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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年3⽉⽉25⽇⽇——在陶崇园⼀周年祭⽇的前⼀天，他的家⼈和陶崇园⽣前的在陶崇园⼀周年祭⽇的前⼀天，他的家⼈和陶崇园⽣前的
研究⽣导师王攀签订了和解协议。协议包括王攀赔偿陶的家⼈抚慰⾦⼈⺠币研究⽣导师王攀签订了和解协议。协议包括王攀赔偿陶的家⼈抚慰⾦⼈⺠币65
万元，同时当⾯向陶的家⼈道歉。时隔⼀年，王攀最终认错道歉：万元，同时当⾯向陶的家⼈道歉。时隔⼀年，王攀最终认错道歉：“我，王攀，我，王攀，
对陶崇园在教育培养过程中⾃⼰的不当⾔⾏表⽰道歉，我对失去陶崇园这名优对陶崇园在教育培养过程中⾃⼰的不当⾔⾏表⽰道歉，我对失去陶崇园这名优
秀学⽣深表痛⼼，对陶崇园的悲剧表⽰惋惜。秀学⽣深表痛⼼，对陶崇园的悲剧表⽰惋惜。”

与此同时，我们也再⽆法得知陶崇园⽣前残酷真相的答案。但我们清楚，在陶与此同时，我们也再⽆法得知陶崇园⽣前残酷真相的答案。但我们清楚，在陶
崇园崇园2018年春天离开之前的那段⽇⼦⾥，有⼀些事情实实在在地发⽣了。故事年春天离开之前的那段⽇⼦⾥，有⼀些事情实实在在地发⽣了。故事
硬核作者⽤半年的时间，找到他曾经的朋友、同学和恋⼈，回顾他的过往，体硬核作者⽤半年的时间，找到他曾经的朋友、同学和恋⼈，回顾他的过往，体
察他的世界。在那段⽇⼦⾥，他是不安、惶恐和孤⽴⽆援的。我们最⼤程度地察他的世界。在那段⽇⼦⾥，他是不安、惶恐和孤⽴⽆援的。我们最⼤程度地
接近他，也以此纪念他接近他，也以此纪念他——他作为⼀个被伤害的⼈曾经真实地存在在我们⾝他作为⼀个被伤害的⼈曾经真实地存在在我们⾝
边，⽽多数⼈视若⽆睹。边，⽽多数⼈视若⽆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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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春天和冬天交叠的时候，陶崇园告诉好朋友们⾃⼰已经好起来了。或
者，⾄少，在好起来的路上。⼤部分朋友都相信了。没有不信的理由。
 

过去⼤半年他们知道陶崇园过得很糟。成为出⾊的研究者是他进⼤学就⽴下的
志愿，然⽽追随5年的导师⽤尽⼿段阻拦他去国外更好的学校读博，⾮要留他在
⾝边。他备受煎熬，⽣活滞重不前，时常向他们诉苦。但⼀些⼈诉苦是⼩动物
在凄⻛冷⾬中瑟瑟发抖，需要⼈抱进怀⾥取暖，⽽另⼀些⼈，他们诉苦像强台
⻛过境的清晨，⼀⾯哀叹⾬骤⻛疾、损失惨重，⼀⾯已经准备好收拾残枝败叶
了——“他表达痛苦，你也会觉得他有办法应对。”

 

尊师重道。成绩出⾊。严谨沉稳。善良友爱。从15岁起，陶崇园就是那种你遇
到问题会去找他聊很⻓的天的⼈。他们甚⾄有些能理解那个王⽼师，谁会轻易
放⾛陶崇园这样的学⽣呢。班⾥公认难相处的男⽣也要求换到跟他同桌。理科
⽣没什么了不起的形容词，只会讲当年⾼三两天⼀⼤考，神经都给磨细⼀圈
⼉，男⽣逮住⼤扫除的机会逃难般溜出去打篮球，就陶崇园不⾛，⼀⼈⼲完五
个⼈的活⼉。他的名字萤⽕⾍⼀样出现在⾼中⼥⽣熄灯后的寝室，代表着“德⾏
很好很好”，“就是那种⼼⾥很⼲净的”。他爱笑。眼睛眯成两道窄缝，在⼥⽣看
来有⼀种腼腆之情，在男⽣看来有⼀种和煦之意。陶崇园就是这样的⼈。
 

春节过完，陶崇园约喜欢的⼥孩⼦谢⾬瑶和她的好友郭玥吃饭——三⼈都是⾼
中同学，陶崇园像所有暖男⼀样⻓情——聊到他决定放弃读博、先去⼯作的事
⼉。我可能⼯作两年就想去结婚了，陶崇园说，好好教育⼀个⼩孩，不⾛应试
道路，给⼩孩多⼀点⾃由。我不确定会不会要⼩孩，谢⾬瑶说。她有⼀张⾮常
漂亮的少⼥的脸，个性却正相反，为反抗上司的骚扰和欺压辞掉⼈⼈称羡的国
企⼯作，四处云游，陶崇园给她的每⼀条朋友圈点赞。很多年来，他们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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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结建⽴在他欣赏她却⽆法真的认同她。他私下对学⼼理学的郭玥讲过，⾬瑶
是不是该有规划⼀点。我也不确定是否会要⼩孩，郭玥说。我⼀定要，陶崇园
说。两个⼥孩揶揄他，万⼀以后你结婚，⾮常喜欢你的妻⼦，但妻⼦就是不想
要⼩孩怎么办？陶崇园郑重其事思考了很⻓时间，说，那我领养⼀个吧。

要到很后来她们才能反应过来这其中的寄望是什么意思。好好教育⼀个⼩孩，
给他多⼀点⾃由少⼀点控制，多漂亮的希望，那是⽆上美德。当时她们只觉得
陶崇园可爱。3⽉份开学她们还隔着电话线讨论，陶⼦这阵⼦发朋友圈⽐以前频
繁许多啊，天⽓⻛景花草，乃⾄路边的⼩狗，都给配上最积极的形容词，好像
世间万物突然间皆可以让他感到⽆⽐喜悦了似的。谢⾬瑶莫名有点担⼼，⽣活
中真能有那么多喜悦吗？

3⽉26⽇那天电话从晚上开始打进来。陶崇园的⾼中兼⼤学校友打给曹维，就
是那个要跟他换到同桌的男⽣（他们成了最好的朋友），曹维像是要找什么⼈
否定他似的，打给⼀圈⼈。郭玥在⼩组讨论，摁掉了，对⽅再打，再摁掉，再
打，她回过去。每⼀个字都让⼈⽆法理解：陶崇园出事了。⾃杀，跳楼，今天
⼀⼤早。半个班的⾼中同学赶回了武汉，殡仪馆隔壁的⼩旅馆惨⽩如纸。陶崇
园的妈妈和姐姐没有声⾳地流眼泪，姐弟俩曾是他们村⼦第⼀个和第⼆个⼤学
⽣、第⼀个和第⼆个研究⽣，若陶崇园顺利读博还将是第⼀个和第⼆个博⼠
⽣，他们的妈妈给⾃⼰微信取名“甜蜜如斯”。任什么安慰都显得太轻浮了。但
是，到底是什么地⽅出了错？曹维凌晨从宿舍抢出了陶崇园的电脑，⼀开始他
们什么都没找到。⼜不死⼼地⾥⾥外外翻找⼀遍，连“2018毕业资料”这种看起
来乏善可陈的⽂件夹都打开查验，没想到居然在这⾥。是⼀个⽂件夹，建⽴于
2017年11⽉，打开全是和那个叫王攀的⽼师的聊天记录截图，以⼀种做研究式
的严谨分好类，整整⻬⻬排列着。最底下有⼀篇关于⾼校性骚扰的论⽂，保存
者欲盖弥彰地改掉了它的⽂件名。

2017年12⽉16⽇22时39分，短信——“晚安前等这六个字。”“我还是不习惯这
么说，个⼈认为说出来感觉很假，我的⽅式是看⾏动和表现。”“你的确在做⼈
的灵活性⽅⾯很有问题，这必将限制你的发展。你毕竟⽐不过xxx，但是我还会
教化你。”2017年12⽉26⽇22时52分，QQ——“陶崇园！”“到！”“坦坦荡荡说出
那六个字！”“爸我永远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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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翻着翻着，像拼⼀块被拆解到⽆限碎的拼图，⼩⽚⼩⽚，⽆论怎么努
⼒，绝望和空⽩也⽐能看明⽩的多。每个⼈都发现⾃⼰在哭。陶崇园说过⽼师
管得太严让⼈有压迫感，他们当时以为是学术上要求过⾼；说过总有⼀天要把
⼀切曝光出来，以为是指⽼师研究⽔平不⾏——为什么你没有告诉我们？谢⾬
瑶想到那天吃饭他不断强调⾃⼰已经好了，已经找到解决⽅案了。现在她明⽩
当⼀个⼈竭尽全⼒想让⾃⼰相信什么的时候才会那般不断把话语翻⾯。陶崇园
说，王⽼师这个⼈就是争强好胜，所以你就表现得像个懦夫，像个⼿下败将，
像已经被他死死踩在脚下，这样他就不屑于跟你玩了，他就会放过你。

就像书⾥写的：故事从未被真正了解。
2

武汉理⼯11级⾃动化3班的男⽣们第⼀次⻅王攀是在南湖校区的学⽣宿舍。也
不知道谁先喊起来，班主任来了班主任来了，紧接着进来⼀位男⽼师，留到脖
颈的⻓头发很⻬整地全部往后梳，看起来不⼤像寻常⽼师的样⼦。所有男⽣被
叫到⼀起，跟在后⾯的⼀个学⻓先介绍了⼀通，总不过是⽼师如何厉害、实验
室成果如何丰硕之类。接着发给每个⼈⼀张表格，让填⽣⽇、籍贯、兴趣爱好
等等。时隔7年，之所以还有⼈回忆得起来，完全源⾃表格末端那个古怪的问
题：“是否接受军事化管理？”新⽣军训刚刚结束，⼀张张⼗⼋九岁的脸⻘春得
就像是⻘春本体。有⼈⼼想最多是再训⼀轮嘛，⼤⼩伙⼦也不怕这个，吃点苦
什么的呗，顺⼿填上了“是”。

稚⻦出樊笼，⼀切都新鲜，⼀切都展开在⼴阔的阳光之下，⻘春的丰盛诱⼈之
处就在于这种近乎⽆所谓的勇敢。王⽼师总是最会挑时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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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理⼯⼤学南湖校区现场集合了约7000名新⽣参与军训。图⽚ | 视觉中国

新学期正式开始，王攀越来越显出与众不同。⾸先感受到的是⼏个班委。班⻓
赵宇楠收到王⽼师转的⼀笔钱，说是学校给班主任的劳务津贴，他分⽂不取，
全投⼊班级事务⾥；团⽀书陆⻘接到任务统计贫困⽣和外省离家远的同学名
单，王⽼师要⽤⾃⼰的⼯资报销⻋票。陶崇园是学习委员，他⾃告奋勇担任这
个职务，竞选宣⾔是“希望带着⼤家⼀起学习”。他被派去统计同学们有什么想
看的书，王⽼师出钱买。对⽐其他班主任⼀问三不管，根本不存在似的，三个
男⽣私下讨论，都对这位⽼师产⽣了尊敬之情。王⽼师可真慷慨。王攀单独带
他们参观⾃⼰创⽴的“决策与控制”实验室，⼜问最近上什么课，学习怎么样，
班⾥情况怎么样。王⽼师对班级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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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次，王攀直接把他们叫去了家⾥。房⼦在东院校区，⽼旧的教师公寓⾯积
不⼤，客厅可能没铺地板吧，印象中是这样——他们⼀进门就被王⽼师喊住
了。站好！他说。才军训过的学⽣遵循这样的⼝令⼏乎是条件反射。然⽽脑⼦
是愣住的。王⽼师让他们站成直线，稍息，⽴正，左转，右转，动作必须同
步。⼀边做动作，⽼师⼀边坐在⽼板椅上定定地看，⼀边⼜问，最近上什么
课，学习怎么样，班⾥情况怎么样。语⽓如常，⼀位关怀学⽣的班主任的语
⽓。

那天骑⻋回南湖的路上，出于某种⾄今难以被准确描述的原因，他们都没有起
头为刚刚的事情交谈。赵宇楠默默在⼼⾥想，表格是填了，怎么着，还真给我
们来这套啊？拥有东北⼈粗壮神经的陆⻘不是多想的⼈，就感觉挺好玩⼉，“这
⽼师挺有意思”。⾄于陶崇园怎么想的，事到如今已经没有⼈知道了。辅导员告
诉过班委，王攀⽼师属于我们学院⾥“性格⽐较特殊”的⼀位⽼师，如果遇到什
么事情可以来找辅导员讲。只有赵宇楠去找过辅导员，讲的是王⽼师给班⾥的
经费应不应该接受。他总觉得收⽼师的钱怪怪的。
 

整个⼤⼀，王攀的与众不同收获了众多学⽣的仰慕。他给本科⽣只上⼀门课，
花⼤量时间谈论⽂章诗词、获奖经历，还有他热爱的体育运动。他们都知道⽼
师⽻⽑球、乒乓球和⽹球打得极好。他甚⾄拥有⼀⽀⾜球队，与实验室同名。
经常和他打球可以获得额外照顾。王⽼师的⻓头发永远光亮⽔滑。⼜听闻王⽼
师不⽤⼿机，不在乎世俗眼光，没找过⽼婆。每个⽉⼯资花光，全⽤在学⽣⾝
上。多么卓尔不群。多么遗世独⽴。很多时候理⼯科的学⽣⽐⽂科⽣更需要⼀
个校园传奇，就像科学家在实验最艰难的阶段需要⾳乐和诗。⽽传奇的效⽤之
⼀，就是让许多不好理解的事情变成了合情合理的。
 

让学⽣去家⾥“训练”是合情合理的。它是传奇的⼀部分，优秀学⽣才有资格了
解的部分。后来的训练已经不总是三⼈⼀起，他们被加⼊⼀个叫“知微⻅著”的
QQ群，王攀会单对单⽤QQ通知时间。进⽼师家门必须敲三下，进去必须先“站
好”，两⼿必须紧贴裤缝，脚尖必须分开呈60度。王⽼师跟你训着话，聊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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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不⾛过来拨弄你的⼿臂，摇晃你的肩膀——⽼师说，这是要检查你站得标不
标准，意志⼒坚不坚定。王⽼师每次都强调，注意⼒要集中，要服从军事化的
⻛格。⽼师说得有道理。

⼀回，赵宇楠和陆⻘⼀起被叫去训练，站军姿时嘻嘻哈哈玩闹，被罚蹲⻢步。
两个⼤男⽣⽤半蹲的姿势⾯对着⾯，都从对⽅眼⾥看到了尴尬。那次之后不久
赵宇楠下了决⼼，⽤他能想到最委婉的⽅法表⽰不想参加这种“训练”了。王攀
没说什么，后来真的不怎么再叫他去。陆⻘练得不好。他很瘦，有⼀次头晕得
站不住，不得不半途坐下来休息。他也被叫去的少了。

他们都是被筛掉的⼈。陶崇园是最好的——尊师重道、严谨沉稳、善良友爱的
陶崇园。平⽇他⼀个脏字都不会说，连“我靠”也不说。赵宇楠和陶崇园轮流占
领班⾥第⼀名，他欣赏他，⼜觉得不好意思像对待陆⻘⼀样乱开玩笑，总归少
了⼀层亲近。只知道陶崇园去王⽼师家频繁许多。那时候陶崇园喜欢⼀个在校
园通讯社做编辑的⼥孩，他喜欢⼈的⽅式是⾮常努⼒地写⽂章，⾛很⻓的路陪
她值班，在⼥孩⼦失恋的时候带她去校门⼝吃⻨旋⻛。他没买⾃⼰的。⼤家都
知道他是农村考出来的⼩孩。没过多久，陶崇园的⼀个室友间接收到王⽼师指
⽰，意思是陶崇园同学爱好⽂学，但囿于家庭条件没有电脑，请室友每天把电
脑借他⽤两⼩时。王⽼师坚持为此给室友付钱。

再⻅⾯，⾼中好友们发现陶崇园开始频繁提起⼀位王⽼师：学术能⼒强，⽂章
写得好，擅⻓各项运动，思想境界很⾼，并且⾮常器重⾃⼰。谢⾬瑶找陶崇园
吃饭，吃着吃着王⽼师的电话打进来，问陶崇园在哪⾥、在做什么。他⼀⼀回
答了。谢⾬瑶问他，你们⽼师还打电话看你在⼲嘛啊？忍住了没说这很奇怪。
这不是私⼈⽣活吗。陶崇园说，我们⽼师对学⽣很关⼼的。
 

后来曹维他们会在电脑⾥读到那段时间，陶崇园写道：“⽼师想把我培养成⼈
才……⽼师说我要有远⼤的理想，要和别⼈不⼀样，要出众，⾝体素质要好，成
绩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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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师看我接触的知识⾯窄，没有电脑，总是⽤别⼈的，就资助我⼀
台，虽然是很普通的，但却够⽤。我只有感叹，他年轻有为，我却如⼀颗孤星
般渺⼩。他⼼胸宽⼴，达则兼济他⼈，我却毫⽆能⼒。如若有⼀天，我也有所
作为，定当也有助于他⼈。”

△ 陶崇园。供图 | 陶崇园的姐姐
3

乔⾟加⼊“决策与控制”实验室是因为朋友陶崇园的缘故。⼤⼆⼤三，课业紧张
起来，学校⼜把他们从南湖搬到东院，宿舍条件⼀落千丈，每间屋四对铁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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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六张住⼈，两张放⾏李。如果有个能让⼈好好待着的地⽅，简直是值得感
恩的事情。王⽼师根本没什么项⽬给本科⽣做，可以在实验室⾃习、上⽹、看
电影，从早待到晚。陶崇园来问想不想加⼊，当然了，怎么可能不想。

他知道陶崇园也问了别⼈。班⻓赵宇楠，第⼀个拿国家奖学⾦的；陆⻘，⼀⼊
学就是团⽀书；刘昊，也是班⾥前⼏名。相形之下，他不是班委，成绩不好不
坏，⼀度纳闷⾃⼰为什么被选中。他和陶崇园是经常⼀起上⾃习结下的友谊，
俩⼈⼀样是农村考上来的，都是话不多那种。他很佩服陶崇园不声不响考出了
C语⾔证书，他觉得太难了，没报名。后来熟起来，在宿舍联机打英雄联盟。
不过两⼈打得都很克制。陶崇园来问的时候说，你性格好。

什么叫“性格好”？乔⾟说，当时⼤家都天真得很。

乔⾟曾认认真真想过⽼师究竟喜欢陶崇园什么。思考结果是，在他做了那么多
事情之后，“亲近也是⼀种该有的回报”。
 

⾃进实验室，从⼀百多⼈的“知微⻅著”群升级进⼊⼗⼏⼈的“C&D进⾏时”群，他
们愈发意识到被当成“⾃⼰⼈”之后王⽼师便不那么好相处了。学会适应规矩是
最好的办法。⽐如被⽼师叫到（不管线上线下）要答“到！”，不可以答别的，
不可以敷衍，更不可以不回答。否则⽼师要骂⼈。⽼师⾮常会骂⼈。想不通⼀
个⼈“语⽂功底”好成什么样才能达到这种程度，不挑明骂，但每⼀句都找准最
痛的地⽅说。

研究⽣⽯⽴眼睛不⼤，群⾥发合照，王⽼师说：“没办法，XXX和⽯⽴的眼睛睁
不开，只找到上⾯这么⼀张⼤家眼睛都睁开的。想睡觉，不能忍⼀忍？”⾜球队
⽹站不慎被挂了⿊链接，年终总结，王⽼师说管⽹站的学⽣：“我们准备授予你
最奇葩⽹站管理员奖。提名理由：把球队⽹站办成了⼀个涉嫌赌博⽹站。”⾜球
场上骂⼈则真正是恐怖。丢了球，冲着屁股就是⼀⼤脚，让你“滚回去”。⼏乎
没⼈为⾃⼰辩解。王⽼师最讨厌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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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很⻓时间⾥，他们⼏个本科⽣都认为⽆妨把⼀切看作卓尔不群之⼈附带
的“怪脾⽓”。只要略微忍耐那么⼀下，忍成习惯，便能继续拥有不⽤排队的专
属位置，时不时下发的慷慨补贴，以及本科即⼊选实验室的、微⼩却⾜向外⼈
道的光荣。除开刘昊是真喜欢⾜球，乔⾟、赵宇楠和陆⻘都委婉⽽坚决地拒绝
了王⽼师⼏次三番的⼊队邀请。

陶崇园没有拒绝。他⼏乎不拒绝⽼师任何事。中晚两餐，他和⼀位邓东师兄通
常轮番为⽼师送去家⾥。邓师兄⻓得⾝宽体胖，却神奇地擅⻓乒乓球，其时是
王⽼师另⼀⼤爱徒。后来听说某次打球连赢了⽼师⼏盘，遂遭“冷冻”⼀年。他
研究⽣⼀毕业就去⼯作了。王攀有⼀次在研究所群⾥点他名，“和你打球，客观
上我充当了减肥师的⾓⾊。”“你的每⼀次⼤范围跑动，效果都不是减肥药可⽐
拟的。”他回，“⼀般⼈反应都⽐较慢，王⽼师太快了。所以打球不出汗，效果
不佳。希望学⽣在未来的道路上能够⼀直不让您失望吧。”王攀说，“很难，⽽
且我很被动。你已经⼭⾼皇帝远了。”他回，“没有王⽼师的天赋，只能依靠后
天努⼒了。”乔⾟⼀直觉得这⼈可⽐陶崇园圆滑许多。
 

陶崇园在群⾥极少说话，他只是默默把事情做好。他很久没有在晚上跟他们⼀
起回宿舍了，临⾛去隔壁找他，常常看到屋⾥已经⿊了灯。难免好奇，赵宇楠
问，你都⼲啥去啊？⼼想若是训练未免太晚了些。陶崇园说反正就是去⽼师家
⼲活⼉。他看起来似乎有点不好意思。不过这种种，⽆⾮学⽣为⽼师出⼒，说
到底也没什么。乔⾟原本是这么认为的。
 

就是有那么⼀天，突如其来，王⽼师要求去家⾥的消息发到了乔⾟QQ上。不问
他意⻅安排，⼀个具体时间横在那，没有拒绝的余地。接着每⼀天、每⼀天都
被叫去。太频繁了，他开始感到烦躁。站军姿，踢正步，做俯卧撑，略有松
懈，王⽼师⻢上起⾝扳直他的肩膀，按紧他的⼿，⼀遍⼜⼀遍讲那些不可能有
⼈记得的⼤道理。到后⾯⽼师⼀开⼝他就感觉是要“洗脑”。狭⼩的空间，只有
他和⽼师两个⼈，⼀天⼜⼀天，他感到⾃⼰快要窒息了。但与此同时，⽼师发
过的补助，给过的回乡路费，以及越来越频繁带他出去吃饭也横在脑⼦⾥。他
理解陶崇园了。他们这样的⼈，受⼈恩惠，怎么说得出⼝推脱。后来知道⽼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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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过很多同门对他的评价。也终于知道“性格好”是什么意思——“怎么说呢，农
村出来的⼈，特别容易感恩”。于是⽤尽⼒⽓掩饰住⼼底的抵触，时时紧绷，处
处恭敬，甚⾄⽣出⾯对封建皇帝的错觉。隔天还去。再隔天亦然。
 

△ 武汉郊区农村。图⽚ | 视觉中国

半个多⽉后的⼀天，王⽼师叫了他和陶崇园⼀起去家⾥。乔⾟很奇怪，他以为
这种事情向来是⼀对⼀的。做完训练，⽼师没有⽴刻放他们⾛，⽽是说今天运
动累了，要“放松”⼀下。陶崇园很了然的样⼦，⾛过去熟练地为⽼师捶背、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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腿。乔⾟愣在旁边，脑袋嗡的⼀下。没⼈解释。回到宿舍他才从懵然中醒过
来。再去王⽼师家，重⼜变回他⼀个⼈，做完训练⽼师⾃然⽽然对他说，今天
踢球/打球累了，要“放松”⼀下。这下他全懂了。原来是循序渐进的试探。
 

“放松”的规矩，肩和背是⽤捶的，⽼师坐着，学⽣站着。可他从⼩到⼤都没有
做过这种事情，给爸妈都没有过。接下来是胳膊和⼿，王⽼师最在意⾃⼰这⼀
双⼿，常夸赞它们是最巧的、最灵活的，按起来不能轻、不能重，要让它们保
持弹性。他为与同性的⾝体接触感到本能抗拒，意识晚⼀步才反应过来，那是
屈辱的感觉。再往下到了⼩腹、⼤腿，改⽤按捏，⽼师半躺着，学⽣跪着或者
坐⼩板凳，⽼师说这些位置有重要⽳位。他要憋坏了，他需要找⼈聊聊这件
事。可是他要怎么说？别⼈会怎么看他？连⾃⼰都认为不该发⽣，他说不出
⼝，更⽆法允许⾃⼰说出⼝。有段时间王⽼师显然颇为满意，告诉他最近正步
踢得不错，很像个军⼈，给你买⼀套军装吧。这也算“恩惠”。可⼜不是真的军
⼈，哪有场合穿得上军装？⽆⾮是到⽼师家⾥穿。他⼜能对谁说？最后是⼩
腿。对了，他还有⼀个同病相怜的朋友陶崇园。他知道陶崇园⼀样每天要来，
有时⽼师让他离开便是因为接下来陶崇园要来。谁也不知道王攀为什么需要这
么多“放松”。

因为不愿任何⼈知晓这⼀切，基于同理⼼，乔⾟从未问过陶崇园去⽼师家的
事。唯⼀的⼀次忍耐不住，他极其⼩⼼地选择了措辞：去王⽼师家⾥感觉怎么
样？以为他应该明了⾃⼰问的什么。以为他同样需要⼀个出⼝。然⽽，陶崇园
的回答轻描淡写到乔⾟已经想不起来了。他们是同样⾃尊的⼈。况且陶崇园⽐
他更骄傲，那种优秀成习惯的⼈才会散发的骄傲曾⼀度令他羡慕。乔⾟明⽩
了，他们之间再不会谈起这个话题。
 

那是他们上⼤三时候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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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王攀“放松”的部位图。供图 | 王攀的学⽣
4

    

到下⼀届研究⽣⼊门，陶崇园已经是那个去讲王⽼师如何厉害、实验室成果如
何丰硕的师兄。开学前的暑假，王攀让他领着新挑的学⽣搞“训练”。⾼中同学
陈卓来找陶崇园玩，看到那三个男⽣在他⾯前腼腆畏缩的样⼦，⾮常诧异。⼜
觉得好笑，怎么会有学⽣连“陶崇园这种⼈”都怕？认识这么多年，陶⼦是他⻅
过脾⽓最好的⼈。他⼼想，这些研究⽣，真是怂得不⾏了。
    

⽯⽴那时候的确怕陶师兄。这是实话。他的怕就像欲穿⻢路的⾏⼈躲避红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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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不是腼腆畏缩的怕，⽽是不愿惹⿇烦的怕。除了公认优秀的师兄，陶崇园
还是研究所的“陶总管”，⾜球队的“陶队”，王攀财务的管理者，所有⼈都在传，
陶崇园就是王攀的⼉⼦。他很少参加他们私下活动，说要留在学校帮⽼师买
饭。连每⽇开⻋接送王⽼师的“副队⻓”⾼洋也说⾃⼰只是个“打杂的”——他是另
⼀个学院的博后，王攀承诺帮他留校任教——陶崇园才可算“亲信”。快递来
了，他能帮陶崇园取却不好开⼝让陶崇园帮他取：不能随便⽤“王⽼师的⼈”。
 

夏⽇傍晚，操场⼈来⼈往，他们跟着⼝令站队、跑步、打复合拳，愈发显得⼈
像傻⽠。结束要写汇报给⽼师，⽇⽇不能重样。⽇⽇尴尬。⽯⽴⽆时⽆刻不想
吐槽，然⽽——陶崇园是“王⽼师的⼈”——不敢跟他说。
 

事实上他们不敢跟任何同门说。王⽼师挑选他喜欢和信任的学⽣，交叉获取信
息，联系⼀对⼀进⾏，谁也不知道还有谁是⽼师的“亲信”。他们三个新⼊门的
男⽣尚未开学便被召来学校，王攀找⼀处两居室⼩公寓，补贴⼏百块房租，叫
他们跟四位师兄合租在⼀起。读研期间⽯⽴⼀直住在那⾥，没⻅王⽼师来过。
但王⽼师什么都知道。王⽼师喜欢强调集体，要感恩集体，获得奖学⾦捐⼀部
分出来，为集体做贡献。他在群⾥宣布某某同学⾃愿捐款多少多少元，剩下的
⼈也不好不捐。捐款都打到陶崇园⽀付宝上。研究所，⼩公寓，球队，集体是
他们的学业前程，他们的娱乐，他们的社交⽣活。集体⾥唯独没有——或者说
不能有——哪怕⼀个真正交⼼的朋友。
 

王攀在群⾥发⼉时照⽚，集体跟着在下⾯排队：“王⽼师从⼩帅到⼤！”“王⽼师
这个照⽚看着像⼀名宇航员！”“确实很帅，不过⼤家觉得王⽼师现在⽐⼩时候
⼜帅了很多！”就像跟王⽼师打乒乓球不容易，那个曾被“冷冻”⼀年的邓师兄总
结，同学们相互之间也不容易。⼆者都需要些“技术掌握”。
 

陶崇园跟郭玥⻅⾯，看似不经意地说，我觉得我导师很擅⻓⼼理学，⽐较会操
纵⼈的⼼理。郭玥⼀时懵住，专业反射地想到许多⼼理学古怪电影。陶崇园不
再往下讲。她回想他关于那位王⽼师的描述，似乎说过是个特⽴独⾏、不受世
俗眼光约束的⼈。那么怪⼀点也能理解吧。郭玥没往下问。很久以后才发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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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再问下去就好了。顾华和陶崇园⼀样⽴志做研究，研究⽣遇到⼀个完全不管
他的放养式导师，找陶崇园诉苦，对王攀器重他流露出羡慕之意。陶崇园说，
管得太严也不⼀定是好事。顾华只当是安慰。好友从来不是爱抱怨的⼈。
 

本科毕业季，⼤家本来已经看到陶崇园发朋友圈，预备跟⼥朋友曹欣然保研去
同⼀个学校，成双成对，⽆限美好。过⼏天看竟给删掉了，都很奇怪。事过境
迁，曹维他们在陶崇园电脑看到和王攀的邮件往来，发现陶崇园已然严肃告知
了离开的决定。王攀当天把他叫去了家⾥。电脑⾥还储存着王攀的⼀纸承诺：
陶崇园同学读研期间每年补贴5000元，毕业时优先推荐去国外读博。
 

曹欣然看过那份承诺书。她是个实⼼眼的姑娘，当时正⾮常认真地跟陶崇园交
往，陶崇园郑重对她说，将来咱们⼀起当⽼师，⼯资全交给你，家⾥脏活累活
都给我⼲。他的浪漫跟⼀般男⽣不⼀样。王攀知道他们在⼀起，在实验室留好
⼀个位⼦给她，有补助福利，也多发她的⼀份。她⼀度真⼼认为这⽼师对陶崇
园好，⽀持他留在王攀⾝边读研。⽽有其他⼈回忆起来，多少看出些借她“稳
住”陶崇园的意思。她没觉察。到他出事才听闻，王攀常对陶崇园讲她配不上
他；不许陶崇园帮她拎包，因为“这样是掉陶崇园的底⼦，进⽽⼀步是掉我的底
⼦”。曹欣然想起⼤四那年，陶崇园告诉她⾃⼰和王⽼师之间的确是“义⽗⼦”关
系。她问他，不怕别⼈知道吗？陶崇园答，只要他不对外承认，学院⾥再怎么
传也只是传闻⽽已。他叮嘱她千万不要告诉别⼈。

如果没有后来那件事，⽯⽴很可能像陶师兄当年⼀样——适应、习惯、顺流⽽
下。他按指⽰加⼊了⾜球队，尽管从未喜欢过⾜球。王⽼师在运动场上判断⼈
的能⼒，如果你是个男⽣，还有志做出点科研成绩，⼏乎等同于你⾮挑⼀项陪
⽼师运动不可。周⼀、周四和周六⽻⽑球，周三、周⽇⾜球，周⼆、周五乒乓
球，天天不落，排成惯例，排成课程表之外的另⼀套课程表。⾝处⼀个包围你
社交圈的集体，由服从权威衍⽣出从众实在太容易了。反正⼤家都是这样的。
 

球队⼏乎每个⼈都与王攀起过冲突，与此同时⼜会告诉你，⽼师待⾃⼰很好。
具体怎么好法？想许久，除了经济上，好像也想不出别的。夏季有“⾼温补
助”，冬季有“寒冷天⽓补助”，踢⼀场球10块钱，期末考“营养补助”200元，圣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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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节⽇福利”100元……⼩流积成江海，潜意识总感到领受了⽼师⽆限⼤的恩
情。于是对外说什么，做什么，都不敢“忘恩负义”了。私下聚餐才敢相互讲段
⼦：分两队踢⽐赛，被王⽼师挑中和他⼀队的多半要挨骂倒霉，做他敌⼈⽐较
开⼼；他们总能想出办法让王⽼师“⼀过九”，⼀⼈连过九⼈，梅⻄也没这种能
耐……喝了酒，讲得笑泼出来，久⽽久之，倒像是他们包容了⽼师近乎变态的好
胜⼼。王⽼师得知他们私下聚餐，主动给报销了。
 

直到那⼀天，⽼师突然让⽯⽴签了⼀张聘为“球队特别助理”的打印纸。隔两⽇
⼜交代，特别助理有⼀项特别的任务：为⾃⼰“放松”。部位愈发尴尬，⽼师进
退⾃如，⽽他啼笑两难。第四次，把饭放下，⽴正站好，他对⽼师说：我不想
做。王⽼师训了他⼤半个⼩时。⼀句听不懂，亦不想听。最后仿佛⾃⼰也觉得
⽆趣了，笑⼀下，终于放他⾛⼈。
 

回来之后⽯⽴⻢上告诉整个研究所的同门，直截了当讲王攀是如何招⾃⼰去按
摩的。这样的事情让他浑⾝难受。任何道理都不应该让⼈理所当然接受这些。
师兄师弟们听了，迅速说，换了他们肯定也不会做——直到陶师兄出事⽯⽴才
看明⽩，在这个集体，⾃尊⼼会封牢他们的嘴。
 

⽯⽴也被筛掉了。从那以后研究所的好事似乎不再跟他有关系。王⽼师没让他
参与任何项⽬，他⼼想那些研究早过时了，本来也不想做。⾜球场上，王⽼师
骂他越来越凶，动辄当着所有⼈哄他下场。⼀年后的⼀天他终于忍够了，调头
离场，对王攀说要退出球队。陶崇园师兄打电话劝他，回来吧。那其中的情
分、⽆奈，⽯⽴不是不明⽩——真跟⽼师闹翻才是真的⿇烦。
 

陶师兄正上研三，跟王⽼师⽭盾已经翻到明⾯上，听说导⽕索是师兄想去国外
读博⽽王攀坚决阻拦，说他背叛研究所。他们眼看着王⽼师成⽇铺陈陶崇园的
不是，今天是“研究能⼒勉强好于后30%”，明天是“情商很低，令⼈不快”，后天
是“道德⽔准已经滑落到底线之下”。从前⽇⽇挂在嘴边的爱徒，⼀夜之间被扔
进道德的幽⾕。说尽兴了，把他从群⾥踢出去，过两天重新加回来，好继续
说。陶师兄从来不响。除⾮被问到事务性⼯作，陶崇园在群⾥⼏乎不讲话，尤
其不会讲那种漂亮话。不像⾼洋卢琛他们，总是很活跃。卢琛是传闻中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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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另⼀个“⼉⼦”，留任学校⻘年教师，王攀据说“出了⼒”。⾼洋⽩天接送王⽼
师，晚上回实验室便讲他各种段⼦，玩笑说这些发到微博都能赚上⼀笔。⽽陶
崇园对王⽼师有过真⼼敬重。他所看重的恰恰是⽼师⼝中那⼀点道德，⽽如
今，⽼师要拿这道德把他捆起来。正如⼈⼈都知道陶队是最恪尽职守的“铁后
卫”，永⽆可能抢到球门跟前出⻛头。再踢球，王⽼师依然每次要陶崇园跟⾃⼰
⼀队。
 

那半年，陶师兄开始参加他们的活动，甚⾄主动约⼏个师弟吃饭聊天，与⽯⽴
聊得尤其多。他看得出陶崇园努⼒掩饰的苦闷、尽可能维持的“师兄感”，给他
讲这些年许许多多与王攀相处的“教训”，⽤的是传授经验的⼝吻。⽽他⾃⼰，
打消原先那⼀点“怕”对陶崇园敞开⼼扉，不能说没有⼀点同为天涯沦落⼈的成
分。这建⽴在废墟上的信任真残酷。虽然师兄真的是很好的⼈。⽏庸置疑，每
个认识他的⼈⼼⾥都这么想。于是这友谊便愈加显得残酷了。
 

⽯⽴⼀直记得2018年初那个晚上。他和陶师兄在实验室晚⾃习，王⽼师突然闯
进来，看样⼦明显喝得醉了。他不由分说把他们拎起来训话，⽤⼿来来回回拍
打他的脸。⽯⽴屈辱难抑。他感到⼼⾥有⽕要爆发，那种还没想清楚⾃⼰要怎
么做、但就是控制不住要喷出来的⽕。师兄在旁边⽤⼒拉住了他。终于熬到王
攀离开，陶崇园对他说，该忍的时候还是忍⼀下，忍到毕业就可以⾛了。然⽽
两个⽉之后，终归⽆法再忍下去的是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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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陶崇园和王攀的⽭盾闹得很⼤。基于前者找了他能找到的所有⼈去劝⽼师请别
⽣⽓，让他顺利毕业就好，连抗议看起来都得体；后者则永远在提及此事时表
⽰， “如果陶崇园放弃武汉理⼯⼤学的硕⼠学位，则我⽆权做任何建议”“研究所
⼒量很强，他根本就算不了什么”——但凡在研究所待过，想装不知道都难。邓
东已经毕业快三年，远在千⾥之外，做着与本专业毫不相⼲的⼯作。他看着最
欣赏的⼩师弟被从群⾥踢出去，加回来，再踢出去，被影响他最深的⽼师公开
评价为“道德败坏”，说不上是什么⼼情。他终于点开王⽼师的对话框。
邓东：⼀⽅⾯是⾃⼰的前途，⼀⽅⾯是对研究所的感情，这种⽭盾使他有这种
纠结⼼态，在⼤事⾯前⼜不够成熟。并不是像您想象的那样，就是道德败坏

19/32



啊。您可以去做⺠意调查，看看到底他⼈怎么样。
 

王攀：每个⼈的认识都是⽚⾯的，⽽我做多⽬标决策，各种⽬标、复杂场景、
多种因素，只有我能清晰给出最准确的判断。
 

王攀：我是有意为之。绝对是要让他认识到⼀个团队对他的重要性。

应该是这么说的，他记得。关于王⽼师想从陶崇园⾝上获得什么，寻求什么，
邓东⼀下⼦全部了然了。⼏年前，⽼师对⾃⼰说过⼏乎⼀模⼀样的话。
 

其实师弟们传闻有误，那天他并没有连赢王⽼师好⼏盘。他这样的聪明⼈，早
早洞悉跟⽼师运动的压⼒远⽐做研究多。当初在⾜球队，他被骂了⼏回即⾃称
天分不⾜，主动退队，转⽽⽤更擅⻓的乒乓球代偿。⼜摸索出“对抗”和“放⽔”之
间的完美平衡，从每⽇送餐的学⽣，逐渐升级为王⽼师离不开的学⽣。那次他
的确接连胜了⼏盘，但并⾮王⽼师——“如果那样的话，我可完了”——是来球
室玩的另⼀位⽼师。跟旁⼈打球他不会多想。不想王⽼师在⼀旁看着脸就垮下
来。夺过拍⼦与他对打，每⼀拍都“往死⾥呼”，像⼀种惩罚，呼到球都打不到
快输的时候于他就更像⼀种惩罚。王⽼师不参与⼈际交往，运动就是他的社交
⽅式，他的资源库。他全部精⼒⽤来经营那些各式各样的群，关键时刻截图说
⼀句“上⾯⼀个群是⽻⽑球群，有中科院院⼠、国际学术组织的主席（注：不是
副主席）、⻓江学者等⼀⼲⼈。在我的治下，都⽐较规矩。”学⽣⽼师，全震慑
住了。
 

这是邓东许久以后想明⽩的。那时他只知道王⽼师突然对⾃⼰冷淡下来。不必
每⽇守候送餐，也不⽤掏空⼼思琢磨今天球如何打、⼼得体会如何写，他竟有
⼀种从⾼处跌落的感觉。于是找了实习，王⽼师问也没问。直到⼤半年后实习
结束，有⼀天，⽼师像什么都没发⽣过⼀样把他叫去了乒乓球室。“通过这种⽅
式让你切⾝体会到团队这种东⻄，”王⽼师说，“让你到外⾯去吃吃苦。”他⼼中
居然庆幸，想这总归是⼀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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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周五的打球恢复了。每次交汇报分析王⽼师球技的⾼明之处，⽼师⼜对
他说：为了更好地培养你，给我做点“放松”。把我调理健康，训练你打球的时
间才能更⻓。他能怎么想？⽼师让他们做事总有个顺理成章的缘由。乒乓球室
只有他和⽼师两个⼈，他⼀⽶⼋⼏的个⼦折叠了，跪下来，为⽼师按摩⼤腿
根，想如果球技能持续提升那也不错。就像当初⽼师说精确到分钟送饭是为了
锻炼他“守时”，他想能成为⼀个时间观念强的⼈那也不错。还能怎么想呢？若
不学会⼀点⾃我调节那就太⾟苦了。如此⼏个⽉，⼀回王⽼师⼤⽐分赢了他，
⼜说：你每次输这么多球，我还定点定期陪你练，没让你交学费就算客⽓了，
你赶紧拜个师⽗。他依⾔双膝跪地，对⽼师磕了⼀个头。那是叩拜菩萨的姿
势。他想，⽼师的确⽐⾃⼰打得好，那怎么办呢，跟着他学习。再后来，他快
要毕业了，⽼师给他讲“张良拾鞋”的典故，脱下鞋⼦向远处扔出去，命令他像
张良对姜太公那样为他捡回来。他对⾃⼰说，反正时间不⻓，坚持⼀下就过去
了。
 

王⽼师的“理论体系”多完善啊。邓东想，恐怕很少有⼈⽐他更了解⽼师多么擅
⻓此道。“决策与控制”，他是这圈⼦⾥的头⼉，他要掌控⼀切。哪怕那些“理
论”再不被社会认可，在这个圈⼦⾥，他制定的规矩就是最⾼准则。⽼师喜欢⽤
⼏年甚⾄⼗⼏年的时间去“考验”⼀个⼈。研究⽣最多三年，到了博⼠⾄少就有
四五年，所以他会⽤各种⽅法留住你。他还会承诺帮你留校，毕业仍留在他⾝
边，那就成了⼀辈⼦剪不断的关系。
 

邓东跟王攀聊过就给陶崇园发消息。不知该如何讲破，只能劝他，哪怕委曲求
全，也⼀定要在取得⽼师⽀持的情况下出去。他读研时陶崇园上⼤⼆，两⼈同
时间进研究所，同⽤⼀间屋，同时期成为王攀最倚重的学⽣。陶崇园在他⼼⾥
⼀直有个特殊位置：这孩⼦⼈品太好了。“这些都不是事⼉，”他对陶崇园
说，“你各⽅⾯都那么优秀，肯定能挺过去。”

 

那阵⼦陶崇园⼏乎浸泡在这类安慰⾥。然⽽不知不觉，秋天到了冬天，朋友们
依旧发现他脸上的笑意像武汉的温度⼀样矮下去。他在和曹维、顾华的群⾥讲
很多话。最初说，王攀学术⽔准实在不⾼，博⼠绝不再这么“混”过去；后来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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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讨论如何越过导师申请公派留学。到最冷的时候⻅到他，那么爱笑的⼀个
⼈，⾝上居然萌出焦虑退弃之意，再不提读博的事情，四处问他们找⼯作的经
验。但⽆论如何，看上去他永远在想办法解决问题，就像从前每⼀次⼀样
——“他表达痛苦，你也会觉得他有办法应对。”偶尔听他说“为王攀做了四年服
务”，“他们都说我⼉⼦以后就是他的孙⼦”，都没当成多⼤的问题。再忍⼀忍就
毕业了，朋友们这么劝他，不要跟⽼师起正⾯冲突。他们当时真的不知道。
 

⾼洋想通过王⽼师留校的事⼉⻩了。这是当时研究所另⼀件⼈⼈皆知的事。由
于王攀承诺时的⼝吻过于有诱惑⼒，且严禁他另找渠道，⾼洋⼀并错过了其他
机会。他⾮常懊恼，懊恼到对陶崇园产⽣了难兄难弟之情。后来⼤家在陶崇园
电脑⾥看到他们的对话。⾼洋说，“陶队，我感觉亏⼤了，⼼⾥不平衡啊，想弄
⼈。”“我现在给他办事+挣钱，他还那个样⼦，真⽆语。他的给予必须⾃⼰给，
别⼈不能要。”“等过段时间，我把跟他接触的种种写⼀封材料，如果他敢动，
我⽴⻢弄死他。”陶崇园总是劝慰。他仍是最安全的树洞，最靠谱的朋友。他接
纳、安慰、化解别⼈的痛苦，合着⾃⼰的痛苦⼀同咬烂了，吞下去，深深锁起
来。本科室友与导师相处不顺，回学校找他们这帮哥们喝酒浇愁，⼏杯⿊啤下
去，要浇愁的⼈没醉，陶崇园倒喝醉了。他从⻋上⼀路吐回学校，跌进宿舍，
把⾐柜上的镜⼦踢得粉碎。深秋的夜，凉意潮⽔般⼀浪⼀浪侵上来，陶崇园⼀
遍⼜⼀遍对室友低吼：你是不是嫌弃我？
 

他们从未⻅过他这个样⼦——那个最温⽂尔雅、脏话都不会说的陶崇园。那是
⼈们印象中他唯⼀⼀次失控。直到很久以后才有⼈意识到，或许，有那么⼏
次，他差⼀点就说出⼝了。或许他也在等着有⼈问他，你怎么了？你要讲吗？
曹维2017年失去⾄亲，痛苦难当之际只想跟陶崇园倾吐。陶崇园陪着他，安慰
很⻓时间，突然说，我的痛苦跟你有过之⽽⽆不及。曹维被⾃⼰的痛苦压倒，
他没有问。2018年2⽉9⽇，寒假离校前的最后⼀天，陶崇园和球队的杜斌博⼠
⼀起健完⾝，相约去吃宵夜。⾛在路上，他拿⼿机给杜斌看：杜博，王⽼师⼜
叫我到他家⾥去。我去不去？杜斌说，那你去吧，快去快回，我们等你。“我不
想去，我知道他要⼲什么。”陶崇园顿了顿，“还有些别的事情，我不好跟你们
说。”杜斌⼀直知道陶崇园要给王⽼师“放松”，也知道他在那边不开⼼、不快乐
——他⾃⼰早吸取经验，把跟王攀的相处牢牢“约束到⾜球场上”。再多的不知
道了。他也没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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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离毕业只剩⼀两周的时候，邓东再⼀次被叫去⽼师家。原以为只是送
餐，按惯例敲三下，⽴正站好，王⽼师笔直对他说道：经过对你的⻓期考察，
我愿意把你再晋升⼀级，做我的⼲⼉⼦。你有两天时间考虑，可以给出三个答
案，⼀个是同意，⼀个是不同意，⼀个是暂缓。⽼师的⽤词、语⽓亦像是在说
话：我正授予你⾄⾼⽆上的恩惠。
 

邓东发现⾃⼰竟没有多少意外的感觉。他想到王⽼师这些年⼀⾔⼀⾏，想到⾃
⼰有过“⾮常崇拜”⽼师的时候。他的⾼深莫测，他的格格不⼊，他所标榜的“⾄
⾼⽆上的道德境界”：那⽆懈可击的“理论体系”啊。从普通学⽣中筛选出值得器
重的学⽣，再晋级为徒弟，现在⼜晋级到“⼉⼦”——再往上还会有什么东⻄？
这个“级”，⼀直可以晋到什么程度？不敢去想。⽽他可以笃定，⼀旦成为“⼉
⼦”，⽼师必然要⾏使所谓做“⽗亲”的控制⽅法了。邓东没有感到意外。他感到
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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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理⼯⼤学南湖校区，⾃主招⽣考核现场。图⽚ | 视觉中国
6

3⽉26⽇⼿机响时邱红已经睡着了。迷迷糊糊摸起来，凌晨2点，来电显⽰⼉⼦
陶崇园。“妈，我有点不舒服，我睡不着。”⼉⼦说。“是不是最近写论⽂
呢？”“反正我就是睡不着，我脑⼦⾥不停地想东⻄。”⼉⼦焦躁的声⾳让她彻底
醒了。“我现在过来。”她说。坐起来穿⾐服，⼀会⼉陶崇园⼜打来了，“妈你不
⽤过来，我没事，我没事。”“你确定吗？妈妈⾐服穿好了。”“没事，你不放⼼的
话明天⼀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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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掉电话邱红再也睡不着了。⼉⼦⼀向⾝体强健，从没出过这样的事。⼉⼦想
申请国外的博⼠，他导师坚决不允许，邱红多少也知道。在她看来这⽼师虽然
⾃私了些，到底是看重他，总劝⼉⼦忍⼀忍，毕业在即，不要跟⽼师起冲突。
⼉⼦上⼤学以后，她在隔壁学校的⾷堂找了⼀份⼯作，四天前的中午，⼤⾬如
注，陶崇园接连到她这⾥打了两回饭。她很奇怪，问你不是刚刚吃了吗，怎么
⼜来？刚刚是送给⽼师吃的，他说，跟⽼师吵了⼀架，⽼师怪我没有按规定敲
门，⾮逼着作揖道歉。陶崇园眼睛红红的。她追问，为什么作揖？怎么还要作
揖道歉呢？陶崇园说，他就是这样，控制欲特别强，别⼈都离他远远的。她⼼
⾥突突跳。
 

早上六点多，邱红去了陶崇园宿舍。⼉⼦就在楼下，她迎上去，看到他脸上覆
盖着⼀层憔悴的灰。
 

“园园你究竟怎么了？你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们了？你把妈妈吓死。” ⼉⼦看起来
真的就是⼀夜没睡的样⼦。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反正睁眼闭眼都是王攀，总是想着王攀的种种。”

 

“王攀⼜怎么了？”邱红⼼⾥发慌。
 

“他叫我签⼀个承诺书，⼯作之后还要为他服务，还要为他出钱出⼒，⽽且读博
还要第⼀时间联系他。”

 

“他为什么要你写这个承诺书？”她⼼想，我的⼉⼦，由你⼀个⽼师来分配，世
上哪有这种事情，“你为什么写？”

 

“毕业要他签字，我是缓兵之计，”陶崇园说，“但他现在还要发到研究所的群
上。如果以后我不信守这个承诺，别⼈怎么看我？我痛恨不守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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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红更慌了。她唯⼀能想到的就是带他去吃饭。校门⼝早餐铺才开门，蒸腾⽽
起的⽔汽给⼈希望的感觉。她给⼉⼦叫了⼀碗热⼲⾯，⾃⼰叫了⼀杯⾖浆。她
没胃⼝，⼉⼦也是。他⼀直看⼿机，他们都没有说话。他突然起⾝⾛了出去，
吓了她⼀跳。
 

“园园你怎么了？园园你究竟怎么了？”她急急跟在后⾯追。“我受不了，我真的
受不了，我不知道怎么摆脱王⽼师。”陶崇园嘴⾥重复着，径直往宿舍⽅向⾛。
邱红听到这些瞬间流出泪来。“你怎么说得这么严重？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了？”她⼀把将⼉⼦拉住，⼀⾯祈祷⼥⼉快点到，清晨出门时她给⼥⼉⼩容打了
电话，“姐姐⻢上就来了，我们⼀起看有什么事，委屈跟我们说。”“好，”陶崇园
拖着⺟亲⾛向校门⼝，“那你在这⾥等我⼀下，我去拿⼏本书。”“等姐姐来了再
⼀起去。”她死命拽住他。“我现在去拿，你就在这⾥等着我。”陶崇园把⺟亲甩
脱了。
 

他先是继续往前⾛，然后加快了脚步，最后⼲脆奔跑起来。
 

跑过门⼝⼴场边的⼩径。曹维来找他的时候⽆数次经过这⾥。开学回来他对曹
维说买了⼏千块的新⾐服，细细解释购买每⼀件的缘由。这件显得⼈挺拔，那
件看起来线条好。他说他看透了，要重新规划个⼈形象，重新开始⽣活。还说
要改名。他不喜欢“园”，更喜欢“源”，桃花源的“源”。
 

跑过连接宿舍区的回廊。那⾥枝蔓缠绕，开着零星叫不出名字的花。陶崇园喜
欢花。3⽉开始，云游到⼤理的谢⾬瑶常收到陶崇园信息，他说学校死⽓沉沉，
可否多给他拍些好看的⻛景。从前他们平均每⽉深聊⼀次，那两周，每天有⼏
⼗条陶崇园的消息涌进她的⼿机。全是赞美。赞美她的勇敢、洒脱、⾃由，你
真好，喜欢你，谢谢你……⽽过年⻅⾯他尚在问她因为领导骚扰就辞去⼯作，是
不是草率了些。那些过头的赞美让谢⾬瑶不知怎么回应。她甚⾄有些害怕，担
⼼⾃⼰成了陶崇园对某种美好⽣活的投射。3⽉25号晚上11点多，⼜收到陶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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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信息，她回：我没有那么好。每个⼈都有不好的⼀⾯，我只是不想呈现出来
给⼈看。早上看到陶崇园的回复：感觉太虚了，太空了，⼜迷茫了。时间是凌
晨2点。她没有再回。
 

跑过宿舍楼的转⾓。斑驳的⽩墙上有四个鲜红⼤字：育⼈为本。邱红追不上⼉
⼦的速度，她被落在后⾯，看不到他了。监控录像记录了接下来发⽣的事情：
陶崇园跑进宿舍楼，⼀直向上跑，没有任何停留，跑到了6层⼤楼的最顶上。等
邱红转过拐⾓跑过来，⼉⼦已经坠落在回型楼群的天井中。他的灰⾊运动鞋委
顿在地上。邱红尖叫着“救命”闯过栏杆，感到⾃⼰⻢上就要昏厥过去。然⽽仅
存的意识残酷地提醒着她：凌晨那两个电话，是⼉⼦想⻅妈妈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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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崇园跟妈妈吃最后⼀顿早餐的⼩饭馆。图⽚ | 葛佳男
7

陶⼩庆看完陶崇园的电脑和⽇记本，她不是过去的⾃⼰了。过去她⾃以为了解
弟弟就像了解⾃⼰的⼿掌⼼。她最优秀最亲爱的弟弟在她旁边、在他们寄予理
想的⾼等学府被压迫，被使唤，被当成奴⾪。⺟亲总在夜⾥哭。再⾛进理⼯校
园她会不断回头看：我到底是在哪⾥没拉住我⼉⼦的？⽗亲从弟弟离开那天起
失去了睡眠，整夜整夜枯睁着眼睛。陶⼩庆把⽇记翻到快烂了：“信赖别⼈就是
⾃⼰的⼀个错误。”“伪善者，给你的都是要还的！”“奴⾪4年整整，⼀把⾟酸
泪，⾎与泪的教训！”那些感叹号仿佛直接叹进她的⾎⾁。陶崇园的⼿机⾄今下
落不明，她去打印通话短信记录，发现王攀⼏乎每晚都跟弟弟有⼗⼏、⼏⼗条
短信往来，时间⼤多在夜⾥10点以后。那个王攀不是号称遗世独⽴，不⽤⼿机
的吗？有记者介绍了律师，她和⽗⺟⼀⻬去⻅。4⽉过了中旬，武汉⽓温已然逼
近30度，每个⼈额上都黏着⼀层细密的汗。律师说证据关联性不够。什么叫关
联性？就是王攀究竟对陶崇园做了什么，直接导致他⾃杀的证据。这早熟的春
天要将⼈烧透了。

她⽤弟弟的QQ给“研究所”和“球队”列表⼀个挨⼀个留⾔。联系⼏⼗⼈，回复者
⼗⼏个，答应帮忙者以个位数计。

卢琛说，我什么都不知道，陶崇园和王⽼师关系特别好。他挂断了电话。

⾼洋主动说要把⼿上的材料整理好寄来，过⼏⽇⼜让妻⼦打电话说，对不起，
帮不了你了。他是有办法的⼈，找途径成功留了校。记者在学校找到他，他全
程不肯直呼王攀的名字，代之以“某某”。他说，他这⾥什么都没有，要是有实
锤，就是⼯作不要也会帮陶队讨个公道。但他知道这⼀点点东⻄都是琐事、杂
事。他就放弃这“⼩⼩的正义”了。

赵宇楠想起王攀⾄少有两回让陶崇园在实验室当众脱掉上⾐，向⼤家展⽰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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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陶崇园⽴刻脱了，看起来毫⽆抗拒，“⼀直在执⾏他所给的命令”。但问
题是——“他为什么知道陶崇园练得不错？他肯定是在他家⻅过呀，他肯定在他
家让陶崇园脱过⾐服。这才是后⾯的问题：他为什么要陶崇园在他家脱⾐服？”

邓东告诉陶⼩庆，他有模糊的印象听陶崇园提过王攀训练的升级。从他们都知
道的体能训练，慢慢加码，升级成⼀种常⼈不敢想“特训”。陶崇园当时举了两
个例⼦：看着⼤便吃东⻄，在坟⼭上睡觉。他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做过。有阵
⼦他⾛在校园总觉得⽑⾻悚然，会神经质地突然停下，回头张望。王攀是不是
跟在⾃⼰后⾯？那个⼈⾛路没有声⾳。“希望你们也再去查⼀下这⾥⾯的⼀些真
相，”他悲伤地管陶⼩庆叫姐姐，“我觉得咱们⾃⼰听了这些东⻄都要做⼀些
（⼼理）咨询，不然⾃⼰都有可能受不了。”

直到跟⼤家怀念陶崇园的时候，乔⾟才知道给王攀“放松”的不⽌他和陶崇园两
⼈。他想是他那张藏不住情绪的脸救了⾃⼰。当年王攀在两个⽉之后突然不再
找他，他⾄今记得那种解脱的感觉。⽽⽯⽴⾃始⾄终明⽩他不是⼀个⼈。他不
⽌⼀回看到过那个⼤⼆的⼩师弟⾛进王攀办公室，半天不出来，“猜也猜到
了”。⼩师弟性格跟陶崇园⾮常像，班⾥前三名，⺠主投票选出的班⻓。王攀是
他们的班主任。出事当天下午乔⾟给研究所打了⼀个电话，恰巧被王攀接起
来。王攀不紧不慢地问他：你觉得我有错吗？

曹维失去了最好的朋友。半年后他终于⼊他梦来，他们像以往每个⾼兴的⽇⼦
⼀样逛街、打球、吃饭，曹维穷尽了⼀⽣的语⾔劝他留下。他说⽣活多好，未
来多好，活着多好。陶崇园露出他最熟悉的那种笑容，然后趁梦⾥的曹维睡着
了，再次从楼顶⼀跃⽽下。现实中醒来⼜是清晨。他第⼆次经历了失去好友的
清晨。曹维觉得世界上再也没有⼈可以让他说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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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瑶在陶崇园死后被诊断出抑郁症。每到最痛苦的时刻她就开始想象⼀个动
作，⼀直往上跑，⼀直往上跑，跑到不管哪⾥的最⾼点，跳下去。“那个瞬间真
的特别，整个⼈都放松下来了，就是只⽤靠幻想这⼀点，幻想这个动作。然后
我觉得好像我能理解他。”真善美是什么？理解是什么？最后⼀个晚上我对你说
了丧⽓话，是不是打碎了你⽤⼒建造起来、试图⾃我疗愈的桃花源。可⾃我疗
愈和⾃我欺骗的界限在哪⾥？你谁都不讲，是接受不了那样的⾃⼰吧。如果我
好到让你觉得可以讲，我想，我会劝你像我当时⼀样去正⾯抗争。如果那样的
话你还会死吗？

郭玥永远记得2016年的暑假，她和陈卓、陶崇园整⽇玩在⼀起，下午游泳，晚
30/32



上去私⼈影院的⼩包间看⿁⽚。陶崇园选⽚总要看⾖瓣评分，他说，⿁⽚也要
看好的，别浪费时间。陈卓⼤部分都看过，⿁快出来的时候冷不丁站起来伸个
懒腰，吓他们⼀跳。那是他们⽣命中的流光带。聚会在半夜结束，零星未眠的
汽⻋尾灯在⻢路上流转摇曳，她在天桥正中央⾼声呼喊I’m the king of the
world，陶崇园站在她旁边，⼤笑着回应。那时候真奢侈。整个世界都是他们
的。郭玥知道⾃⼰以后会毕业，做⼀份特殊或者平凡的⼯作，谈恋爱，跟别⼈
结婚，也许有⼩孩。她明明⽩⽩地知道⾃⼰的⽣活将继续向前滚动。但是在某
⼀个⼩憩醒来的⻩昏，或是⾛在路上⼀个最庸常⽆奇的时刻，她会突然想到陶
崇园，然后莫名其妙哭起来。

世界不再是他们的。故事中的每个⼈都被陶崇园的死截停、打断，撞向世界的
背⾯。她明⽩——他们都明⽩——⾃⼰将永远忘不掉他。

（应被访者要求，⽂中所涉采访对象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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