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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 ：一 桩 离 奇 越 狱
案，22 个逃犯流入街头。他
们随时都可能再度作案，成
为南安市居民难以入眠的
噩梦。重重压力之下，一个
尘封已久的神秘组织“守夜
者”获得重启……3 个月，22
个逃犯，1 个神秘杀手，在这
场倒计时的追捕游戏中，谁
才会笑到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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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系孩童盗窃案
的 萧 望 ，他 的 建
议是否能够被重
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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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如熙摇了摇头，笑着说：
“真拿你没办法。实验室工作流
程不复杂。首先，各个派出所和
刑警队，在发现一些可疑被拐卖
孩童，比如乞讨儿童、走失儿童
什 么 的 ，就 会 采 血 ，送 来 进 行
DNA 检验。同时，在家属对孩
子报失踪后，其父母也会被采血
送检。你知道的，孩子的 DNA
来 源 于 父 母 DNA 的 结 合 ，从
DNA 数据上，可以计算孩子和
父母的亲缘关系比率。孩子的
DNA 和父母的 DNA 都被用纯
数字的形式，录入打拐数据库。
数据库会对庞大的数据进行自
动比对，然后计算出一些亲缘比
例高的，再进行人工比对。最
后，我们会以一个概率数字的形
式，出具鉴定报告。”
“也就是说，只要孩子和父
母的 DNA 都录入了系统，就有
希望被发现？”
萧望问。
傅如熙点点头，说：
“肯定被
发现。我们实验室每年也会比
对上不少失散亲人。”
“那，
我们所……”
“你们所辖区前天的那起案
件，我记得没错的话，父母分别
叫作赵健和李晓红对吧？”傅如

熙神秘一笑，
“ 昨天上午我们就
个人就这样握手言和了。
”
入库了。
”
“铛铛也是冰雪聪明啊。”萧
“不过，孩子没有被民警发
望说，
“等眼下这两件事过去了，
现，还是不行。”萧望低着头，说， 我们也请唐叔叔一家吃个饭。”
“如果民警发现的是一具孩子的
傅如熙点了点头。一家人
尸体，
也会进库比对吗？”
的再次团聚，让她的心里感觉到
“都会比对的。
”
无比温馨。
既然这么多年，从来没有比
“不知道爸爸什么时候能回
对上萧望总结的这些案件的
家。”萧望看了看一摞材料，说，
DNA，说明这些案件的受害人， “爸爸回来后，最先进去的，应该
要么从来没有现身过，要么就被
是书房吧？”
害且没有被发现尸体。
“那间房间就是你爸的宝
看来越来越蹊跷了，这么多
地。”傅如熙扑哧一笑，
“ 哪天回
人，
都哪里去了？
来，不先去看看他那一屋子的宝
萧望在心里又问了自己一
贝书？好了，望望，不准再熬了，
遍。
必须马上睡觉！”
萧望顺从地点了点头，抱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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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上楼走进了书房。
“ 对 了 ，小 朗 终 于 肯 回 家
他小心翼翼地把材料一份
了。”傅如熙一脸满足的表情， 份地按顺序整理好，摆放在书房
“其实这一年来，我天天做你爸
的大书桌上，然后把他写的综合
的工作。有一个儿子当警察不
报告，放在书桌中央最显眼的地
就可以了吗？小朗在别的岗位
方。不放心似的回头看了几眼
上，也一定可以做得和望望你一
后，萧望离开了书房，毕竟母亲
样好。
”
一直在背后监督着他。
萧望点点头，笑着说：
“那臭
傅如熙让萧望喝了杯牛奶，
小子，
古灵精怪的。
”
吃了些饼干，盯着他钻进被窝
“但你爸你也了解，
一张老脸， 后，看着他打起细细的鼾声，才
就是不愿意自己放下。
”
傅如熙说， 悄悄地关掉了他的手机，带上了
“好在小朗这次表现不错，
没有刺
他的房门。
儿头。再加上铛铛铺的台阶好，
两
忙忙碌碌地做了些饭菜，傅

如熙在客厅给自己两个心爱的
儿子留了张纸条，告诉他们她做
了他俩最爱的饭菜，在冰箱里，
自己热热就可以吃。弟弟不准
贪吃哥哥的那份儿。
眼看要迟到了，傅如熙赶紧
穿好警服，开门下楼的时候，却
发现自己的父亲正背着手站在
门口。
“爸，
你怎么来了？”
傅元曼一头白发，但红光满
面 ，精神矍铄。七十多岁的人
了，
老傅站在那里依旧挺拔，
依旧
可以轻松走上十公里也不气喘。
“上班啊？”傅元曼干咳了一
声，
“闻天去看守所了？”
“你都知道啦，爸爸？”傅如
熙面露愁容，
“这么大事情，估计
有他累的了。
”
“我就是来看看我的两个外
孙儿。”傅元曼掩饰了一下自己
的尴尬。
傅如熙知道，一年未见的萧
朗，在他家里住了两天，就回家
了，这让老傅仿佛望梅止渴，更
加思孙心切。所以老傅才一大
早就跑到家里来看外孙，但又不
好意思敲门。不知道为什么，相
对于继承了他和萧闻天衣钵的
萧望，老傅却更加喜欢那个整天
没个正形儿的萧朗。

“说什么呢！”
性，宁可你骂我责怪我。你才二
我恶心得不行，说：
“我求求
十一岁，才大学毕业，我怎么能
你就抽我大嘴巴，捶来捶去装什
把自己安排好，却毁掉你的人
么少女啊！我又不是毛岩松！”
生？
“我没跟你毛叔叔怎么样！
“你现在正应该好好找一个
我没有！”我妈声音又低下去， 男朋友，去逍遥快乐。我们是你
“只不过常常见面罢了。
”
的老爸爸老妈妈，我们应该自得
她枕在小熊上，说：
“我真不
其乐地照顾好自己，怎么能给你
知道原来我能说这么多话。也
添那么多麻烦？”
不知道我有这么多事情要倾
我冷笑：
“ 我爸在你心目中
诉。小五，我跟你说实话。不说
就是一个大麻烦。
”
爱情不爱情，跟他在一起特别舒
她不说话。
服，特别踏实。想说话就说话，
过了一会儿我叹了一口气：
想哭就哭，想笑就笑。他来我这 “这么说倒是也没错。
”
里做客，都是他做饭，他洗碗，什
我认真地看着她说：
“妈，其
么活都不让我干。他干活我还
实我真的希望你能过得开心。
要骂他，真的很奇怪。有些话我
我比你坚强，也比你想得开。你
对你爸爸一辈子都说不出口，对
不用担心我，不管怎么样我都支
他却能为所欲为。
”
持你。
”
她轻声地、慢慢地说：
“我不
我妈看着我，露出非常非常
止一次地想过，人就活这么一
温柔的微笑。
次，为什么我不能狠狠心，为自
这个时候她的手机响了，接
己做点什么？就这一次，我又自
起电话来，我听见电话那边传来
私又绝情，说我是禽兽也好，我
很着急的男人的声音：
“ 嫂子！
为自己选择幸福的下半生。
”
你快来看看吧，
老徐喝多了！”
我和我妈气喘吁吁地在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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坪上找到了烂醉如泥的我爸。
过了很久她说：
“小五，你比
旁边站着孙叔叔，他说：
“嫂
一般的孩子早熟，也比一般的孩
子那我先回去了，老徐就交给你
子通情达理。可是有些时候我
了。
”
觉得很对不起你。我宁可你任
我跟我妈说：
“ 让你别来你

非要来，
我又不是弄不了他。
”
我妈坚定地说：
“ 你弄不了
他。
”
我们俩蹲下来试图把我爸
扶起来，可是他沉得好像一尊金
像。
好不容易把他架起来了，他
又拼命往下蹲，最后又躺倒在草
坪上。
我气得直骂：
“ 孙叔叔就是
人如其名，真他妈是个孙子。就
把这么个东西留给两个弱女
子！”
我妈说：
“ 老孙岁数也不小
了，
别说人家。
”
我爸躺在地上哼哼唧唧地
说：
“ 小五，小五你别管我，我没
喝醉。你跟卢月说，让她别回
来，
永远别回来。
”
他说的卢月当然是我妈。
我蹲下来跟他说：
“好好好，
我让我妈别回来，你快起来咱们
回家吧。
”
他用手撑着起身，然后“哇”
的一口开始猛吐。
我妈早就找出纸巾，帮他擦
嘴，
喂他喝水漱口。
我爸看着我妈，醉眼迷蒙地
说：
“你是谁啊，
滚，
滚开啊！”
他挣扎起来，踉踉跄跄地走
了两步，
又趴倒在马路上。

《妈妈离婚记》
作者：
毛冷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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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小五的母亲卢月
突然向丈夫徐建国提出离
婚，小五努力撮合父母重归
于好，却发现母亲身边有个
隐藏多年的暗恋者，父亲找
了一个比自己大不了几岁的
新女友。就当小五觉得一切
都不可挽回的时候，事情却
又有了新的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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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人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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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妈说：
“ 你知道吗，小五，
和你爸爸分居这段时间，我不断
地告诉自己，一定要过得开心，
过得放松。把从前那二十年的
辛苦都补偿回来，不要内疚，不
要瞎操心。可是偏偏看了这个
电影。想到你爸一个人不知道
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我当着你毛
叔叔的面就哭了。你也知道，毛
叔叔人真的很好，又很善解人
意。我就把这些年的事儿都跟
他说了。人心都是肉长的，你和
你爸都怪我绝情，
可惜我实在没有
那么绝情。我担心他，
也心疼他。
我就一边哭一边说，一直说到天
亮。可是我没想到，
最后你毛叔叔
竟然跟我说……”她羞得满脸通
红，再一次把脸埋进小熊。
我冷冷地看着她说：
“ 其实
你真的是个好女人，其实这么多
年，
我一直偷偷喜欢你。能不能给
我一次机会让我照顾你？我不会
让你这么辛苦，
我一定好好疼你。
”
我妈在小熊里说：
“妈的，跟
亲耳听到一样。”
我厉声说道：
“不许说脏话！
”
我说：
“ 所以你就跟毛叔叔
没羞没臊了？”
我妈连续不断地捶打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