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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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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天武站住，从手包里掏出
两万块钱，交给小姑娘说：“今天
是熊老板请客，这是他的钱，你
们先收下，结账剩下的，留着他
下次来消费。帮他做个账。”说完，
顺手在小姑娘脸蛋上捏了一把。
小姑娘吓得拿起钱和单子，跑了出
去。李天武哈哈大笑，出了门，上
了浮桥，晃悠晃悠地走了。

等李天武上了湖岸，到停车
场找到自己的奥迪轿车，正开车
门，发现停在不远处的张一嘉的
老福特，依然在那里。一定是这
老兄喝得爬不起来了，李天武不
禁一阵窃喜。他重新锁了自己
的 A6，走到老福特旁边，透过车
窗往里一瞧，见他们的老总果然
趴在方向盘上。他拉开驾驶室
的车门，又喊又摇又抱又拽，才
让张一嘉换了一个位置。

李天武坐到驾驶位，发动汽
车，正想起步，腰间的手机“咕
咕”地叫起来。一接，是小美。
小美说：“你不带我走，我怎么办
啊？”李天武说：“我有事呢，你自
己打的走吧。”

接完电话，放下手柄，方向
一打，踩油门。可这时候电话再
次响起来，他下意识去抓手机，

这方向一偏，就撞到另一辆车上
了。李天武赶紧刹住车，心里直
骂 这 美 国 车 不 像 德 系 车 好 驾
驭。拿起手机，他破口大骂，发
觉不是自己的手机来电，而是副
驾驶位上的张一嘉的手机，叫得
一声比一声急。李天武抓起手
机，正犹豫接不接，听见后座上
张一嘉的鼾声一声比一声高，就
把手机举到耳边，可这时来电挂
了。李天武就把手机丢回副驾
驶位，打开车门，出去看撞车的
情况。这一看，气得差点儿骂
娘，撞的正是自己的那辆奥迪。
好在两辆车都是轻伤。

他靠在车身上，点了一支
烟，心想，还是冷静一会儿，醒醒
酒。停车场一片死寂。借着香
烟光，他看了一下手表，见已经
是一点多钟，脑子里似乎又响起
了刚才那个电话铃声。

一点多钟，会不会不是陈思
维？这样想时，童盼的一张明媚
的有些傲气的脸庞，在李天武的
脑海中若隐若现。一种兴奋的
感觉又回到李天武身上。李天
武拉开老福特车门，钻进去。见
电话依然躺在副驾驶位上。

没有李天武希望的事发生，
只是李天武盯着的那部手机，不
再响铃了。但是一种无法抑制

的冲动在李天武的心里，一阵一
阵地来电。他终于没有忍得住，
拿起那部手机，想看一看刚才那
个未接来电的号码。可是，这部
手机竟然正处在关机状态。李
天武像被电了一下，把那部手机
扔回去。同时，带着难以掩住的
惊恐，扭头看看后座。

后座上的人依然鼾声如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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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子开到张一嘉家楼下，张
一嘉还是没醒。幸好张家在一
楼，李天武进去敲敲门，小保姆
就起来开了门，并帮忙把张一嘉
弄进屋子。李天武没好意思去
打扰生病卧床的嫂子，就与保姆
一起，把张一嘉安置在客厅的大
沙发上。李天武还亲自为张一
嘉洗了脚，盖好被子，并吩咐了
保姆几句，然后才告辞。上了
车，他发现张一嘉的手机还留在
车座上，就准备送回去。走到门
口，听到陈思维在屋子里一声高
一声低地说话，听了两句，没有
什么实质性的内容，都是“不爱
惜自己身体，喝死才好”之类的。

李天武硬着头皮敲门，里面
的声音戛然而止。

小保姆出来开门，李天武
问：“张总睡得好吗？”保姆做了

一个鬼脸，接过手机，说打着呼
噜呢。李天武心想，这好，嫂子
你白骂。

再回到车上，看看时间，已
经快三点了。车子在大街上茫
然地行驶着，像李天武的心一
样，一下子清除掉那么多的烦事
儿，变得好轻好轻。

后来，他拨了一下小美的电
话，居然通了。问在哪儿，那头
儿说：“在你的车旁呢。你车在，
人能不来？看你跑到哪儿去？
想逃？天亮了还不到的话，我就
跳湖。”

“千万不要啊，”李天武说，
“临近年关，忙，没时间为你开追
悼会。”

“臭嘴啊你，别想逃，我死了
你可脱不了干系。”

见了面，小美死劲儿撒娇，
说：“我身上到处是你作案的罪
证，真死了，第一个逮你。看你
堂堂大老总，不弄个奸杀罪枪毙
了才怪！”

第二天，李天武睡了个懒
觉，想到酒店顶层的西餐厅吃早
饭，可刚出顶层的电梯，就看见
餐厅玻璃墙后坐着熊海东和一
个年轻女子。那女的背朝着墙，
但李天武看得分明，就是古霞。
李天武立即又退回电梯。

再走另一条路。
流浪儿也有朋友，去问流浪

儿有关死者的信息，几时失踪
的，为什么不报案。一人说，因
为死者当时准备坐火车出去，他
们都以为他离开了。拿肉贩子
的照片给他们看，他们都表示没
有见过这个人。

孤儿也是买了出去的火车
票，之后被害的。

看来凶手是在火车站物色
猎物。

调出火车站的监控，在售票
大厅看到了肉贩子的身影。期
间还看到肉贩子跟等候区的一
位少年聊天。找到那个少年，他
说当天跟家里闹别扭，想离家出
走，后来有个人问他的情况，然
后走了。拿出肉贩子的照片，少
年点头，说是他。凶手之所以放
过这个少年，是因为知道他有家
庭，杀了他容易败露。

凶 手 为 什 么 穿 38 码 的 鞋
子，还将鞋子扔掉？

因为这是死者的鞋。
大象看凶案照片，两位死者

都光着脚，脚码恰好都是38，两个
房间的鞋印有出入，是两双鞋。
肉贩子知道废弃屋宅地面蒙尘，
容易留下真实鞋印，因此他极有
可能是用脚套着死者的鞋子作案

的。鞋后帮压平即是证明。
凶手会这么做，即表明他有

防范意识，事后又面不改色地说
谎，说明心理素质强。拿火车站
的监控，他也可能会说那天恰巧
去了火车站，这不能证明他杀
的。大象只好使出最后一招，伪
造假证据。

大象打印了一份烟头牙痕
和唾沫检测证明，并印了英文和
数据，盖了章。跟警察说，让他
们以证据确凿为名，将肉贩子抓
捕，在审讯室里给他出示这两份
资料，凶手一定认罪。

根本没有牙痕检测，案发现
场的烟头唾沫早挥发干净，也根
本检测不出来。但事到如今，只
能冒险一试。

肉贩子看到火车站监控加
上“检测结果”之后，知道无法再
说谎，终于承认犯罪。确实是套
着死者的鞋作案。在火车站看
中受害者，尾随他，将他电晕，凌
晨两点开三轮车将受害者运往
废弃房屋，五点半准时去屠宰场
运猪，途经废弃屋，又进来收尾，
车上的猪血垂落，滴在蒿草上。

至于作案动机，说是续命。
问为什么知道这些做法的细节，
缄默不语，说自己反正命不久
矣，杀了两个人，一命抵两命，不

想多说，判死刑吧。
“这两个孩子不是猪，是活

生生的人啊，你怎么下得了手，
这不可能会给你续命！”大象说。

肉贩子说：“你了解我吗？
我也是孤儿啊，他们除了遗传我
白血病，什么都没留给我。没人
来杀我，我不想等死，不能延长
寿命，那我杀了这两个被遗弃的
孤儿，也是在帮他们解脱吧。外
国讲究人道屠宰，把牛羊快速击
毙，电晕，再放血宰杀。我是将
他们电晕之后，再杀害的。他们
并不晓得。”

大象无话可说。我们回来
之后，他消沉了很长一段时间。

大象接连深入法术命案现
场，并快速破案，名声窜起，在

“ 第 一 手 命 案 ”网 站 中 形 成 漩
涡。成员看出大象的执念，注意
力都放在此类凶案上，帮助大象
搜寻相关线索，联通要人，慢慢
形成一道法术凶案网。

周昊就是因此进网的。网
站有人尊称他为周警探。

周昊 31 岁，武汉市刑警 。
2008 年破获一桩剧组凶杀案，
破案过程堪称推理小说，被很多
推理迷津津乐道，故有“周警探”
之名。

他辗转听说大象的事迹，此

次前来，是因为在他工作中也遇
到了这样一件案子，邀请大象过
来协助调查。

大象因此跟我前往武汉。
此时是 2012 年 3 月。到达

武汉是上午九点，天在下蒙蒙细
雨。

凶案发生在一处老式小区
里面，七层楼，无电梯。楼道堆
满杂物，墙上贴满广告，霉味重，
死者是一位 15 岁男孩，家住第
五层，初二，差生，经常旷课，学
校对此已经习以为常，加之父母
在美国打工，家长会都是唯一监
护人外婆参加。外婆经营一家
牛肉面馆，每天早上五点半出
门，昨晚七点回来看到孙子被吊
挂在自家风扇挂钩上，大惊失
色，救下来已经没有呼吸。

周昊知道大象有靠嗅觉破
案的技能，现场保持完好，除了
尸体搬离。

证物绳子上有轻微的氯味
和铁锈味。凶手作案前将绳子
在房间水里泡过，之后拧干。周
昊证实这点，他到凶案现场时，
绳子还未完全干透。大象对比
凶案现场的自来水味，味道一
致。这个小区是楼顶水箱蓄水，
因此有铁锈味。除此之外，没闻
出其他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