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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缺少，他们才寻找，像溺水者抓住一根稻
草便死死握住。

他们在猎奇的兴奋和刺激中寻找着一丝快

感，哪怕这快感只是万花筒里的斑斓，一触就碎。

但他们只是一群害怕孤单缺少陪伴的孩子，寻找
没有错，错的只是方向。

精神上的孤独和匮乏，就像是《盗梦空间》

里的窃贼，在人们精神最为脆弱的时候，他潜入

别人梦中，窃取潜意识中有价值的信息和秘密。

他们，也只是被盗者。

“没人当我存在”

记者：还记得当时是怎么回事？

李德志：07 年，俩人(父母)吵了一架。我爸把

我妈关在了门外，她就走了。

记者：走了？

李德志：对！不知去哪了，再也没回来过。

记者：想她吗？

李德志：不知道。

记者：不知道？

李德志：从我记事起，俩人都一直吵架，没人

当我存在。

1992 年出生的李德志还是个显得羞涩的

男孩子。见到民警时，李德志不自觉紧张起来，

坐直身子，把双手放在了膝盖上。他说三个人里

面他年龄最大，因为上次“犯事”他在拘留所里

待了 37 天，到现在见了警察心里还是紧张。

那段日子，只要有警笛响起，就不由自主的

浑身发抖。每次夜黑风高，做完一票回来，晚上
都紧张的做噩梦，整夜整夜地睡不好。“倒是被

抓了以后，才开始真真的睡个舒坦觉了”，李德

志无奈地说，“当时就是着了魔了，啥也不想了

，就跟着‘组织’一票接着一票的干”。

其实这个男孩的心很软，一场争吵就可能

让他难过、难忘。

“从父母身上，我就学会了吵架，”李德志的

母亲是云南人，父母因性格不合，经常会为一些

鸡毛蒜皮的事情吵起来。2007 年，母亲抛弃了

他，离家出走了。此后，他就辍学，然后跟李建成

他们走到了一起。“没有人把我当一个存在的人

看待。”交谈中，李德志眼圈红了起来，他说，有

时感觉自己很多余。在“伙计”中间，才能让自己

不孤单。

李德志说，现在走在村里，他感觉别人都在

用异样的眼光看他，每到这个时候，他就加快脚

步，想赶紧脱离别人的视线。有时候路上碰到自

己的同学，他也是躲到一边，“我的事大家都知

道，我不怕被抓，但是丢不起人，我害怕别人看

不起、鄙视的眼神。”

“我不怕被抓，怕丢人”

记者：出事后，新闻上还播出了？

刘皓征：对，我是从朋友那听说的，视频还

传到了网络上。

记者：你看过了？

刘皓征：嗯，看到了。

记者：当时，怎么想的？

刘皓征：这下出名了。我们不怕被抓，怕丢

人。

“当时幸亏自己早走了一步。”说到这儿，

“小兄弟”李建成脸上露出一丝侥幸的“诡笑”，

还不忘小心翼翼地看看旁边坐着的两位“兄

弟”。原来东窗事发后，李建成在家接受父母“教

育”，在观看当地新闻时，无意中看到“兄弟”落

网被抓的画面。“当时，你在前，你在后”，李建成

指指旁边的兄弟。

而一直安静的李德志、刘皓征竟然突然涨
红了脸。这个男孩子出生于 1993 年，还不到 20

岁。

“后来新闻的视频还传到了网络上，实在丢

不起那个人啊！”原来，新闻播出以后，刘皓征从

各个渠道听说了自己上了新闻的“丑事”，他说，

被抓没关系，但丑事曝光在网络上，就是奇耻大

辱：“网络传播多快呀，谁都能看到”。于是，自己

还悄悄地专门在各个网络上仔细寻找了一番，

还不时向记者询问，怎样能把网络上的视频全

部删掉。

在交谈的开始，李建成从口袋里掏出一盒

泰山烟来，递到记者跟前。旁边的李德志和刘皓

征也从各自的口袋里把烟拿了出来，李德志抽

的是“帝豪”，刘皓征抽“南京”。三个人熟练的给

对方递烟，点火，磕着烟灰。李建成说，上小学的
时候他就开始抽烟，现在基本上两天抽一盒，但
是他从不喝酒，他觉着混江湖，喝酒和抽烟必须
得会一样。

对于学校，他们已经少了很多回忆。三个人

都是中途辍学，李建成上学上到六年级，家里有

张小学时的奖状，李建成说，很多年了都不舍得
撕，“要做个纪念”。时间最长的刘皓征也只是念

到九年级，小学时年年前五名，“后来诱惑多了，

没学好”，所以，最后的学校生活大部分是在请
假、逃课中度过。

“做过的事，不说后悔”

记者：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

李建成：小学的时候，很多同学抽。

记者：为什么学抽烟?

李建成：在江湖上混，抽烟、喝酒，必须得会

一样。

记者：现在混成这样，后悔吗？

李建成：错都犯了，没啥后悔不后悔的。

记者：那以后打算怎么办？

李建成：以后好好做人……其实最想做的

事，是去当兵。

再次见到李建成的时候，他刚刚和父亲下
海归来。蘑菇头、小身材、滴溜溜转的眼睛，皮肤

黝黑。“是在海上晒黑的。”李建成说，语气里有

着超出 16 岁少年的老练。很难想象这个少年曾

经是“偷车党”的“军师级”人物，事发后，1994

年出生的他因不满追责年龄，在家接受家长再

教育。

村庄靠近北部沿海，李建成家里有条小型

渔船，李建成的父亲李洪林经常出海，一次都至

少半个月，母亲王秀平像大多数的农村妇女一

样，操持家务。这对朴实勤劳的夫妻有最传统的
育儿观念：拼死拼活赚钱，都是为了这个宝贝独

生子。他们让儿子难住了：父母在外拼命赚钱，

不愁吃不愁穿的，孩子怎么就是不学好？

“两年，光他打架我赔给别人就有 10 万

块。整整一年的收入。”李洪林叹息。上学
时，李建成时常打架滋事，给家里添了不少的
麻烦。有一次逞强好胜，愣是一拳把一个同学
的眼眶打裂了，还从人家身后补了一脚，把人

踹倒在地上。事情闹大了，受伤同学的家长要

起诉，李洪林花了好大劲才把事情平息下来。

李洪林对儿子束手无措，这个耿直汉子脑

子里只有一种简单的解决方法——— 拳头。“我
跟他妈在外累一天，他却在外惹事生非，除了

打还有什么法子？”有一次，李建成惹事，他

二话不说，就一脚把不满 10 岁的李建成踹到门

上，现在儿子脸上还看得清当时受伤的疤痕。

三年作案 20 余起，涉案 50 余万元，但李建成说，

错都犯了，没啥后悔不后悔的。“以后好好做人就
是了”。

所谓未来，对这个 16 岁的少年来说只是个

概念。

“其实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去当兵。”李建

成满脸期待地说，他觉得当兵是最男人的一件

事，他要到新疆去当兵，最好是特种兵，但是

让他懊恼的是现在身上已经有“污点”了，就
不可能再当兵。民警告诉他，因为“犯事”时他

还不满 16 周岁，所以如果条件合格，还是可以去

当兵的。对于这个消息，李建成一遍一遍的追问：

“真的吗？”

新闻快报

本报 11 月 25 日讯 (记

者 秦国玲) 25 日，记者从

山东省招生考试院获悉，

2011 年省外院校艺术类专业

考试点潍坊榜上有名，潍坊

市已连续八年成为全国规模

最大、服务最优、管理最规范

的艺考基地。

2011 年省普通高校招

生美术类专业全省统一组织

专业考试。教育部明确的 31

所独立设置的本科艺术院校
和参照独立设置本科艺术院

校招生办法的普通高校、部

属院校、211 工程院校其美

术类本科专业可在我省统考

的基础上进行校考，也可使

用我省统考成绩；其他省属

二本院校的美术类本科专业

原则上使用我省统考成绩。

潍坊 2011 年仍是艺考考点
山东省共设 4 个考点

本报 11 月 25 日讯(记

者 宋昊阳 通讯员 成

云学)25 日，记者从寿光市

公路局了解到，今年，该局

在潍高路和新海路部分路

段共计 31 . 2 公里的中修挖

补罩面施工中，创新使用橡
胶沥青新材料。这也是潍坊

市首次将橡胶沥青新技术

应用在公路养护罩面上。

寿光公路局人员向记

者介绍，橡胶沥青具有高温

抗车辙和低温抗裂性能，能

够增强沥青路面的使用性

能和耐久性。使用该材料

后，可以增加路面弹性，即

使在低温下，路面仍具有一

定的弹性，不仅降低车辆的
行驶噪音，而且车辆冬季行

驶时车轮即可破坏掉路面

上结的冰层，从而抑制路面

结冰。还可增大轮胎与路面

之间的滑动阻力，提高行车

安全性。

橡胶沥青养护罩面首现潍坊

本报 11 月 25 日讯(记者

于潇潇) 25 日，记者从有

关部门获悉，潍坊市将对
2010 年度新创中国驰名商标

和山东省著名商标企业发放
1670 万元奖金，其中“中国驰

名商标”每件奖励 100 万元，

“山东省著名商标”每件奖励

10 万元。

据了解，为鼓励先进,激

励更多企业积极争创驰(著)

名商标,潍坊市政府研究决

定,对 2010 年新争创为中国

驰名商标和山东省著名商标

的企业予以通报表彰,并按

照市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

新创知名品牌奖励制度的通

知》(潍政发〔2009〕16 号)规

定,分别给予 100 万元和 10

万元的奖励。奖金共计 1670

万元。

工商部门相关负责人

介绍，2010 年，潍坊市在争
创驰(著)名商标方面取得了

较大成果。“希努尔”、“谷

神”等 11 件商标被认定为
中国驰名商标,为历年之最;

“金鲁丽”等 57 件商标被认

定为山东省著名商标,增量

居全省第一。

潍坊 1670 万奖“名企”

评上“国标”，每件奖励 100 万

“90 后”少年的

一场错位找寻
本报记者 张浩 董惠

大到汽车，小到牛奶，

12 名 90 后在叛逆嚣张的月

黑风高里，享受他们在“江

湖”里的猎奇和刺激。其

实，近距离的接触就会发

现，他们还只是一群孩子，

害怕孤单，所以寻找依靠，

渴望被关注，所以找寻族

群。只是他们寻找的路，偏

了方向，不是故意。

每一次的“偷车游

戏”，李建成都能描绘的绘

声绘色，声情并茂的像一出

单口相声，绝无冷场。他说

他不服他的“老大”，因为

有一次老大把他从超市里

“顺”出来的遥控玩具汽车

偷偷地给了“老大”的外

甥，那可是他最喜欢的玩

具。虽然年纪小，但是李建

成是团体的“军师”，人小

鬼大，多次接触之后，连办

案的民警都不禁喜欢这个孩

子。

在这个团体里，除了

“老大”之外，其它的成员

很少能够分到钱，但是他们

也不是很在乎，他们享受那

种一群人走进迪厅跳舞、

KTV 唱歌的“华丽”生

活，“大哥小弟”的世界让

他们觉得很风光。其实，他

们只是一群爱玩的孩子。

每个人都在成长，但是

每个人成长的方式不同，他

们的起步选择了一条错的

路。然后，作为孩子，或许

只有知道错在哪，才能更坚

定地对下去。

记者手记

他们只是

害怕孤单的

孩子

文图无关

十几个“ 90 后”少年，憧憬
和构想着他们自己的小世界。

这个世界里有伙伴、有刺
激、有依靠、还有自以为是被爱
护被关注的错觉。

但他们只是一群害怕孤单
缺少陪伴的孩子，寻找没有错，

错的只是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