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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话

飙风过水 巨涛激浪
——与孟宪维对话天津颜体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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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 孟宪维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思
想家、宣传家，同时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等
领域均有建树，是一位百科全书式人物。除了这些，
梁启超还有一个被忽略的身份，那就是教育家，梁启
超在子女教育上非常成功。梁启超的九个子女，个
个都是社会栋梁，有诗词研究家、建筑学家、考古学
家、陆军上校、经济学家、火箭控制系统专家等，其中尤以
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最为突出，“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
俊”的佳话至今为人们津津乐道。

梁启超是如何教育子女的？有什么技巧？或许可以
从《梁启超家书》中窥到一二。
百花文艺出版社最近出版的《梁启超家书》编选了1898

年到1928年间梁启超写给家人的上百封书信，信中梁启超
“笔端饱含感情”，以自己的感悟与爱，兼顾每个孩子的性格
特点，就修身、读书、职业、理财、爱情、择友、家庭等方面进行
交流，既有生命的大方向感，又有生活的细腻感。从这些家
书中，我们可以发现梁启超的一些教育理念。
首先，直接表达对孩子的爱，与孩子做朋友。
梁启超没有作为家长的居高临下，也不吝惜对孩子表达

爱。这从他对孩子的称呼可以看出。他称大女儿“大宝贝思
顺”，称二女儿“小宝贝思庄”，称小儿子“老白鼻”，称孩子们
是“一大群可爱的孩子”，还说“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情
感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他与孩子做朋友，
做错事时也会给孩子道歉：“我的宝贝思顺，我很后悔，不该

和你说那一大套话，只怕把我的小宝贝急坏了，不知哭了几
场。”生活中的琐事，他也跟孩子吐槽：“天天被王姨唠叨，逼
着去睡。现在她又快来捣乱了，只得不写了。”

由于跟孩子平等对话，梁启超格外尊重孩子的兴趣爱
好。九个子女，每个人的性格、兴趣都不一样，但都得到自
由发展。
其次，注重身心健康，培养乐观坚毅的品格。
梁启超一生跌宕起伏，还能著述丰厚，没有强健的身

体和乐观的性格是做不到的。在他眼里，身体比成绩重
要，心态比学问重要。

梁思成熬夜读书，常常头痛，梁启超担心他的身体，
1927年写信劝说：“你生来体气不如弟妹们强壮，自己便当
格外撙节补救，若用力过猛，把将来的一身健康的幸福消
减去，这是何等不上算的事呀。”在与孩子通信的时候，他
还特意说到注意休息、劳逸结合：“做学问，有点休息，从容
点，所得还会深点。”
除了身体健康，梁启超也特别注意孩子的心理健康，培

养他们面对失落、挫折、孤独、悲伤等负面情绪的坚强品格。

1916年他在给梁思顺的信中说：“处忧患最是人生幸
事，能使人精神振奋，志气强立。”1927年梁思成遇挫
时，他写信鼓励：“我以为，一个人什么病都可医，唯有
‘悲观病’最不可医。悲观是腐蚀人心的最大毒菌。”1928
年在给梁思顺的信中说：“极通达、极强健、极伟大的人
生观，无论何种境遇，常常是快乐的。”
再次，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许多父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对子女寄予了过高

的期待。但梁启超认为，不能只想着回报、结果，更要想
着把事情做好，尽力而为。1927年，梁启超在信中写道：
“我平生最服膺曾文正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
耘。’……尽自己能力做去，做到哪里是哪里，如此则可
以无入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他还说：
“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
做去，便是第一等人物。”
最后，躬身示范，以身作则。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梁启超用自己的言行影响

着孩子，为孩子作出榜样。他与时俱进，积极适应时代的取
舍，接受新思潮。同时，他与妻子相濡以沫经营家庭的智
慧，也为子女作出了表率。

阅读《梁启超家书》，随处可以感觉到，梁启超既是孩子
的父亲，也是孩子的朋友和导师。这种趣味式、陪伴式的教
育理念，让孩子活出自己的辉煌，对当下的教育也具有重要
的借鉴意义。

在拍摄长沙新民学会旧址的时候，我想起毛
泽东的一句诗“芙蓉国里尽朝晖”。和天津的觉
悟社一样，新民学会是长沙的进步青年组织，他
们如同朝晖一样照耀了那个时代的中国。
新民学会旧址和觉悟社旧址一样都是民

宅，但情况很不同，它的风景不俗，原是在岳麓
山脚下湘江西岸的一处乡野村居。现长沙市
仍有荣湾镇，其实应作“溁湾”，“溁”是地名用
字，只在此一处使用。
就在此镇之中，有蔡和森和蔡畅兄妹故居。

蔡和森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的1917年，将母亲
葛健豪、妹妹蔡畅、姐姐蔡庆熙和外甥女刘昂
带到长沙，租住于此。当年的故居，历长沙1938
年的文夕大火已被焚毁，但经复建，这里仍是
原来样貌，其旧址建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
原为刘氏墓庐，故此地原名刘家台子。但也有
说是周家台子的。其实这里原是刘氏为守墓
者建造的一处住宅，后来在1911年有周姓人租
住于此，故又称为周家台子。现在的路名已是
新民路，而巷子名为周家巷，巷口有一四柱石
牌坊，上书“新民学会旧址”字样，柱上有联曰：
“新民学会建党先声，毛蔡寄庐流芳千载。”这
是蔡畅所撰联，对新民学会给予高度评价。那
是1918年4月14日的一个春日，这里聚集了13
名湖南青年，先天下之忧而忧，毅然成立一个
敢为人先的组织。
岳麓山下的朝晖，迄今已历百多年之久，但

光辉依旧。
蔡家故居是典型的清代湖南山居农舍，凹字形对称布局，分为堂屋、正

房和左右厢房，普通的青瓦平房，砖木构架，竹编院墙，有菜地及水塘环绕，
门上悬一匾，书“沩痴寄庐”四字。
旧址按原貌布置陈列，有蔡和森等的卧室和成立会房间等。故居内有

一张毛泽东三兄弟与母亲文七妹的照片。毛泽东曾将母亲接到长沙治病，
寄居于此，故而留下一张珍贵的照片。当时不仅毛、蔡两家结成通家之好，
而且在他们周围已经聚拢了一批进步青年。毛泽东、萧子升等第一师范的
同学经常横渡湘江到蔡和森家集结，或纵论国家、世界大事，或登山远足，
张昆弟日记中有载：“今日早起，同蔡毛二君由蔡君居侧上岳麓，沿山脊而
行，至书院后下山。凉风大发，空气清爽。空气浴，大风浴，胸襟洞彻，旷然
有远俗之慨。”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他们以天下为己任，更期待志同道合
的友人。
1918年4月，新民学会成立会在蔡和森家的堂屋召开，毛泽东、何叔衡、蔡

和森、罗章龙、萧子升等人在座，会上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会章，选举萧子升为
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在萧子升赴法之后，会务改由毛泽东主持。
就在这一年，毛泽东和蔡和森等人在湖南第一师范毕业，而他们已经

在北京大学执教的老师杨昌济来信谈及勤工俭学。那时蔡元培等人成立
华法教育会组织赴法事宜，毛泽东遂与蔡和森等人至京为新民学会会员赴
法勤工俭学奔走。最终，在北京大学担任一段时间图书管理员的毛泽东送
蔡和森等人去了法国，而他本人留在了中国。
五四运动开始后，回到长沙的毛泽东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并于当年

7月创刊并主编湖南学生联合会会刊《湘江评论》，所刊文章多由新民学会
会员撰写，大部分出自毛泽东之手。它的发行不仅限于湖南，也远销广东、
北京、上海等地，被李大钊盛赞是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深的刊物，“眼光很
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由此可见其文风之泼辣犀利。《湘江评论》成为五四
时期最重要的进步刊物之一，虽然只出刊五期，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20年毛泽东以新民学会会员为班底筹建了一个文化书社。文化书

社在长沙楚怡小学成立并营业，经营报纸杂志和书籍，行销甚远。书社也
成为新民学会的活动场地与国内外会员通信联络的机关，更是毛泽东进行
建党建团活动及同外省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往来的场所。
在同一时间，远在法国的蔡和森，在经过刻苦地钻研马克思主义之后

求得真理。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出“必须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
产党”。毛泽东后来回信对此表示“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他们建党的主
张也成为新民学会的共识，故而在这年冬天，长沙的共产主义小组在新民
学会之中诞生，最初成员为毛泽东、何叔衡等六人。
新民学会初始是一个学术团体，此后逐步发展成为革命团体，宗旨也

成为“改造中国与世界”。一群初出茅庐的青年有如此志向，真是指点江山、
激扬文字了。无论是以蔡和森为代表的向外发展，还是以毛泽东为代表选
择留在中国从事实际的改造，都是他们探索之中的光辉足迹。新民学会是
在1921年春天、中共一大召开数月之前停止活动的，湖南的建党工作因此
打造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发展也因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们在新民学会的旧址看过一回，顿觉岳麓山下因此布满了光辉。朝

晖，就是我们所说的曙光。

颜字，颜体字，即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
写的字体。盛唐至今，对颜体字的认知度、
认可度越来越高，书如其人、人如其书似乎
早已成为公知。宋代欧阳修《六一题跋》云，
颜真卿“忠义之节，明若日月，而坚若金石，
自可以先后传世无穷，不待其书，然后不朽”。
也就是说，不用说他的书法，仅说这个人的
气节就能千古不朽了。
孟宪维，从少年时期就痴迷书法，痴迷

颜体。他说随着年龄增长，不仅感觉颜字的
博大气象，更崇拜颜真卿这个人。

一、由敬仰产生的不懈求索

孟宪维是幸运的，在那个荒谬的“知识
无用”的年代他认识了天津书法家穆子荆。
穆老的孙子和他同班。老先生很快喜欢上
了他。在那时他开始临习小楷，后及颜真卿
《李玄靖碑》。他至今记得老先生一句语重
心长的话：“宪维，好孩子，好好写，等别人想
写的时候，你已经写成了。”
从《李玄靖碑》开始，颜真卿这个人的形

象似由远及近，由文字记载的书中人逐渐成
为鲜活的偶像。崇拜和敬仰是动力，孟宪维
开始了半个世纪的跋涉。
1974年，孟宪维的书法展示在学校橱窗

里，被来学校的学者崔锦发现，把他领到天
津市艺术博物馆看馆里展示的古人书法，后
来又把他推荐给书法家王学仲。1975年孟
宪维拜在王学仲门下，对颜体认知有了提升，
先后发表《华体书法管窥》《论王书与颜书的
不同》。王学仲认为颜体、华世奎字是书法
正脉，学习研究书法一定要把握正脉。这更
坚定了孟宪维学习颜字的信念。
1976年，孟宪维由冯星伯介绍，再拜华

世奎亲传弟子耿仲敭为师，由此似乎找到了
颜体字传承的正脉，也为天津颜字的书法阵
营平添了赓续的薪火。此时孟宪维感觉与
颜真卿更接近了，因为在华世奎的经历中找
到了一些颜真卿的影子。
1979年，孟宪维荣获全国群众书法大赛

一等奖。年仅21岁的孟宪维一夜之间成为
万人瞩目的新星。孟宪维这幅获奖作品是
以颜楷完成的，因为有颜楷变化的新意而获
奖。如果重新设定一下，以功力临写颜真卿
某一碑帖，酷似颜帖，还能获奖吗？肯定不
会。孟宪维掌握了颜体字的要领，凭着少年
时打好的基础，再向耿仲敭学习了几年，占
得先机。
华世奎在民国时期写到天津四大书法

家之首的位置，主要靠一笔“颜体华貌”的字
征服了时人，而耿仲敭追随老师数十年之久，
在“颜体华貌”的基础上又有了自己的笔法
风骨。孟宪维是靠颜体的“三变”征服了众

评委，从而获得含金量很高的一等奖，为当
代天津书法的发展起到了飙风过水、巨涛激
浪的推动作用。
这不仅是个人的幸运，不仅是颜体的幸

运，而且是天津自清末以来形成一个颜体书
法阵容的大幸运。

二、书法颜体阵营的天津现象

天津书法，正如天津九河下梢的地貌，
也呈现出水脉多、水路广的特点。清末民
初，天津已是中国北方第一大商埠，城市
的开放程度决定着书画的流派众多，馆阁
体、甲骨金文、北碑南帖各路齐聚。

为什么颜体在天津能大受欢迎呢？
因为颜体字与天津人性格暗合。天津民风
豁达率直，而《唐人书评》曾这样称赞颜真卿
劲遒刚正的书法：“如荆卿按剑，樊哙拥盾，
金刚瞋目，力士挥拳。”民风与书风具有契合
点。此外以商业为主的城市注重牌匾的字
号的书写，市民阶层理解书法多从牌匾字号
开始。颜体字的丰厚圆润在当时更受买卖
家欢迎。人喜华世奎，亦爱耿仲敭，据章用
秀先生《天津书法三百年》中所记，写颜字的
耿仲敭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为国内外商家、
单位书写匾额上千块，在天津他写的匾额最
多。此外就是董欣武，也是华世奎一脉的颜
体字。
追根溯源，颜体楷书是楷书的定鼎之体，

首先把结字站正了，又开楷书呈粗细悬殊之
端。为避免呆极之弊，又上法篆隶，使之古
拙苍劲。再有则是颜真卿的人格魅力与书
法风格叠加，清代出现了写颜字的一批上层
代表人物，最好的是钱南园。
钱南园的性格极似颜真卿，他敬重颜，

华世奎恰恰也是这样一个人。钱南园影响
了华世奎，华世奎的书法影响了天津一百多
年，天津形成颜体书写阵容，薪火相传，现已
形成五代传袭。
华世奎是晚清阁臣，生平颇似颜真卿。

华世奎在天津重视文化，善举颇多，在上层
社会与民间皆有口碑。人格加书格，商贾都
喜欢他写的牌匾，1928年他为天津劝业场书
写的大字匾额轰动津门，不仅占领了商业最
高地，而且也是一次爱国之举。因他抢先书
写了“天津劝业场”五个字，从而取代了“法

国市场”的名字。
耿仲敭追随老师华世奎几十年，从年轻时

即不离左右，写一手好颜字和华体字，有人评
价耿仲敭书法说：“他以颜派书法为宗，全面继
承华世奎的书法风格，长期钻研字形结构和神
韵，在书写篆隶的基础上，采用颜真卿的笔画、
苏东坡的结构、钱南园的间架、行楷的灵秀、狂
草的内外颤笔，形成了‘颜体耿貌’。”还有同时
代的董凤桐、孙有恭等，也着力于颜体华字。
天津书法有两次颜体热。第一次是上世

纪三四十年代华世奎的影响，他的书法高可为
清帝抄写退位诏书，为北京书写“和平门”匾额，
下可为平民“双烈女”写碑文。他写的碑刻，据

统计有七十余通，形成巨大的影响力。第二次
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耿仲敭在店铺林立的食
品街、旅馆街和古文化街写了许多牌匾，人们喜
欢他的字体。此后还有继承颜字华体的董欣武，
以及范润华等，形成了津门书法的颜体阵营。
此间孟宪维、范润华等都形成了自己的颜体风
格，孟宪维有多篇论文发表，范润华有《颜体千
字文》行世。

三、华世奎书法五代传承

凡能传承，必须具备以下几个特点：个人特
点鲜明、社会认可度高、被当代与后代接受。天
津民国时期四大书法家华世奎、孟广慧、严范孙、
赵元礼，广被世人接受。华世奎是天津平民百
姓最熟知的书法家，其门下应该是群贤毕至的。
华世奎书写的天津第一匾“天津劝业场”，

为书法家造势近百年，而耿仲敭继承老师的颜
字，在20世纪后期培养了成百上千的学生，当
时“耿颜”成为天津的主流书体之一，像知名的
孟宪维、孙国胜、沈宪民、于长水等都出自其门
下，由此形成华字的第三代传人。
华世奎的颜体较之清人钱南园的颜体有变

化，虽然体势架构还是颜真卿，然而在笔画处理
上更加雄厚挺括，在折笔处省略顿笔，横平竖直
愈觉端正，更易书写。总体来说，华世奎是简化、
硬化并拉长了颜字，同时将颜字捺笔末端“脚板”
的凹变成了平。
到了耿仲敭，其在华字基础上增加了颤笔，

将华字中的行书成分拿掉，形成自己紧实绵密
的面目。孟宪维经过多年临习体悟，又长期在
华、耿二家颜字中淘染，也形成对颜体楷书的独
到理解，其书写的颜字集三代之长，将字体不以
上下等分、下部比例稍大、字有挺括峻拔之势，
糅进篆隶之骨，运用渴笔于其间，再现正大气象。
目前孟宪维的弟子尹旭、张文魁都成绩斐

然，并又收再传弟子，如此算来华世奎书法传承
已历五代，又是一个阵容了。
此外，有关部门倡导成立“华世奎书法文化

传习室”，现已有五所小学挂牌开始正常活动。
天津不仅形成一个书法家和爱好者参与的

颜体华字阵容，在市民群众中也形成大批的“华
粉”。2014年10月，由华世奎再传弟子孙国胜、
郭振拴倾个人收藏，举办纪念华世奎诞辰150
周年书法展，一时间展览馆人头攒动，出现了前
所未有的盛况。本来展期15天，应观众要求三
次延期，四十多天的展期创下了参观人数之最。
时值金秋，准备多年的“孟宪维书画展”将

在天津美术馆开展。经历半个世纪的求索，不
为时风所扰、不被丑书所动的孟宪维这样说：
“颜真卿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华世奎是天津

的骄傲。学他们的气节，修他们的学养，继承他
们的书法精髓，我把我的虔诚向学以展览形式
向天津父老汇报，以期批评。”

和律师的相关职业里，还有法
学家。法学家是个分量很重的称呼，
法学家要有影响力，有分量很重的著
作，除了教书育人和写文章，还要有
历史担当，法学家的更高理想和责
任，是传播法治思想，影响更多人的
法治理念。律师是法学家吗？大多数律
师其实被定义为“做实务”的，实际上就是
法学界可能认为律师的理论修为不够，既
然是做实务的，连理论都不研究，那怎么
可能成为法学家呢？法律本来就是实践
性非常强的学科，如果不是“做实务”的，
很多所谓理论也是法律假想而已。这一
点法学院好像不如医学院，很难想象，一
个医生不做临床，他是怎样只进行理论研
究的。很多医学院的大教授，写有很有影
响力的著作，已经是“医学家”了，还在病
床一线。而法学家，很多人名声大，文章
好，但只写文章、教学生，不做实务——因
为律师和法官才是做实务的。律师能不
能顶上法学家的桂冠，也要看律师能不能
具有一定的学术水平，能不能对实务的操
作提出有见识的观点。很多律师天天泡
在法院或者客户那里，他们不写文章也不
总结，写文章也不是研究类型的，怎么可
能是法学家呢？在文学界，有作家（做实
务的），也有文学院的教授（搞理论的），但
文学界就把“文学家”这样的桂冠毫不吝
惜地给了作家这种“做实务”的人，具有很
高文学成就、著作等身的人才能被称为
“文学家”，而中文教授好像反而不行，因
为教授一般是提出理论方向的人，而不一

定是写作的人。也有不少教授也写文学作
品，还有的情况是，一些著名的作家到大学
里当了教授，比如格非、王安忆、毕飞宇等。

关于法学家和教授担任兼职律师，现在
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教授当然可以，甚至是
应该来兼职做律师，因为教授也应该有一定
的“临床经验”；另一种说法是，教授不应该兼
任律师，因为法官也是教授的学生，有可能
会有不公平甚至司法腐败的问题。法学家
和法学教授做律师的，成功的相对并不多。
教授的思维方式是怎样教好学生，怎样提高
学术水平，而律师想的是，怎样有更多的客
户，怎样把官司打赢。教授做律师，多是尝
试的心态，毕竟，教授还有任职的工资，律师
没有律师费可挣，就没有饭吃。再有就是，
教授有知识分子的架势，而律师确实是做实
务的，一件实务要做好，理论水平之外，还有
坚韧不拔的态度、背水一战的作风。律师成
为法学家，确实可能性不大，律师可以投身
于政治，参与社会生活，但是进行法学研究，
那要一心向学，两者兼得，可能性不大。律
师如果成为纯粹的法学家，那就是改行了。
但及时把法律实务的经验总结出来，做应用
法学，这或者是法学家的一种，有很多律师
在这个方面已经做得很不错了。
（连载完。明日连载《我知道的杨振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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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笑道：“于庭兄几时也成了
考据学家了？我真担心，世上猛虎
这样多，璱人兄还不待在家里，不怕
被猛虎吃掉吗？”宋翔凤又道：“猛虎
遍地，还叫‘行路易’？这不是反其
意而用之？”

龚自珍道：“玉帝不遣牖下死，我能
违天行事，老死户牖？”三人一同大笑起
来。笑罢，魏源接着念道：“江大水深多
江鱼，江边何哓呶？人不足，盱有余，夏
父以来目矍矍。我欲食江鱼，江水涩咙
喉，鱼骨亦不可以餐；冤屈复冤屈，果然
龙蛇蟠我喉舌间，使我说天九难，说地九
难，踉跄入中门。中门一步一荆棘，大药
不疗膏肓顽，鼻涕一尺何其孱？臣请逝
矣逝勿还。”念着念着，魏源声音低沉下
来，诗中的愤懑不平渐渐感染了他，后来
竟至鼻酸气塞，近乎哽咽。自珍科场落
第的内情，他也影影绰绰听说了，他完全
理解朋友的心情。偷眼看自珍时，只见
他早已泪流满面了。魏源没有再读下
去。三人一时都陷入了沉默。宋于庭
从魏源手中接过诗来，只见上边写道：
“腷腷膊膊，鸡鸣狗鸣；淅淅索索，风声雨
声；浩浩荡荡，仙都玉京。蟠桃之花万丈
明，淮南之犬彳亍行。臣岂不如武皇阶
下东方生？”

宋于庭当然明白，自珍诗
中的“仙都玉京”，是影射朝廷
庙堂。在那里鸡鸣狗吠，雨横
风狂，来来往往的只是偶然吃
了残余仙药而升天的仙家鸡

犬，东方朔之类也不过被视作无足轻重的
弄臣而已。至于自珍、魏源，包括自己在内
的这些下层士子，连做东方朔一类的小臣
也没有资格。他实在佩服龚自珍，把自己
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在诗歌里痛快淋漓地
说出来了。他暗暗赞叹：歌哭笑骂皆能成
诗，这真是一个天才！三人沉默了好大一
阵之后，魏源告诉自珍，明天吏部左侍郎王
鼎五十寿辰，有好多年轻士子都要前去祝
寿，他想邀约自珍一同前去。

王鼎，字定九，号省崖，陕西蒲城人，出
身寒门，自幼苦读好学，以气节闻名于世，尤
喜奖掖后进，许多年轻的读书人都喜欢结
识他。龚自珍进京前，他的父亲也给王鼎
写有书信，自珍正要相机前去拜访，听魏源
一说，便欣然同意。宋翔凤因有其他事情
不能同去，龚、魏二人约定次日同往。

这一天，王鼎家中青年士子云集，大家
盛赞王鼎品节高尚，乐于培养、提携年轻人
的美德。王鼎完全没有朝廷重臣的大架

子，和青年们无拘无束，谈笑风
生。席间他要龚自珍赋诗记述当
日的盛况，自珍应命写了一首古
风。自珍的诗除了称道王鼎的气
节以外，重在指斥朝中某些权贵
只知趋跄钻营，实是行尸走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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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持机车嫌疑人的回答，一会
儿有逻辑，一会儿又云山雾罩，无
论怎样，作为现场的公安民警，高
克己都要稳定住局面，尽快判断出
对方的意图，尽全力保证旅客生命
财产安全不受损失。他是第一个
和嫌疑人对话的人，现场也只有他才能
想办法接近嫌疑人。高克己朝着车窗
里喊道：“好，好，我相信你能开火车，可
是你想把火车开到哪去呢？”里面回答：
“我要回家，我开回家去。”说完，对方突
然停顿了一下，随即从车窗里传出电话
铃声：“喂，我上车了……”这个时候他
还能和外界通电话？这家伙的心理素
质也太好了吧？高克己边想边慢慢地
往机头前挪动脚步，刚走了两步，车窗
里传来对方的吼叫：“别往前走了，再往
前走我就点火烧了火车。”高克己急忙
停下脚步，朝车窗伸出双手说道：“你看
我什么都没有，我听你说话声音有点
哑，想问问你要不要喝点水啊？”里面
说：“要，你去拿水给我！”

高克己答应着往后退，一直退到杨
所长站的地方才停下。杨所长看到高
克己退回来，急忙上前一把拉住他说：
“老高，应急措施都已经落实，车站也关
闭了行车通道，公安处支援的人很快就
到，客运部门正在疏散旅客。麻烦的是
咱们这成新闻热点了，网络上都在发刚
才的小视频，估计很快就上热搜了。”高
克己说：“你怎么不启动网络管制呢？”杨
所长哭丧着脸说：“这么大的流量是我们

派出所能屏蔽得了的吗？你没看见从车厢
里撤出来的旅客，一边下车还一边拍呢。”
高克己无奈地摇摇头，他知道在当下信息
社会，人人都可能是新闻记者和摄影师，只
要手机在手里，打个饱嗝的时间就能把信
息扩散出去。

李正弘率队赶到柳青站的时候，先期
进入的特警队和刑警队队员，已经严阵以
待各就各位了。从下车到站台上这段不远
的距离中，李正弘趔趄了两次，他不是害
怕，从干警察的那天起，什么场面没见过，
真刀真枪生死边缘也走过几回，更何况现
在柳青小站上这样一个突发事件。他焦虑
的不是这个突发事件能不能解决，在临来
之前的车上，他已经听完了现场汇报，对案
子的大致情况也有了判断，说穿了不就是
个喝多了酒的乘客撒酒疯，现场没处理好
演变成了劫持公共交通工具吗？第一没人
质，第二没伤亡，第三这个喝懵圈的乘客，
还不会摆弄火车，他还能作妖到天边上去
吗？让他真正百爪挠心的是，一个小时以
后，那趟警卫列车就会在柳青站停靠，停点
是3分钟。如果在短时间内解决不了这个
突发案件，单说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问题，
就足以让他这个处长承担一切责任，而这
也是李正弘最不愿意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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