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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临天门（指画） 王大成

天津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老天津是何等面
目？在我看来，天津其实是一座五方杂处、中西交融、
文化多元的城市。在这座城市，人们既能看到中国古
老的建筑和传承有序的儒家文化，又能看到充满异国
情调的建筑和西方文明带来的“洋味儿”，既有数百年
历史的文庙、书院、国学根基和医道高超的老中医，也
有赫赫有名的洋学堂和教会医院，既有佛教、道教、明
清寺院、道观和建于元代的天后宫，也有基督教、天主
教、哥特式的和罗曼建筑形式的宏伟大教堂，既能听
到朗朗的读书声，又能听到喧嚣的叫卖声。

旧时的天津是一座典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城
市。从空间地理和城市布局上看，天津市区范围内大
致分为旧城区和租界地两大部分。

旧城区包括老城厢和旧城周边如西头、估衣街、
河北大街、粮店街、南市等地带，这里大都是中国传统
的三合院、四合院以及后来建起的中西合璧建筑，有
旧衙署、老街道、钱庄、金店、贩夫走卒，有诗礼传家的
书香门第，有靠盐业和漕运起家的“高台阶”“大宅
门”，一座院套一座院，这些人家，或经商，或为官，后
来也都成了文化家族。旧城区的多数人家住的是老
旧平房，他们过着城市贫民的生活，劳作者短打扮，生
活朝不保夕，有点儿文化的或小职员之类，虽强撑着
穿一身长袍马褂，其实也常常是为生计而担忧。

而天津的租界地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天津有
英、法、美、日、俄、德、意、奥、比九国租界，人称“冒险
家的乐园”“国中之国”，也有“万国建筑博览会”之
称。这里洋楼栉比，每个国家的租界有每个国家的建
筑风格，洋人洋行、外国领事、官僚买办，完全是异国
情调，异国风尚。在这里居住的有清朝遗老遗少、下
野的军阀政客、企业家和高级知识分子、文化名人，有

从旧城迁居过来的大户人家、发家致富后在这里买房置
地的，只有少数劳动人民。那个时候，洋人居住的地方、
富人居住的地方、穷人居住的地方几乎是泾渭分明，犹
如两个世界，各人过各人的日子。如果说天津到处都是
穿洋服吃洋饭的人，这是一种误解；说天津只是个“水旱
码头”，尽是些张口“妈”闭口“嘛”耍胳膊根儿的泼皮无
赖，这是一叶障目，歪曲事实。

天津是近代西学东进的前沿，“得风气之先”，除旧
图新、开放、交流、包容的社会环境造就了各种各样的人
才。在这里，人们既能看到“老派儿”的文人，也能看到
“新派儿”的学者，或“新派儿”“老派儿”兼而有之的人。
天津培养出李叔同、曹禺这样的艺术家、戏剧家，造就了
严修、梅贻琦这样的教育家、新型教育的先驱，也走出了
陈省身、于敏这样的数学家、科学家。说天津只有地痞
文学，只存在那些在勾栏瓦肆吟唱的“赶大辙”一类的难
登大雅之作，这是在丑化天津的形象；说天津是“文化沙
漠”，更是无稽之谈。

上世纪90年代，我在《李叔同与近代天津文化的渊
源关系》这篇文章中，将“作用于自然环境和社会结构的
天津地域文化”概括为五个特点：一是在沿海城市经济
的开拓和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并且紧紧依附于封建经
济、特别是盐业和漕运的基础之上；二是根植于民族传
统文化之中，是在一种务实的学术气氛中兴起的；三是

发祥于一种开放、交流的社会环境，吸纳并包容
了南北各方的优秀文化；四是具有浓郁的滨海气
息和鲜明的市民文化色彩；五是深受西方文化的
濡染，具有不断向现代文明演进的趋势。清末，
西方先进文化技术开始在天津传播，天津地域文
化呈现中西文化并行与交融的多元化、全方位的
发展格局。

几年前，我在另一篇文章里写道：“天津的历

史，尤其是近代以来，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值得大书特
书。但由于种种原因，学界甚至天津人自身对天津的历
史文化缺乏客观的认识。更有浅薄之士将天津的几种吃
食当成天津城市文化的代表。有的学者在言及天津城市
性质和文化品位时，亦是不顾事实，张冠李戴，黑白颠倒，
谬误百出，这真是学界的悲哀。”

我家是天津的老住户，祖籍浙江绍兴，先祖落籍天
津，到我这儿已经是第十代，可谓地地道道的天津人。我
生在天津，长在天津，上学在天津，工作在天津。天津的
大街小巷、天津的各个地方我都走遍了，我接触了天津的
各类人，经历了天津很多的事。我感到，天津这座城市并
不像有些人说的，只是个耍嘴皮子的“哏儿都”，也不是彻
头彻尾的“洋都”。真正的天津人说话除个别方言土语
外，多是带一点天津味儿的普通话，只是三声字的发言重
些，绝不是一些人模仿的不伦不类、不三不四、半真半假、
半生不熟的所谓“天津话”。天津这座城市，多种文化并
存不悖、和而不同，传统又现代，高雅时尚又充满了市井
气息。所谓“狗不理”“大麻花”不过是天津的一种小吃而
已，绝不是天津的“文化符号”，实际上天津人也并不把这
些东西放在眼里，也不把“西餐洋点”看得很重，天津人自
有天津人的活法。

近来我写一本有关天津历史文化的书，将旧天津的
城市面貌和文化品位概括为六个方面：一、河流和海洋孕
育出的城市——河海经济造就了一方地域文明；二、老街
旧巷众生相——街道和胡同的形成与繁荣；三、彬彬有
礼的老派人家 、“长袍马褂”的读书人——传统道德和
儒雅文化传承有序；四、租界里的异国情调 、“西服革
履”的人物——洋楼栉比，洋味儿十足；五、华洋并存，和
而不同——多元的社会形态和生活情趣；六、五方杂处，
五行八作——浓郁的市井风情和市民气息。

一位朋友说：“深读津城，彰显人文良知。”我很赞
成这句话。我认为，“人文良知”就是一种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是发自内心的动力，它不靠别人去驱赶，不是
靠外界的压力。有了内心的动力才有文化的担当，才
有“深读津城”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当然要真正了解天
津，还要走进这座城市的深处，而不是在表皮，或是不
负责任地给这座城市加上一些标签和符号。这才是
“深读津城”的内涵与根本。

茶是有情分的。在草木之中，茶也
可谓是最有灵性的。

沸水冲泡之后，茶从淡到浓，浓到
深沉时再转而淡雅。这样的过程，并不
是简单的循环。对我而言，这自然是茶
的魅力所在。

茶友常言，清茶淡菜情相浓。虽然
在一起喝的是清淡的茶，吃的是清淡的
菜，但体现出的相互间的情意却是非常
浓厚的。

心灵感到寂寞的人有时会说，落寞
之处酒也淡，情深茶前情意浓。孤独落
寞时，一个人喝酒必然是索然无味的。
而一个人在一段感情或者友情相处热
烈时，即便喝茶也顿感情意浓浓。

若有人言及茶淡情浓时，却千万别
从字面上去简单理解，其实这是一句反
其道而用之的话，表达的是茶很浓，但
是感情却很淡，所传达的是两个人的关
系和感情，原本远没有那么深厚。

这逻辑就如从小便十分聪慧的金
岳霖先生的那段公案。中国有一句
话叫“金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但
时年仅十几岁的金岳霖却从逻辑思
维上发现了问题，他说，如果金钱是
粪土，朋友价值千金，那么朋友便等
于粪土了。

当年有一位挚友，曾热烈地追求
过一位女孩。女孩回了句：时光很近，
人心太远，凉茶很浓，日子很淡。挚友

不解，苦恼地来问我。我说：你就打消
了那念头吧！

茶文化乃国粹，历史悠久。国人多
以茶待客，茶中暗含了许多学问。不仅
泡茶讲究，斟茶、品茶、添茶也都有讲
究。有一些茶语，便需大家知晓。单说
说“无茶色”。主人待茶，数冲之后，茶
水由浓转淡，本应更换茶叶。如不更
换，便是“无茶色”。其意有二：一是茶
已无色还在冲，是对客人冷淡，未尽地
主之谊；二是摆明了对人不恭，这时客
人就要察觉到主人是在“暗下逐客令”，
便应识趣地告辞。

如前所述，清茶淡菜情相浓一句，
若是有情人之间，常言清茶淡饭爱意
浓。爱意浓是一句比较明显的情话，表
达爱的深沉而浓厚，足以将对方的心融
化，并期望这种情意绵绵不绝。

历年来，我储了不下二十种的普
洱茶饼，如今，不论年份和品牌，我总
是随手取了便解茶，拿起一罐便取了
冲泡。只因在我的心目中，这些茶已
不可区分，皆是品质极佳，茶汤纯正，
甜淡适口。

品茶，不是简单地啜饮。有时品茶
就是品心情。独饮得神，对饮得趣，众
饮得慧。三杯两盏香茗，闻香静心，涤
荡凡尘，也随之留得了一瓣儿心香。能
品茶，会品茶，且品出了一番意味，自然
可增添对生活、对情感、对生命的一份

挚爱，还必然对人格有操守。正如
茶圣陆羽在《茶经》中所言，懂茶之人，必
定是“精行俭德之人”。

凡人生在世，必懂“情”字，情，贯穿了
人生。人若有所不同，差别就多在于这一
个“情”字。历经了人情冷暖，绝类那三滚
后的茶叶，慢慢地沉入了杯底，用沉默来
作为唯一微笑的表情。而那温软的茶水，
也就如同我们的内心，足以接纳一切友善
或反之的表情。

轻轻地捧茶于手，静看的是一份既熟
悉又陌生。天天与之为伴，当然可算再熟
悉不过，一点陌生则在于，天天似乎都能
有新发现。

有时，在轻巧纤细的茶的面前，人
甚至会感觉到自身的渺小。每每凝神
注视着一杯香茗时，再激荡、再热烈、
再浮躁、再失落、再忧郁、再冰冷的心
情，都会在它默默的凝视下变得平静而
柔软。而此时，就会有一种莫名的情绪
涌上心头。仿佛一切都烟消云散了，一
切都不重要了，一切都悄无声息地被茶
吸纳了。而今我已慢慢习惯了这样的
交流，这是一种心的交流，一种释放，
一种理解。

唐代刘贞德的认知更为深刻，曾总结
茶有十德：以茶散郁气，以茶驱睡气，以茶
养生气，以茶除病气，以茶利礼仁，以茶表
敬意，以茶尝滋味，以茶养身体，以茶可行
道，以茶可养志。

如此说来，茶已经不再单纯是一种饮
料，所代表的是一种文化，表达的是一种
价值，其中若感受到了对情感、对生命的
态度，也就会对更深层次的精神境界有所
思考。

朋友相交之道与茶同理，品读友情，
如同品茗。君子之交淡如水，无论红茶、
绿茶，还是浓茶、淡茶，终究只是一杯水。

君子之交，无关名利，似那杯中茶，眼观清
澈纯净，轻嗅淡雅幽香，深抿苦尽甘来，可
谓是一种难以言表的精神上的享受。清茶
在手，友情在心，茶淡情浓，悠长久远。在
说古论今，叙旧谈新之时，也把一段淳厚朴
实的友情磨得锃亮，谈笑中充溢着袅袅的
茶香。

茶虽会淡，情却尤浓。

广州是一座有洋味的城市，尤其是在东山口这一
带，这里原是城东的荒地，也并没有山。“山”就是“岗”
的意思。

上世纪20年代之初，侨胞富商纷纷前来在此购地建
房，红砖洋房屡起，权贵政要也纷至沓来。广州人旧云
“有钱住西关，有权住东山”。由旧至今，这里成为当地现
存最大规模的中西结合的低层院落式近代建筑群。

东山区已被越秀区合并，故而东山也成为一个老地
名，这里如今叫新河浦社区。我们摄制组置身于此取景
拍摄。这近五百幢洋楼的建筑群，土洋结合，古今交融，
修旧如旧，不改变文物原状而翻新，融入现代的特征，此
地的红墙碧瓦，复古又文艺，从古老的地标成为崭新的地
标，成为让文物活起来并且文艺化的典范，成了公众社区
的艺术空间。

这里的建筑群可以称作文物，赖于一段大历史的支
撑——这里是中共三大的会址所在。不然，仅仅是一群洋
楼也许还稍逊风骚，而红色的元素又使历史多元而厚重。

中共三大的会址，原先是恤孤院后街31号，现在的
恤孤院路3号。当年中共中央特地在此租了一幢两层砖
木结构金字瓦顶的小楼作为会场，但是在1938年10月它
已被侵华日军炸毁。所以长期以来，三大会址难以寻觅，
只是笼统地说是在广州东山，它已成废墟，淹没在街巷之
中。1972年，年届八旬的中共三大代表、参会时的工人
党员徐梅坤到广州寻访——在现今的三大纪念馆里，也
存有他捐献的手表和派克笔。会议旧址的发现，与一座
老洋楼有关。

在瓦窖街与恤孤院路交口的这座建筑逵园，也叫葵
园，是美国华侨马灼文家族于1922年所建。在三大召开之时，它还是一座新楼，一
百年以后，它又被翻新，由四个生长在这里的年轻人承租，变成一家艺术馆，我当时
进去参观，展览的是抽象派的画作。在两棵高大参天的假槟榔树掩映之下，女儿墙
上标有建造年份，是“1922”。这个数字唤起了在这里寻觅的徐梅坤的记忆，他当即
断定这幢洋楼正对的地方就是三大会议旧址。因为代表们在开会的时候，可以透
过窗户清楚地看到逵园楼体上的这个数字。与会代表大多是外地人，逵园的数字
是代表们外出回来寻找会址的主要标志。

徐梅坤记得，三大会址是座独立二楼，而他寻访的时候已是平房，那是在被炸
毁的原址上建起的，后也曾有多重用途。广州市档案馆里收藏的1923年绘制的
《四区二分署恤孤院后街图》，也标明在逵园的正南面17.6英尺处原有一幢门牌号
为31号坐西向东的独立房子。人证物证俱在，具有双重把握。

据代表们回忆，这座房屋平面近于方形，地势高而楼也高，两层高度约有六
米。楼下会议室里摆着一张西餐式的长方台子，两侧是长条凳，前后两端是小方
凳。北边的一间是饭厅，当时请了一男一女两个广东人煮饭，代表们也常帮厨洗
菜。楼上两间宿舍，而间墙只有半截儿，上有金字架承顶横梁和桁桷。一部分代表
就住在这里，睡长凳搭起的床板，挂黄麻布蚊帐，桌凳都是广东区委临时租借来
的。房子很旧，没有电灯，故以煤油灯和蜡烛照明，也没有自来水和洗澡间，只有一
个水缸蓄水。

会址确认之后得以清理整饰，但之后并未复原，如今那块较为旷大的广场，是
完全有条件复建的，但只是做了回填覆盖保护。它只剩下两段墙基，和一块玻璃覆
盖着的长方形凹槽下的破碎红砖地面，这也是历史的原貌，它不应该因重建而毁
坏。这样是尊重了废墟的价值，而不是肆意仿造文物。

现存遗址红砖之前，竖有一块长方深红色石碑，上面镌刻着“中国共产党第三
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和“全中国国民革命者联合起来”的字样。我们在废墟之上
站立多时，猜想那些风流人物在会上的慷慨陈词。红色的地砖是一段红色的标记，
当时我曾想口占一绝，但因匆忙，后才补成：“陈年踪迹近春园，废址残墟剩断垣，踏
遍东山寻史册，红砖款款对人言。”

是的，在会址不远往南的新河浦路，还坐落着春园。春园由三幢三层的西式洋
房并列而成，现在正中间24号的那座已成为历史纪念馆，1923年4月，中共中央机
关从上海迁到广州，筹备三大的工作就是在这里展开的，机关在此一直到当年9
月。当时的春园成为党领导全国革命的中心。三大会期只有几天，但是很多代表
提前到达，在广州居住月余甚至更久，而许多党的领导同志也曾长期工作于此。

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张太雷都曾在这里居住和办公。这里还保留
了蔡和森和向警予夫妇的房间。

春园由一位黎姓华侨建造，它和逵园同年。春园面前是新河浦路，再往前便是
新河浦涌。涌即小河，从前小河通船，直抵珠江。当时虽然这几座著名侨园已经建
成，但城市建设尚未深入，仍属郊野，周围荷池蕉林环绕，人烟稀少。

还有一座简园，其规模比其他几座洋房大，位于恤孤院路和培正路之间，西班
牙式建筑风格，黄色的砂石外墙，凹凸斑驳，颇具张力。这里原为简氏南洋烟草公
司所有，也曾做德国领事馆。1923年初，谭延闿追随孙中山到广州，这里即成为他
的公馆。毛泽东在春园居住期间经常来此与这位湖南老乡商讨国共合作之事。

简园当年由广州发昌建筑店承建，剩余下来的材料在逵园南侧建了一栋民居，
这就是后来被日军炸毁的会议旧址，它之所以和周边的洋楼侨房不同，相当简陋，
就是这个原因。东山的五大侨园，在春园、逵园和简园之外，还有明园和隅园。当
然，这里可数的洋房还有很多。

中共三大纪念馆为后来所建，也为红色外墙建筑，但遗址废墟及广场和那几座
名园，也都从属于纪念馆的范畴，使得这片街区成为红色文化品牌。为庆祝党的百
年华诞，纪念馆在2021年又经改扩建，规模更为宏大了。

在三大召开的当月，已经迁至广州的《新青年》季刊第一期上发表了瞿秋白翻
译的《国际歌》的歌词。会议的最后一天，全体代表由瞿秋白、张太雷领唱《国际
歌》，大会在雄壮的歌声中结束。

茶的情分
李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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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顺修嗫嚅着说：“我家没钱，
我们……买不起药。”军医说：“我们
红军为老百姓治病不要钱。”

中午，军医又来给孩子看病。
这时，孩子已能说话了。于是军医
又给了翟顺修一些药，说：“我们今
天要走了，你们要照顾好孩子。”

孩子的病治好后，翟顺修夫妻俩
对军医感激不尽，商量着拿了6个鸡
蛋、8个柑子、40个铜板用篮子装好并
用一张红纸盖上，高高兴兴地送给军
医。军医连连摆手，说：“红军帮穷人
治病，不要老百姓的东西，你们快拿回
去。”他笑眯眯地拍了拍翟顺修的肩
膀，说：“我们今天就要走了，革命胜利
后见。”
“红军是好人。”翟顺修摩挲着两

只手，连句感谢的话都不知怎样讲。
正在发呆，不知如何报恩时，翟顺修

看到很多红军正扛着木头、木板急匆匆往
灌江边走，一打听，原来是准备架桥过江。
“有了。”翟顺修立刻跑回家拆掉门

板，连家里的大桌子都扛出来给红军架
桥用。江中间的水又急又深，桥固定不
了，翟顺修干脆脱掉衣服，走到江心，和
红军们站在寒冷的江水中一起打桩。
那时是白霜天，天特别冷，好在翟顺修
年轻身体好，在齐腰深的水里一直干
了几个钟头。红军为了感谢翟顺修，
送了他一床红军被作为纪念。

灌阳是中央红军长征进入广西
的第一站，是湘江战役主战场之一。

翟顺修将这床棉被珍藏40多年后，于
1977年捐献给了灌阳县文物馆。如今，
在灌阳县酒海井陈列馆的展陈室里，还
保存着这床已经泛黑的棉被。棉被上
的小纸条记录了它的历史：“一九三四
年十一月末，红军经过水车，翟顺修帮
助红军架浮桥，分别时红军送给翟顺修
的棉被……”

猫儿山下的葱坪村灰山屯的小岭上
有一座红军无名烈士墓，安葬的是一位
爱民守纪、舍生忘死的红军战士。

1934年12月初，北风呼啸，天寒地冻。
那天，红军队伍经过灰山屯时已是

凌晨，过路的红军不忍心打搅群众，便蹑
手蹑脚地坐在一户农家的屋檐下，三五
成群地打盹。这家农户的主人叫肖业
财。“怎么没一个人敲门呢？”肖业财心里
纳闷，他偷偷地从门缝里往外张望，只见
红军穿着单薄的灰军装，脚上穿着草鞋，
一个个被冻得瑟瑟发抖。
“天底下怎么还有这么好的军队……”

肖业财打开柴门，赶忙招呼红军，“外边
好冷，你们都进屋里来吧。”肖业财的老
伴儿闵有莲连忙在堂屋铺好地铺，把红
军安顿好，他们夫妇俩才去休息。走累
了的红军很快呼呼入睡。

10 红军是好人

来人二目中有一种傲然不群的
神气。听自珍说罢，突然接口道：
“这位先生也太抬举野云山人了，他
的画若值百两纹银，郎士元等宫廷
名家，钱杏山、郑板桥、八大山人之
作该值多少钱？”

自珍闻言，转过身来，把那人上下
打量了一番，冷笑一声说道：“京师士
林只重衣裳不重人，一点儿不假。足
下是看画上的落款钤记，还是看画？
要看落款容易之极！拿笔来！”

那书商不知何意，应声取过笔墨
来。自珍援笔在手，略看画面，刷刷点点
在画侧题上“涤子石涛作于某年某月某
日”，在原落款“野云山人于某年某月某
日”之后加上“题跋”二字。改毕掷笔于
案，朗声笑道：“经此一改，尊驾肯出多少
钱？”书商和那客人一齐击掌大笑道：
“妙！妙极了！真可以以假乱真了！”

书商忙过来向自珍介绍：“这位就是
野云山人！”自珍不禁一愕，连忙说道：
“失敬！失敬！实在唐突了。在下仁和
龚自珍。”野云山人忙道：“在下泰州朱鹤
年。自辽东至京师，就听人言紫薇垣五
名士龚、魏、宗、吴、端木，龚舍人才居第
一。今日一见，果然盛名无虚。既蒙见
爱，这幅画送给足下了。”自珍
笑道：“却之不恭，受之有愧。
我做东，三人同谋一醉如何？”
朱野云也不推辞，接口道：“久
慕大名，今日幸会，自当一醉。”
说罢二人联袂而出。那书商还

要做生意，没有同去。二人选了一处清静
酒馆，一直饮得酩酊大醉，方才各回寓所。

次日朱野云登门造访，特意给自珍带
来一段“高句骊香”，气味淳厚芬芳，十分
珍贵。自珍写了首《野云山人惠高句骊
香，其气和澹，诗酬之》的五言律诗赠给
他：“但来箕子国，都识画师名。云是王宫
物，申之异域情。和之邦政美，澹卜主心
清。为报东华侣，何人讼客卿？”这一日，
两人又是尽醉方休。朱野云赠自珍一联，
自珍十分喜爱。他特意到琉璃厂请高手
精心裱糊，悬挂在大厅里。此联曰：“灌夫
骂座非关酒，江敩移床那算狂。”后来朋友
们说，入门但见此联，就知道是龚自珍家。

光芒四射的珍珠，尘封土埋，也难以
掩盖它的光辉。龚自珍在修《清一统志》
中所表现出来的学识和才能，在京师学者
中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都对这个年轻的
学者刮目相看。著名学者、翰林编修秦恩
复就十分佩服龚自珍。

秦恩复，江苏扬州人，乾隆
五十二年中进士，尤精校勘之
学。他手校刊刻各书，时号“秦
板”。这天他亲去丞相胡同街
拜访龚自珍。两人谈艺论文，
也谈时事，十分投缘。

113 翰林编修秦恩复 68 歹徒作案后逃离

因为疫情的缘故，公司、商店、娱
乐、培训机构纷纷停业，伴随着社会
面上的治安环境好转，黑恶势力却又
蠢蠢欲动。平海市一家民营企业的
老板，不断受到敲诈勒索，开始还抱
着息事宁人的态度，想花点钱了事，
但对方胃口越来越大，老板忍受不了威
胁便选择了报警。平海市公安局很快
掌握了黑恶势力的犯罪证据，开展连续
打击将这伙歹徒几乎一网打尽。漏网
的个别歹徒狗急跳墙，绑着炸药来到老
板的家里，张口让拿出一千万元，否则
就同归于尽。由于当时家里只有老板
夫妇二人，加上疫情各家都是紧闭门
户，老板妻子惊慌的喊叫未能引起邻居
注意，歹徒便将家里的现金、财物搜罗
一空，将两人捆绑结实塞到床铺底下，
然后才逃离现场。幸亏小区里的志愿
者正在挨家挨户送菜、送副食，敲老板
家的房门时不见有人应答，仔细倾听屋
子里似乎有什么响动，这才急忙打电话
报警。民警赶到后，问明案件情况立即
发出协查通报，其中一名歹徒驾车想混
出平海，还没上高速就被民警抓个正
着，他供认另一名歹徒和他相约分道离
开平海，是准备搭乘火车潜往外地。平
海市公安局立即向平海铁路公安处发
送协查通报，火车站和高铁站一线民警
的手里，很快就得到了嫌疑人何东的资
料，并且使用大数据查询此人的购票记
录。经过查询发现，何东的确在平海南
站购买了去南方的车票，公安处立刻调

集预备警力向南站驰援，可是直到高铁即
将发车时，嫌疑人何东仍旧没有露面。

这个情况让李正弘犯了嘀咕，他担心
何东虚晃一枪，在铁路售票系统里实名购
票故意暴露行踪后，转而搭乘其他交通工
具，或者是隐匿行踪从平海另外的几个火
车站进站上车，他马上告诉技术科收集近
一个小时内平海所有车站进站口和站台上
的监控录像。虽然这段时间旅客比往常要
减少很多，但作为日均发送旅客十多万人的
火车站，逐一比对不是大海捞针也和草地里
找蚂蚱差不多。李正弘正在焦头烂额的时
候，袁竹林来到指挥中心收集每天归档的资
料，看见整个指挥中心热火朝天的景象，低
头叨咕了一句：“万一嫌疑人走的是通勤口
呢，这么多人不是白费劲儿了吗？”

这句话猛地惊醒了李正弘，他立即命
令平海管内的车站，调集职工通勤通道的
监控录像，结果就在平海站通勤通道监控
中，发现一个身穿铁路职工制服的男青
年，拎着个背包走进了站台上停靠的列
车。经过对画面的处理和人像对比，百分
之九十可以确定，此人就是嫌疑人何东。
再查那列停靠的火车，10分钟之前已经发
车离开平海了，于是紧急查询列车途经站
点，得知开出的第一站就是柳青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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