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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好带“货”的网红警察

戴佳伟

    那一天，教导员兴冲冲来找
我：“小戴，你红啦。你看，连《人民
日报》新媒体都在转你的视频！”

2020年 2月 10日凌晨，我从
同事那里听到所里接报一起涉疫
纠纷。报警人向“朋友”购买了一批
口罩，准备作为防疫物资赠送给疫
区，但在交付了 16万元预付款之
后，却迟迟没有收到货物，怀疑被
骗。案情紧急，我主动请
缨，连夜梳理，迅速查明
资金流、信息流。一个不
眠之夜后，我基本可以判
定：这不是买卖纠纷，而
是精心策划的诈骗案。
第二天晚上，犯罪嫌疑人就被

捉拿归案。而此时，距离案件接报
还不到 24小时。审讯室里，这个表
现出很无所谓的嫌疑人开始百般
抵赖。我多次抓住他自述中的矛
盾，步步紧逼。但我没想到，这家伙
竟然很“丧”地对我说：“我不是中
国人，我拿外国绿卡的。”我不禁脱
口而出：“疫情这么严重，你还在拿
这个骗人，你还是中国人吗？！”
其实，我是真的怒了。就在无

数中华好儿女为抗击疫情赴汤蹈
火之际，竟然还会有这种人，实在
令人气愤。这段硬核审讯视频被同
事传上网后，累计播放 5?多次，
获得 2000多万网友点赞。我在网
上、社区里的人气一下子暴涨。

5 月的一天，市民郑女士“慕
名”到派出所向我求助。她说自己

前不久“网恋”了一个某知名企业
的首席战略官，其后，男友以各种
理由借款 68万元，虽然她有点生
疑，但对方用漂亮的银行流水证明
自己有能力偿还债务。现在的她备
感迷茫，想让我来给她出出主意。

经过调查，我发现这位所谓的
男友不仅已婚，甚至还是无业状
态。近期不要说没有一笔资金流向

可能的投资项目，更是日日花天酒
地。而他提供的银行流水单也是假
的。5月 22日，我们将犯罪嫌疑人
李某抓获。现场搜查中，发现他在
5月 20日这天竟同时向 7名女性
发送了爱情红包。

再次见面时，郑女士对我说：
“我就知道你一定可以帮助我。一
个礼拜就破案，上海警察真是太有
效率了！”但我从她的眼神中也能
感觉到，她其实是百感交集。我想，
如果能早点识破骗子的伎俩那该
多好，也不至于人财两空。防患于
未然，永远成本最低。

从此，我坚定了自己的带“货”
生涯———在各种场合，不遗余力地
普及防范知识。“大家好，我是闵行
公安分局虹桥龙柏派出所民警戴
佳伟……”从来没有想到过此生还
要如此“拗造型”，从配合多达几十

条的防范短视频制作，到做客中央
政法委的平安指数发布直播间，同
百万网友一起剖析电诈案件；从参
与分局团委组织的《闵警思享课》
分享自己的点滴想法，到受邀参与
《大城无小事———派出所的故事》
新书签售会，我似乎真的在向“网
红”发展。

10月 25日晚，我因侦办一起
游戏币诈骗案需要，
乘坐 C7490 次列车
从海口赶往三亚。我
留意到邻座那个身
材矮小的男子，他闪

躲的身影和兴奋的眼神明显不对
劲。果然，他在非法博彩!我立即同
乘警联手把这个家伙扭送到派出
所。海南的同行对我说，上海的警
察不得了啊，出差坐个高铁都能打
掉一个网上赌博代理！

我觉得，我的“走红”有着天时
地利人和。没有团队的支撑和战友
的助力，所有的“网红”都将是昙花
一现。

身为人民警察，我要在有限的
时效和流量里充分带“货”，不仅要
网络带，我还要随身带，处处带，因
为我要带的货是防范，是大家最需
要的平安。

汉皇宁边思倾国 昭君请缨赴塞上

昭君出塞

（设色纸本） 朱 刚 （图/?）

“老顽童”童祥苓
章 洁

    作为一
名 80 后的梨
园门外汉，和
童祥苓老师
结缘实属偶
然。2013年 7月，我进入上海市文史研
究馆工作，恰逢我馆正式挂牌成立口述
历史研究中心，我有幸被指派协助中心
特聘研究员、上海市档案馆冯绍霆先生
承担《童祥苓口述历史》的采写工作，得
以拜访这位“杨子荣”。

我们的口述历史访谈进行了十来
次，每次差不多两小时，由于童祥苓老师
的洒脱坦诚，很快就完成了访谈者和受
访对象的“破冰”过程。我们看他有笑有
泪，听他讲述梨园沉浮和风雨人生。

童老没有架子，爱开玩笑，十足的老
顽童。每周一次的口述现场欢声笑语不
断，他定性为“手足口”：“不仅要说，还要
有唱腔和肢体示范！”接触久了，有感于
他的性格，我真诚尊称他“童司令”，他总
是戏谑我为“章老师”。童老给采访设置
了“下午茶”环节，总是带来最钟爱的萝
卜丝饼跟我们分享，一问原因，含糖不
高，“可以食用”。也有例外，有次下午茶
的餐桌上出现一盒巧克力，童老介绍是
亲友从国外带回，给我们派发时
说到因血糖原因不能对甜食大肆
开放的遗憾，还开起了师母张南
云老师的玩笑：“我一直跟我老伴
说，你们哪天对我不好，当心我一
把巧克力了结了自己，就是这么容易！”
逗得我们直乐。
《童祥苓口述历史》出版后，社会反

响热烈，常有热心粉丝到童老的微博下
留言，表达关心与问候，“童司令”一开始
挺开心，过一段时间觉得不对了，跟我讨
论一个问题：“小章，为什么人家都说哎
童老师，您这本书‘写’得可真好，怎么没
有人说童老师这本书‘说’得真好？合着
是来跟我夸冯先生（冯绍霆）的嘛！”惹
得冯先生赶紧跟童老一番礼让，场面令
人忍俊不禁。

童老和妻子张南云相处，也是本色
不改，一位顽皮率直，一位温柔娴静，夫
唱妇随是他们相处之道。年轻时候童老
一度忽悠张老师称呼自己“达令”，待张
老师恍然大悟后直呼上当，然后悔晚矣。
有次我随沈飞德副馆长拜望童老，张老
师不顾眼疾亲手为我们烹制了热乎乎的
糖水蛋，我们大为感动，盛赞糖水蛋美
味，童司令颇有点笑话我们没有见过世
面的样子：“下次给你们尝尝我做的炸酱
面，那才是一绝！”

2019年 3月，按照我们文史馆的工
作惯例，我作为童老师的联络员上门看

望童老及张
南云老师，
蒙童老一家
盛情招待，
气氛轻松，

我也毫不拘束跟两位老师闲聊，言及童
芷苓老师，童老说：“可惜你没见过我四
姐（芷苓），你别看她成名早，那么大的角
儿，一点架子都没有，很随和，待人爽朗
大方。”从童老的叙述中，我不难想象
童家这位“四姐”的风采，脑海闪现世人
对童芷苓“今非昔比愈唱愈好”的评价。

童老的表达能力很强，让你很容易
感受到他的情绪和内心。就像他解说恩
师周信芳饰演的京剧名段《坐楼杀惜》：
凭借表情和动作就能将观众代入到宋江
面对假寐状阎婆惜时的心境，从窘急、怨
恨、忍耐到爆发，一波三折忍无可忍，最
终被逼走投无路提刀杀人……我虽然无
缘亲见一代大师周信芳的表演艺术，但
是从童老的口述和现场动作示范中，京
剧唱念做打的舞台魅力已然得到了完美
呈现。

童老一直感恩文史馆对他的照顾，
感恩党和政府对艺术家的关怀。他说：
“我感恩中国共产党。我是从旧社会过来

的，旧社会什么样我知道。我深
切的感受是共产党是个伟大的
政党，没有经历就不知道对比，
没有对比就不知道什么是好什
么是坏。毛主席那时候说要改造

我们的思想，我现在回头看这是对的啊，
我们旧社会演戏就是为了成为角儿，要
养家，要享受，要有很好的物质生活，但
到了新社会，我们就是为了把艺术传达
给大众，我们是把京剧给更多的人观赏，
把我们祖师爷留下来的好东西传承给我
们的子子孙孙，我们的境界立马就得到
了提升，我们的心里涌起一股自豪感，我
们恨不得掏心掏肺要把自己肚子里所有
的东西都拿出来呈现在舞台上，我们就
有这股劲儿，完成了从旧社会戏子到新
社会文艺工作者的转变，我们就是新文
艺工作者。”

童司令经常笑谈自己这辈子好像就
演了《智取威虎山》这一出戏，这当然是
戏言，不过他的一生确实和《智取》大有
渊源，正是因为塑造了经典的“杨子荣”
角色，他被一代又一代《智取威虎山》戏
迷关心惦记，这成为他晚年最感动的事。
童老感叹人生如戏，年轻时的自己还时
不时跟放电影一样从眼前过呢，恍惚间
已至耄耋之年，庆幸的是人生之亲情爱
情友情，他都得偿所愿。

人生沉浮数十载，光阴凝结梨园情，
祝福童老健康喜乐，笑口常开！

继
续
工
作
的
一
年

默

音

    这颗星球上的大多数
人，应该都不会忘记 2020

年。用任何词句简单地加
以总结，现在看来都不恰
当，在这里，仅谈一下个人
的经历，就当是年度总结
兼新年展望。

2020年的开初，我是
在日本度过的。朋友租在
东京某町的房子
成了我去那边的
落脚点，不住在酒
店，心境便与游客
不同。

第一次体验
了日本的元旦。首
先是将近一周不
能扔垃圾，因为垃
圾回收员过年也
放假。别以为日本
人不慌，我曾在阳
台远远望见一个
叔叔骑车到公园，
往垃圾桶偷偷扔
下一包东西；也曾
目睹好几处大楼
与大楼的缝隙叠
放着鼓囊囊的垃圾袋，仿
佛某种行为艺术。难怪日
本人爱去温泉酒店过年，
三餐有人照顾，还不用为
垃圾伤神。有朋友到日本
跨年，说想去泡温泉赏雪，
便一道安排了两天的行
程，结果发现回程火车票
售罄，感觉像在国内撞上
春运。无奈，只好多换乘
几次，辗转回东京。

除了连锁餐饮店，东
京的餐馆在年假期间大多
都歇业，有些店家更是豪
气地从年末 12月 26日休
到次年初 1月 7日。在家
附近散步，每天打量各家

卷帘门上张贴的休假告
示，掰着手指数道，哦，这
家店后天开业，可以去吃
午餐，那家店还要等一
等。后来再听到哪个朋友
表示下回要到日本跨年，
我便苦口婆心地劝，别，
要吃的没吃的，酒店也贵
得多。

现如今，到了
2021年，谁也不会
有到海外迎接新年
的想法了。
我原先的计划

是，2020年在上海
和东京两地居住，
借机观察彼岸风
物，为写作增加素
材。因为接了翻译
樋口一叶选集的工
作，过完元旦回国
时，背了一堆购自
网络的相关二手
书。后来我无比庆
幸买了这些书。因
为，这一年一直到
十月，我每天做的

事就是读书和翻译。人心
惶惶的二三月间，如果不
是有交稿期限的翻译成
为一根通向现实的绳索，
我很可能会在不断上网浏
览新闻的过程中迷失。好
在还有工作。

秋天，终于译完一本
书，走了滇藏川。继而我
的新小说《星在深渊中》出
版，为此做了几场活动，又
跟着朋友去了东北几省。
毕竟是生在云南的南方
人，出发前我充满了对严
寒的恐惧，下单好几件御
寒衣物。去了以后发现，
东北是真的冷，北方的室

内也是真的热。在街上常
听见粤语，一时间不知自
己身在何处。看来雪对南
方人是永恒的诱惑。回到
上海只见银杏初黄，恍若
冬天刚开始，有些不适应。
我重新坐在电脑跟前，开
始译另一位逝去作家的作
品。小说也在慢慢写。感觉
比起写作，翻译更像打毛
线，“慢工出细活”，也更具
有抚慰精神的疗效。

2021年，覆盖全球的
暗影能否散去，要看疫苗

的疗效。我只是个做文字
工作的普通人，没法为改
变世界出力，能做的只有
继续编织文字，愿我写和
译的一些片段，也能安抚
读者的心魂。

冷的家乡热的雪

赵越超

    一个转身，秋
天成了故事，一次回
眸，冬天悄然而至。

我是个雪孩
子，在大雪中长大。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我出
生在松嫩平原的一个小
山村。记忆中的雪，总是
在夜晚静悄悄而至。清
晨，看到窗子比往日明
亮，打开大门，就见到粉
妆玉琢一个白皑皑的童
话世界。我穿着棉鞋，直
接跑到雪地里疯啊闹啊，
咯吱咯吱的踩雪声音比
所有的音乐都美妙。小时
候的冰溜子如同现在的
冰糖葫芦一样，除了没有
甜味，吃起来非常解渴有
趣。在寒冷的冬天，这很
平凡的东西亮闪闪地挂
在屋檐下，对孩子们很有
吸引力。有的小朋友够不
到就吵吵嚷嚷让大人帮
忙；有的自己拿一根细竹
竿，一个个地把它们敲打
下来，结果摔得七零八落。

一到冬天，孩子们就

盼望大雪快点来临。大雪
一停，小伙伴们开始走东
家，串西家，打雪仗，堆雪
人，在结冰的地面打哧溜
滑儿，比赛抽陀螺，到野
外空旷的冰面上玩滑冰
车……经常是天不黑不
回家。那时的滑冰车基本
都是父母或朋友用木楞
子和木板儿钉制的，在接
触冰面的地方，放上两根
铁线或铁板，以减少摩擦
力。上乘的滑冰车，底部
配上冰刀之类则更佳，双
手拄上自制的尖利
的冰钎子，也便有
了前行的动力来
源。记得当时玩得
高端一点的滑冰
车，是底部单滑道的，被
大伙戏称为“单腿儿驴”，
滑得好的，在冰面上纵横
驰骋，跨沟越坎，运用自
如，令伙伴们艳羡不已。
有时候，会从冰车上摔下
来，就一骨碌身，在地上
打几个滚，还呵呵地笑不
停。那个嗨劲，真是惬意
极了，小朋友都爱玩，不
玩得大汗淋漓都不回家。

抽陀螺，更是一项有
意义的运动。抽时，必须
掌握技巧，急了不行，慢
了也不行，必须掌握它旋
转的火候。那个年代，虽
说买个陀螺也没几个钱，
但大部分家庭孩子多，日
子不宽裕，很少给孩子买
陀螺。看到别人家孩子炫
耀地玩陀螺，我心不甘，
怎么办？自力更生，照猫
画虎自己动手制作。按照

陀螺的式样，用菜刀
砍出基本形状，一下
一下地慢慢削成圆
锥体。刨刃不锋利，
加上技术不高，把手

割了好几道口子。
记得有一年寒冬腊

月，看见大人们在外面压
井取水，好奇的我发现井
水似在冒着热气，也去试
着取水。压井过程中，这
铁做的井把儿非常冰手，
于是乎便用嘴对着井把
儿吹热气，吹着吹着不知
不觉间，便把舌头粘在了
井把儿上，结果，一收舌
头，粘得却是鲜血淋漓。

在大雪纷飞的寒冬
里，大人们一般蜗居于室

内，很少出门。一
家人围炉而坐，吃
食不少，在炭炉里
煨红薯、烤玉米。
壶炉上面悬吊一

个锣罐钩子，还可上下移
动，吊上一个被烟熏得黑
乎乎的铁锣罐盛放着水，
始终冒着白腾腾的热气。
我们时常在火红炉灰里
埋个红薯，或丢一根金黄
的玉米棒子，一顿饭的工
夫就可以扒温热的炉灰
寻找“宝贝”了。红薯的表
皮虽被烧糊了，放在地上
滚一滚就可以抖掉草灰，
掰开外面的糊壳，里面是
诱人的桔红色红薯肉，香
喷喷、热腾腾、甜丝丝的，
一口咽下去，烫到心窝自
跺脚，周身暖洋洋的。玉
米火上烤熟，有的爆开了
花，脆脆的，吃过后，嘴巴
就像小花猫一样……

如今，我站在冬天的
渡口回忆过去，心里还是
暖暖的，因为我知道家乡
的雪仍旧是热的。

责编：刘 芳

霓虹 云 森

    早晨去单位的路上，
积水中漂浮的树叶在雨中
聚集着。一场冷雨，一池
叶！我想驻足，可否会有残
荷听雨的意境？

临近傍晚，彩虹双降，
亦在雨中！颜色较亮的是
虹，又称主虹。第二道彩虹
则是经过二次折射后形成
的，颜色较暗，叫做霓，也
称副虹。双彩虹就是霓虹。
为了看得更清楚，我拍了
照，在手机上夸张地去了
它的朦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