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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撕裂》

作者：丁捷

出版社：中国文联
出版时间：2018年6月
简介：一部现实主义小

说，用剧情式的 60 个篇章，
描写某市一群名流和产业
大鳄的奋斗与矫情，对这群
看似高傲其实卑微的灵魂，
他们浅显而焦躁的生态，他
们精神撕裂的人生，进行强
有力的批判。

《大象无形》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
出版时间：2018年6月
简介：大象，本名吴行，

报社记者，一天，他在工作
中遇见一件诡异凶杀案，接
着，全国各地接二连三出现
多起类似案件⋯⋯这一切
激发出大象的侦探潜质，开
启追凶征程。

作者：泽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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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海东也不客气，让顾东岳
喝了两杯，他说：“我的厂建到哪
儿，哪儿不光要发财，还要升
官。你看二分厂在干水市搞了
不到两年，人家财政增幅全市第
一，我的哥们儿关文水，马上要
升官，一夜之间要成为咱们干洲
市的领导了！但是，现在，关兄
走了，你暂时也不是市长，操这
心，白操。”

这话虽然牛烘烘的，但让
人听了喜气。听在顾东岳耳里
就更不一样了，顾东岳怎么能
不喝呢？于是又是一杯下去，
人就有些歪歪斜斜了。熊海东
哈哈大笑，说：“我就欣赏顾市
长这种憨劲儿，当官的，这样的，
不多。”

张一嘉也来敬酒，这就把熊
海东弄快活了。他的舌头也已
经大了，慢吞吞地说：“你爽，我
就爽；你赖，我就赖。我熊海东
是粗人，就是这脾气。总经理大
人，你们国企老总，都是有级别
的，说到底也是官，你今天撒个
泼，放下你的官架子，爽给我看
看，我就服你。”

美女编辑方静反应过来，赶
紧接话茬：“熊总的意思是我们
爽，他就跟我们加大合作力度。”
古霞一听，赶紧示意其他几个小
妹，说：“小妹妹们，有广告来
了。”三个业务员小妹就一齐端
着杯子上来。熊海东说：“不行
不行，我一个搞仨吃不消，何况
你们不能代表你们公司，顶多代
表广告部，代表李总是吧。我这
是跟你们张总喝，我在对他搞合
作诚意的考察呢。”

几个女孩纠缠了一阵，没有
什么效果。这时，张一嘉站起
来，说：“熊老板，你发个话，咱们
喝，不醉，我今天就不是张一嘉，
不是你熊老板的朋友。”

“太好了太好了。”熊海东兴
奋地搓着肥厚的大手，“来爽的，
咱们换饮料杯子倒白酒，喝一杯
我就加一百万广告费，要是小杯
子，就是十万。”

姑娘们一听，一齐鼓掌，并
争相要求跟熊海东喝酒。熊海
东说：“要是小姐妹们做代表，一
大杯我只能给一百块，一小杯十
块。”古霞听了，做了一个拧熊海
东耳朵的动作，说：“胖哥哥，你
太歧视妇女了吧，把我们当啥

啦，这么廉价！”

2

任她们怎么说，熊海东就是
不动摇。姐妹们只好先撤下阵
来。张一嘉也不发话，把自己的
饮料杯子倒空，用茶涮涮，就往
里面倒白酒，酒在杯中翻滚。他
端起来就喝，像喝白开水一样，
速度很快，把第一大杯喝了。他
仰着脖子，突兀的喉结在精瘦的
皮囊上艰难地蠕动。熊海东也
用大杯子喝，因为胖，看不到他
的脖子有任何动静，只是听见酒
掉进他的海绵肚里，发出一声高
过一声的闷响。

张一嘉连喝了三杯，才被李
天武和小姐妹制止住。熊海东
也跟进了三杯，两个人的脸都红
到了脖子。熊海东很亢奋，大声
说：“爽，爽歪歪的，张一嘉哥们
儿爽！三百万，啊，三百万，加上
以前的八十万，我今后就投给你
们啦！”

姐妹们使劲鼓掌，爆发着欢
声笑语。李天武站起来，也倒了
一大杯白酒，对熊海东说：“熊老
板，今天收益最大的，其实是我，
最该敬酒的是我这个管市场的

经理。”熊海东看着自己的杯子，
有些犹豫。

李天武说：“您倒杯白开水，
我先干为敬。”说着，就把一杯白
酒干了。

“这怎么好意思呢？”熊海东
“ 嘿 嘿 ”地 笑 着 ，还 是 去 拿 酒
瓶。张一嘉制止他再喝。熊海
东就上去抱住张一嘉的腰，说：

“张兄啊，我的肚子怎么的，也
是你的双倍容量啊，你能搞三
百万，我不能搞六百万？”坚持
要喝。张一嘉只好又奉陪了一
杯。这下子两个人都头重脚轻
了起来。顾东岳也加入进来，
用大杯喝了一杯，说分厂快出
效益，一离不开熊海东老朋友
的资金支持，二离不开张一嘉
老同学的文化支持。张一嘉赶
紧接话说：“说到底，都是支持
我，支持经济传媒。我向二位
表个态，一是我们为‘荣中贵’
做出最好的品牌出力，熊总投
我三百万，我要出六百万的力；
二是老同学今天给我引见了这
么讲义气的朋友，干水又是人
口大县级市、受众大县级市，于
公于私我们都应该为干水的发
展造点儿势啊。”

后来大象改称“红鬼”，我认
为气势弱了很多，感觉是个小角
色。

这个小角色，在 2009 年跟
大象打了个照面之后，就销声匿
迹了。果真如 26 所说，是个严
谨老手。他不可能停手，因此只
能得出他作案后抹光痕迹的结
论。

大象一直在等他露出马脚，
每天去“第一手命案”网站看消
息，里面注册成员有五百多人，
都是真正能接触关键事件的人
物，警察、记者、法医、黑客和对
遗留命案痴迷的高智商者。进
网的标准是，你真正接触过命
案，资源、技术、经验或钱，这四
者至少需具备两者，并且出类拔
萃。网站由一位香港的计算机
高手创立，只有在数据库被登记
的 IP 才能获准登录，每月会清
理一次成员。

托大象的福，我也进网了。
为了防止被踢，我时不时要在里
面说一些话。

“ 我 认 为 ⋯⋯ ”，“ 我 觉
得 ⋯⋯”，“嗯”，“哈哈”。

后来还是被清除了，理由是
混淆视听。

好吧，反正我知道大象的密
码。

2011 年 3 月，有位江西的
警察，名叫沈牧野，在网站里说
了一件凶杀案。大象终于等到
了，当即跟我前往。

由于沈牧野的帮衬，以及大
象对此类案件的资深身份，我们
得以进入现场。

凶案发生在江西的一个偏
僻农村，在一个山脚废弃屋宅
里，屋宅是农村一位富人建的，
一开始可能是用于度假，后来全
家迁移，就任屋宅荒废，已有两
年之久。这地方周围蒿草丛生，
无人走动，距离高速公路一公里
路程。

怎么发现命案的？一位穷
游搭车客，春节过完之后，开始
施行他的中国之旅，从海南出
发，途经广东，计划一路搭乘，借
宿，向北而行。却在江西高速收
费口遇到挫折，深夜，天冷，他就
想沿着高速路边走，先找个地方
借宿，看到远处有个屋宅，想在
院子里钻睡袋睡一觉也好，明天
清晨再搭车，没想到是一个废弃
屋。

摸索着进门，开关皆坏，一
股腐臭味，伴有苍蝇嗡嗡声，凭
借窗外月光，可辨屋内轮廓，家
具萧索，搭车客心悸，但又自认
是胆大之人——不胆大怎么敢

一人穷游？就逐渐深入，深入苍
蝇声和腐臭之地。是一个卧室，
门开着，但太黑，没看清。打开
手机手电照射。

眼前景象足以把他吓掉半
条命。天花板上，挂着一具高度
腐烂的尸体，有蛆虫在簌簌掉
落，亮光照射尸体腐烂面部，死
者蒙眼布脱落，两颗眼珠森然直
视来者。

我在派出所看这位搭车客，
他右脸上留有一块幼年烫伤疤，
裤子上的尿还没干，一直在发
抖。不知他是怎么跑出来的。
穷游计划估计就此夭折了。

废弃的屋宅里，挂着两具高
度腐烂的尸体。另一具在楼上
的卧室，腐烂程度更甚，可见白
骨。内脏涨破，肠子洒地，地上
爬满蛆虫。根据腐烂程度和蛆
虫体长，大象估计，楼上的尸体
死亡时间应该有一个月左右，楼
下的一周左右。具体时间很难
判别。

虽然我经常被迫看这样的
照片，但身临现场，视觉、味道、
声音，加上场景的气势夹击，还
是让我呕吐了几次，不敢再进。
大象拿着相机，进里面照。

作案手法跟“红鬼”神似，两
位死者看身形也都是少年人。

但因为太神似，而有一种仿照
感，缩手缩脚，风格不像。两个
凶案卧室，地上都有很多烟头。
凶手是个烟瘾很大的人。因为
地面蒙尘，根据鞋印 38 码数反
推，凶手的身高应该是一米六五
左右。现场没有拖拽、打斗痕
迹，是将受害者扛入屋。

大象观察地上的烟灰还有
烟头，总共有十二个烟头，疑点
是，掉落的烟灰都是一截，即是
说，这些烟灰都是自然掉落，每
个烟头都燃尽。

“这不是很正常吗？”我说，
“凶手在作案的时候，无暇去抖
烟灰，咬着烟，烟灰就自然掉落
了，太专心，导致燃到了烟屁股
才发现。”

“一个老烟枪，抽烟已经成
为习惯了，习惯是化入行为模式
的，是潜意识行为，比如每天我
们早上刷牙，挤牙膏在牙刷上，
倒水，刷牙，洗脸，吃饭，已经是
一种固化流程，无须动脑。你有
过在刷牙的途中，才发现忘挤牙
膏吗？或者说，吃饭的时候，发
现忘了刷牙吗？”大象说。

“还真有。”我说。
大象白了我一眼，“那说明

你早上刷牙还没有形成习惯。”
“好好好，你接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