，读起来显得很“秃”。我觉得这个
“秃”字非常形象，当年有不少学者主张“肠
断”一句是这首词的累赘，讲了很多所谓的
理由，却全被一个“秃”字攻破了。

那么，对比李白的诗来看，为什么
用“长江天际流”作结尾就不秃，“斜晖
脉脉水悠悠”作结尾就秃呢？这当然与
词的音乐性质有关，但更重要的可能是
在于“长江天际流”从眼前写到天边，可
以联结思念的双方，而“斜晖脉脉水悠
悠”既没能把思念的对象从远方渡来，也
不足以表达抒情主人公的情致。所以，

当抒情主体面对着悠悠流水，其内在的感
怀正需要“肠断”一句加以点破。有了这一
句，不但情感不重复，情意和音节更得以延
长，所以不但不“秃”，更饶有风调。

王先生曾对我说：“写诗词就是把自
己想表达的东西，想办法用遣词造句的方
式连缀出来，但是怎么表达、表达什么，则
取决于人的颖悟力。怎样是一个人聪明有
才，就是指要有颖悟力，你就有超强的颖悟
力。”为了鼓励我，他也曾帮我改诗，以强化
我的颖悟力。例如当年他曾主持成立杨柳
青诗社并创办诗刊《杨柳风》，同人以诗词
祝贺，我有绝句二首：“俊游千载说兰亭，藻
咏何曾逊五经。杨柳参
差堪适我，芸窗共对万
山青。”“杨柳风生春水
旋，诗人怎不觅花笺。
流年自有青黄在，写与
山川作外篇。”对第一
首，他说末句虽可视为
象征，但毕竟杨柳青此

地无山，终是不太切合；而第二首的“怎不”
是词的口吻，改为“何不”才是诗的口吻，绝
句虽近于词，但诗与词的区别应从细微处
品味出来——这一个字的辨别，对日后我
培养诗、词不同的语感有很大的点悟作用。

又如我的一首题画竹诗：“旧有风篁戛
玉说，胸无胸有各婆娑。添幽手种南山竹，
陶令驱驰倚玉柯。”他说“驱驰”看似是极度
赞美此竹佳好，吸引陶渊明来赏，但因为不
符合陶令的性格、身份、一贯作风，所以反
而会减损诗歌的表达效果，不如改为“闲
来”二字。我觉得这两字改得颇为传神，于
是领悟到用词不能“用力”太过、变相“失
真”，否则弄巧成拙、得不偿失。

当时我写过不少绝句，其实是缘于王先
生倡导初学者应多作绝句，他认为绝句是半
格律化的产物，锻炼人精炼的表达，且用字用
词尤需恰当，特别要注意虚词的使用，不可太
多实词的堆砌。像这样见微知著的指导其实
还有很多，可惜我没有完全记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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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很多侠士认为，落得一个
好的口碑比生命更重要。律师行业
对当事人的尽职尽责，也多少有这
种侠士的风格，但律师可没有侠客
那么冲动，也没有侠客的刀剑和身
手。律师最大的依障是法律。律师
只会按照法律努力去做，忠诚、不负重托，
是执业律师的一种追求，律师所做的工
作，几乎都是为别人做事。而忠诚要体
现在哪些方面呢？既包含敬业的态度，
又包含专业的能力。做事兢兢业业，但
能力不行，那不行；能力很行，但态度敷衍
了事，那也不行。忠诚还应该体现在对
当事人的秘密的保守。有少数律师在这
个方面不够注意，说话不够严谨，态度上
也没有更加重视，把当事人的核心商业
秘密随口就说出去，或者把当事人的案
情当成故事，当成茶余饭后炫耀的谈资，
越是关于人家的隐私内容说得越带劲
儿。律师必须从开始执业的时候就练就
一种本领，那就是既学会张嘴，又学会闭
嘴。忠诚，就算对方当事人出更高的酬
劳也不能为之所动，一旦接受委托，就不
能损害当事人的利益。也有不少当事人
对自己的律师不够信任，甚至会怀疑自
己的律师被对方“收买了”。这样的情况
是极少数的存在。如果一个律师能够被
对方收买，那他的职业操守是有严重问
题的，发生这种情况，那就不仅是违反了
律师的职业道德，同时也一定违背了做
人的基本道义和准则，甚至还会构成犯
罪。做律师的人，都是有着公平正义的

情怀的，岂能用金钱来收买！律师忠诚，当
事人也要对律师有足够的信任，有一些当事
人总是不信任自己的律师，疑神疑鬼，这样
也不可取，忠诚和信任都是相互的。

忠诚还包括很多方面，比如说守时守
信。很多律师和法院定时间比较准时，法院
发了传票，律师一般能准时出席。而在和自
己的当事人定时间的时候，律师常常因为职
业和使命感带来的优势，不自觉地不那么守
时。守时是守信的重要方面，甚至是前提，连
守时都做不到，何谈守信呢？而在守信用方
面，做不到的事律师不能随便打包票，随意
许诺。当一个律师从当事人那里获得了签
字授权之后，一定程度和一定的范围内，甚
至可以说律师其实掌握着当事人权益的行
使，所以这要求律师应该更加谨言慎行。所
以，即使律师获得的是特别授权代理，可以
“全权”行事，但也一定要注意及时征询当事
人自己的看法，大主意还是让本人来拿。当
然，在关键时刻，也不能畏首畏尾。每个职
业都有那么多的禁忌和那么高的要求，一个
人的一生，从生下来起，就面临着很多责任，
但是，光荣地完成了使命，也给人带来了强烈
的成就感，想想获得别人的委托，虽然每每如
履薄冰，那心里也是充盈着被信任而产生的
那种温暖和感动，怎么能不努力呢？

47 忠诚的不同方面

钮树玉道：“山人绝非卖瓜王
婆。太湖之水，浩浩乎潋滟百里，
莽无涯际；太湖之山，起自天目，
迤逦而至，入湖融为七十二峰，以
东西洞庭最雄。无论山水，都是
造物者的大手笔，丝毫不带闺阁
脂粉之气。我以为，太湖实乃山水中
的侠隐，兼具阴柔、阳刚之美。谓予不
信，一游便知。”龚自珍又哈哈大笑起
来。钮树玉取出一幅《山中探梅》的长
幅画卷，让自珍观赏，他借画发挥，向
自珍详细介绍了东西洞庭的山水形
胜。自珍佩服他的学问渊懿，又羡慕
太湖的雄奇风光，听得心驰神飞，意兴
盎然。当即提起笔来，写了一首《摸鱼
儿》，赠给钮树玉，并相约二月初一同
游太湖。自珍刚刚吟毕，就听见外面
爆竹声声，戊寅年的第一天到来了。

嘉庆二十二年（1818）二月一日，龚
自珍如约前往太湖，当晚下榻钮树玉东
洞庭山下的守朴居。钮树玉已经先期
而至，邀朋友叶小梧一同迎候自珍。次
日一早，三人同游雨花台、翠峰、古雪
居。这古雪居乃山中小寺，僧众不多，
清幽无比。三人接着游历了薇香阁，观
赏了紫香悟道泉。二月三日早上，三人
又来到叶小梧的弟弟叶少愚
家，邀了孔敬堂一同观赏了柳
公井。回到古雪居用罢斋饭，
便去登莫厘峰。站在峰顶，环
视四周，湖光山色，尽收眼
底。的确像钮树玉所说，既有

西湖那种明艳秀丽，也有西湖缺少的雄奇
劲峭。自珍认为“平生游览未曾有”。归
途经过三茅峰，满山翠色和一湖春水融为
一体，夕阳在山，山山水水尽被霞光，翠山
又镀金辉，风景更加迷人。

二月四日，自珍乘舟到查湾，邀周懒
渔同往石桥，游壑舟园，登天桧阁，夜宿周
懒渔家。当晚下了一场小雨，第二天晨雾
未散，五人就兴致勃勃渡湖前往石公眺。
不久云消雾散，天晴气朗。自珍游兴更高，
游罢归云洞，再游一线天。在舟中草草用
罢午饭，就去游林屋洞、灵佑观。自珍同
游者均有奉和，同时还有纪游诗文一卷，
可惜后来都丢失了。黄昏时候，众人又回
到守朴居。这年春天，经常雨雪霏霏，少
见晴天，可是，自从龚自珍来游太湖，一连
五日，天气晴朗，风和日丽。朋友们都说
太湖与自珍有缘。这一年是嘉庆皇帝六
十大寿，朝廷开恩科。秋闱将近，龚自珍
奉父母之命回杭州参加浙江乡试。他的

父亲怕他又像从前那样率性而
为，结果名落孙山，行前千嘱托，
万叮咛，要他务必按照八股文要
求，代圣贤立言，不可滥发不合时
宜的议论，拿前程作儿戏。还特
地为他考试方便，作了些安排。

79 平生游览未曾有 34 师傅请客的目的

高克己刚拨通电话，就被对
方挂断了，紧跟着回来一条信息：
“开会呢，会后联系您。”他赶忙又
发回去一条：“我在师傅家吃饭，
今天要喝点酒，找不到领导跟你
报备一下。”对方很快信息飞进
来：“喝吧，替我问候师傅。”高克己的
这通操作，在座的都看在眼里。

姚个奇拍了下桌子说：“好！那我
就说两句开场白。我是阴历腊月出生
的，都说腊月生的孩子冻手冻脚（动手
动脚），结果我还真干了公安，而且干的
是咱们这行里行动力最强的刑警，想不
动手动脚都不行。这些年，为了办案我
也没过个完整的生日，再过一段时间就
是我70岁生日了，原本是想临近的时
候再告诉你们，到时候我儿子也从国外
回来，大家一块儿热闹热闹。”

几个人一起把酒杯举起来，摆了个
众星捧月的造型，一饮而尽。姚个奇把
目光转到沉默不语的高克己身上：“今
天为什么把你们叫来吃饭？因为高克
己在复查现场的时候，发现了一个证
物。这个证物想必你们也都看见了，不
瞒你们说，当我看到的时候，第一反应就
是太熟悉了，太像25年前那个触发装置
了！在座的也包括没来的李正弘，你们
都是当年那起案件的亲历者。当年的侦
破手段和科技运用远远不如现在，你们
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某个阶段的侦破工
作。所以，我想听听你们的看法。”

颜伯虎看了一眼高克己说：“师傅，

9·30这个案子当年不是已经结案了吗？罪
犯当场自爆身亡，为此，成玉坤还搭上了条
命。”袁竹林点头道：“当年是公安部的刑侦
专家，经过多方侦查，推理研判和掌握充分
的证据之后才下的结论，可是……”颜伯
虎打断了袁竹林说：“有什么可是，当年定
案可是证据确凿！”郭玉昕把酒杯放到桌
上，看着颜伯虎说：“证据确凿？证据确凿
你当年跟着他人联名上书领导瞎起哄。”
颜伯虎转头对着郭玉昕说：“我那是为了
成玉坤，他在现场死得不明不白，最后连
个烈士都没评上，我们是替他冤得慌，跟
这起案件没关系。再说了，你当时不是也
签字了吗？”郭玉昕回答：“我是签字了，但
我不单纯是为了成玉坤的名分，我是质疑
这起案件的结论！”颜伯虎的情绪有点激
动：“你质疑？案发时你没在现场，是跟着
师傅后来赶到的。案子进行到一半，你又
和师傅被抽调到铁道上摆障的案件，专案
组快解散时你们才回来，中间间隔这么长
时间，你能有什么发言权！”郭玉昕说：“你
全程跟着这个案件，你有发言权。可当有
人提出线索时，你怎么不说话？”颜伯虎
说：“我当时不在场，要证实他的话也得是
李正弘！”颜伯虎此言一出，几个人不约而
同地将目光汇聚到高克己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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