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条长微博曾经引起热烈讨
论：出身贫寒的男子，在北京工
作，过着极度省俭的生活，为的是
资助一对贫困山区的姐弟。他的
妻子被蒙在鼓里，也和他一起省
吃俭用，后来因为买房，发现了丈
夫钱财的去向，想离婚，经过思想
斗争，试图原谅他，一趟山区行，
却让她彻底崩溃——— 被资助的孩
子用的是智能手机，而她却还在
用学生时代的蓝屏手机。

有网友认为，那男人其实
患有一种已经被命名的疾病，
叫“病态利他主义”。

过度利他是病态，利己是
不是会好一点？

另一个用全部生命创业、最
终导致家庭崩溃的男子也曾成为
讨论的焦点。人们一致认为，他刚
毅、专注、有理想、有信仰，肯在事
业上倾注生命，也一定会同样对
待感情，甚至有人迅速百度出张
岱的那句话作为论据：“人无癖不
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痴不
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

我却怀疑，这是把一个人
的职业品质和做爱人的品质混
为一谈了。作为职业人士、殉道
者甚至同事、上级，他是完美
的，但作为爱人、男友甚至朋
友，这类人却未必有那么可爱。

不管利己还是利他，他们
的错误是相同的：把一头大象
牵进了家门。

我的朋友W，上世纪九十
年代初南下海南，见证了海南
的崛起，也见识过惊人的财富，
但泡沫碎裂之后，他两手空空
地回到了家乡，从此成为一个

创业狂人，他不断地寻找大项
目，不断地制造大动静，今天加
盟某个连锁店，明天筹资买地，
最夸张的时候，甚至打算在西
部某个沙漠小城开赌场，放言
要把那里建设成为中国的拉斯
韦加斯。和他一样的创业狂人
被他的辉煌蓝图打动，连他的
亲人也全部被卷入，他的小舅
子至今都摩拳擦掌，准备在他
们的“拉斯韦加斯”大显身手。

还有我的大学同学，辞掉高
薪的工作，背井离乡赴京考研六
载，全靠妻子供养；还有我那不成
名就自杀的作家朋友，留下寡妻
和一堆文集；还有黄秋生主演的
电影《老港正传》中的老左，为了
所谓的理想和信念，让全家人在
天台上一住几十年；还有北野武
主演的电影《阿基里斯和龟》中的
画家真知寿，沉迷在绘画之中，让
全家生活在贫困和癫狂里。

他们的共同特征，其实不
是专注，也不是执着于自己的
理想和信仰，而是否定日常生
活，将日常的幸福剔除出人生
的信仰，全心全意地等待一个
巨大的机运，将人生全部刷新。

为此，他们把一个大象一
样的庞然大物引进了自己与家
人的生活里，让家人与亲朋暴
露在风口浪尖，时刻被时代浪
潮所左右。

但，这不是成功者的必备
品质吗？在那些登上福布斯排
行榜的富豪传记和访问里，上
述做法几乎是必经之路，他们
过家门不入，他们在办公室备
有睡袋，在融资最困难的时候，
他们变卖自己的房产，让妻子
卖掉自己的首饰，甚至从娘家
骗来巨款……只是，成为潘石
屹、丁磊的可能性有多少？是否
值得用全部的日常幸福押在这
个大赌注上？

创业也好，参与公共事务
也罢，都没有错，但底线只有一
个，把工作区域和生活区域分
开，保证家庭和家人的安全，维
护日常生活，拒绝让那头大象
入侵到家里。而在这种维护中，
女人得扮演监督员角色，时刻
观察，看看“大象”是不是已经
越位，逼近了自己的家门，并在
关键时刻发出预警，态度坚决
地进行拒绝。

一辆有犯罪嫌疑的车辆，
通过悬挂假牌照在异地作案，
跟踪监控它的踪迹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情，但如果遇到一位身
为软件高手的警察，结果是必
栽无疑。

许子锋，章丘市公安局网
络警察大队的教导员，他同时
又是一位软件高手，在他的软
件世界里，警情和地图一目了
然，分析和研判自发生成。

2015年9月1日下午2点多
钟，网络警察大队办公室突然
响起刺耳的警报声，这是许子
锋刚刚研发完成、正在测试运
行的案件预警系统发出的，系
统显示一辆流窜作案的嫌疑车
辆已进入章丘。

“准吗？”面对大家将信将
疑的眼神，许子锋的心里也有
些忐忑，虽然对自己研发的软
件有信心，但毕竟是在测试运
行阶段，他也不能保证预警系
统的准确无误。“那就试试看。”
许子锋调出嫌疑车辆图片，立
即向辖区派出所发布紧急预
警，警情联动，就在各岗位民警
加紧寻找嫌疑车辆的时候，嫌
疑车辆忽然没了踪迹。

问题出在哪里呢？许子锋
在确定预警软件正常运行无误
后，根据嫌疑车辆特征，反复查
看视频监控发现，原来，狡猾的
车主在进入章丘后偷偷更换了
车牌，悬挂新车牌的轿车已经
进入明水城区。看来这伙犯罪
嫌疑人的反侦查能力极强，许
子锋心中暗喜，他要看看他们
来章丘的目的。

果然，下午3点30分，明水
城区有群众报警称，被人以迷
信看病消灾的方式诈骗现金13
万元。据群众描述，犯罪分子有
四人，三男一女。群众还提供了
其驾驶车辆特征和车牌号。警
情反馈到情报中心后，从车牌
号码可以认定就是那辆有犯罪
嫌疑的车辆，虽然此嫌疑车辆
一直在警方的监控范围内，但
这伙人的动作太快，在进入明
水城区不到半小时的时间里竟
然诈骗得手，然后逃窜。

看来是遇上了“高手”，许
子锋就想和“高手”过过招。接
下来许子锋要改变战术主动出
击了。

监控显示，嫌疑车辆逃离
章丘明水城区。许子锋带领行

动小组立即驾车沿犯罪车辆逃
跑路线追击。而随后的道路卡
口显示，悬挂假号牌的作案车
辆又没了踪影。公路四通八达，
没有明确目标的跟踪注定是徒
劳的。许子锋的案件预警系统
再次发挥了作用，通过数据显
示分析，此车一直行驶在路上，
一定是又更换了车牌号。车牌
号码可以随便更换，但车辆外
貌是改变不了的。

“从车辆特征寻找嫌疑
车。”在许子锋有条不紊的指挥
下，大家从章丘外围交界处的
各个卡口查看过往车辆，果然
不出所料，此嫌疑车辆一路不
断更换车牌，驾车沿309国道向
济南方向驶去。

明确了追踪方向后，嫌疑
车辆的信息重新显示在公安局
的大屏幕上，这次它可逃不掉
了。监控中心把嫌疑车辆的动
态随时发送给许子锋的行动小
组。下午5点左右，嫌疑车辆到
达济南某医院附近后彻底消
失，车辆应该是在此停下了。行
动小组通过在医院周边寻找，
终于在医院附近一临时停车点
发现了嫌疑车辆，但车内并没

有嫌疑人员。许子锋判断犯罪
嫌疑人在此停留的目的无非是
两个，一是在医院内或医院附
近继续作案，二是找个地方住
下休息。但无论哪种情形，犯罪
嫌疑人通过更换车牌在章丘作
案得手又“成功”逃离章丘的

“战绩”，说明他们不会弃车而
逃，最终会返回车内的。

“原地蹲守！”在许子锋的
指挥下，大家在嫌疑车辆周围
蹲点守候。时间一分一秒地过
去了，从当天下午5点到第二天
上午6点，嫌疑车辆一直在行动
小组的监视之下。

9月2日早晨6点，天刚蒙蒙
亮，三男一女缓缓地朝嫌疑车
辆走来，没错，就是他们！当他
们打开车门正准备上车之际，
许子锋的行动小组迅速包抄过
去，死死地将他们摁倒在地，终
结了这伙自以为高明的诈骗团
伙的发财梦。当即在汽车后备
厢搜出了四副假车牌，在他们
的手提包里搜出了大量现金，
无疑，这是刚从明水城区诈骗
得来的。在随后的审讯中，犯罪
嫌疑人对利用迷信看病消灾进
行诈骗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我和中海相识于上世纪七
十年代末，那时我在临朐县教
育局教研室干语文教研员，他
则在七贤公社青崖头联中当民
办教师。当时的语文教学，最大
的弊病就是作文中流行的“假
大空”。为了在这方面寻找突破
口，我和同事骑着自行车整天
在学校里转悠。

一天，我来到中海任教的学
校，翻看了他所教的学生的作文
本，不禁又惊又喜。仅看作文题
目，就让人耳目一新。譬如：《拥挤
的院落》、《捎饭》、《我最后悔的一
件事》——— 是“后悔”而不是千篇
一律的“有意义”，特别是学生的
观察日记，有的写得相当精彩。和
中海一交谈，他竟然还有一整套
自己的理论体系和做法，并且已
经实验好几年了。我当时就庆幸：
这回算挖着“参”了！回到单位，一
是把这学校的学生作文多挑了几
篇，编辑到准备铅印的《中学生作
文选》中，再是向教研室领导报告
了我的发现。领导一听，也大感兴
趣，当即决定组织全县一部分骨
干语文教师在教研室开一个研讨
会，让中海来讲讲。会议一开，才
知道中海是天生的演说家。就像
一年后在昌潍地区教研会上的演

讲一样，台下坐的人越多、官越
大，他越来情绪、越能放得开。听
着听着，领导一个个眉开眼笑，老
师们一个个张大了嘴巴。他的发
言稿在1981年11月的《人民教育》
刊登，后又被《光明日报》教育文
萃栏目摘要推荐。当年，这可是在
全县教育界相当轰动的事情。

那段日子，他上两门课，干班
主任，又兼管学校青年团、排演文
艺节目，还帮着体育教师带田径
队、女子排球队。整天赤脚光膀子
带学生，操场上连蹦带跳还捎带
着下河摸鱼，还不误把报刊上见
到的好文章甚至《闪闪的红星》、

《鸡毛信》给学生从头到尾地念下
来。要求学生背诵的课文，自己先
背过。办公桌前的墙上，还贴满了
古诗、莎士比亚戏剧等摘抄……
与此同时，诗作发表也从县一级
油印小刊，很快就登上了《星星》、

《诗刊》等全国大刊。一段时间，中
海的诗有鼓帆远航、扶摇直上之
势，并且还耍起了小说、报告文学
把式。整版登载在《光明日报》的
纪实文学《强龙之舞》，不仅在老
家弄了个“七级地震”，还得了《光
明日报》的大奖；小说上《小说选
刊》，有的还被只发原创作品的

《人民文学》选载。就在我们对中

海有着更大期待的时候，1989年
以后，中海却销声匿迹，让我等文
朋诗友凭空生出重重担忧。

怎料到，已过耳顺之年的
他，经了20年空白，又重新披挂
上阵。仅两三年工夫，就拿出了

《混迹与自白》、《本乡本土》两
部诗集。

当年，就在被戴上“乡土诗
人”的桂冠、惹得一些人侧目而
视的时候，中海却对这顶帽子
很不感冒，甚至厌恶。他厌恶乡
土诗人这身份，他要逃离乡村。
虽然，那时候他的生活已经有
了巨大转机，教书从乡村初中，
一下子被调到县师范，之前又
破格“民转公”，捧上了“铁饭
碗”，吃上了“国库粮”。但他还
是义无反顾，逃跑，走人，惊得
小县城的好多人张大嘴巴。自
己走人也就罢了，还站在高处
煽动：“离不开乡土，根本就无
乡土这一概念；局限于一隅，势
必产生一种盲目。只有对浪子
才能唤其回头；只有放眼走向
世 界 ，才 能 谈 得 上 立 足 乡
土……我放逐你们，也解放你
们，让你们尽情地去漂泊，去流
浪……你走得越远，离你归回
家园也越近！当你遍体鳞伤、白

发苍苍的时候，你沙哑的喉咙
里唱出的将是最地道的乡土恋
歌。那时，你就不是你，但你将
是真正的你了！”(《田园的忧
郁》后记)这话写于1991年，当我
第一次看到他这段话时，就想：
你这不是在号召别人，主要还
是为自己壮胆吧！

不管有无追随者，他还是放
逐了自己，头也不回地出走了。先
是从沂蒙山区的临朐跑到有平川
沃野的滕州；又从古老的滕州蹿
到了新生的黄河三角洲东营；又
从东营漂泊到泉城。身份也不断
变换，民办教师——— 公办教
师——— 业余诗人——— 专职作
家——— 新闻记者——— 广告商。

在许多人眼里，中海是赶
着潮流走，这其中的苦衷，可能
只有他自己知道。

“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
丘。”这是中国人的宿命，更是
历代诗人的宿命。自我放逐、漂
泊流浪了一辈子的诗人，在步
入老年时，又怎能不实现对当
年自己宣言的践诺，又怎能不
寻觅自己魂灵的家园。《总要归
来》是他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
一首诗，是的，他终究还是要回
来了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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