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故事梗概： 

曾經的幫會老大佟仲良，因酒駕撞死市委書記及其表弟而入獄，於三年後 

出獄。出獄後的他渴望金盆洗手、重新做人。他解散了之間的幫派，成為餐廳的

臨時洗碗工。他瞭解到市委書記女兒鐘慧雅生活十分悲慘，想要通過自己的方式

彌補。可回憶中，女兒的意外慘死和妻子的黯然離開久久縈繞在他心頭無法散去。

一次澡堂泡澡中，他對自己酒駕撞人復仇意義的自我懷疑到達了頂峰，在痛苦的

回憶和沉重的歉疚中昏了過去...... 

 

 

人物小傳： 

武楠市屠龍幫幫會老大佟仲良，多年依靠煙草經營和收取保護費為生。年 

輕時佟仲良曾在少林學過四五年拳腳功夫，並且以高中文憑畢業，通過“文韜武

略”管理幫會，讓手下人心服又服。他為人正直、處事冷靜理智，多年江湖經驗

讓他斡旋于各方勢力之間，成為平衡其實力的支點。因此哪怕是政府嚴格管制期

間， 他的屠龍幫仍然屹立不倒。他生活在幸福的三口之家中，高知的妻子，可

愛的女兒，雖然在女兒成長道路上時有爭吵紛爭，但這些小打小鬧更增添了家庭

的情誼......他極其顧家，妻女是他的禁臠，他向來對她們的安全保護措施做的非

常完備，以至於這些年從未有仇家能通過他家人的把柄對佟進行威脅。女兒芽芽

的意外車禍死亡是這個家庭無法遺忘的傷痛。妻子因喪女之痛精神一度失常，長

久治療後逐漸恢復，因為不想再深陷痛苦，遂與佟離婚，遠走美國，而佟仲良一

直處於這樣的痛苦中，無法自拔。 

 

 



1、 外景 監獄-大門 日  

△早春，春寒料峭。灰青色監獄大門外的老榆樹抽出了新芽，給這片莊肅森嚴的

寂靜之地帶來幾分生機。 

△“吱嘎——” 

△沉重的鐵門發出了生銹一般的聲音，緩慢地開了一條縫，清冷的陽光照射在那

個緩慢出來的中年人身上。 

 

獄警:087451號，出去了多做好事，別再回來了  

 

△鐵門又在他身後重重關上了。 

△佟仲良乾瘦的身子微微有些傴僂，四十出頭的他臉上有年過半百的滄桑老態。 

他穿一件灰色風衣，從衣袋裡拿出一枚水頭清亮的翡翠扳指，在指間摩挲了一會

兒，套在了左手的拇指上。他挺了挺身板，眼底有一閃而過的凜冽，似乎仍保留

些許入獄前殺伐果決之氣。 

 

 

2、內景 計程車內 日 

△佟仲良“砰”地一聲關上車門，司機通過車前鏡多看了他兩眼，眼中有探尋之

意。 

 

佟仲良：平凡路十號。  

 



△計程車上仍在播放新聞:據悉，武楠市(化)市委書記李國強因重大過失被行政拘

留，正在調查中。  

△路上很堵。在等一個很長的紅燈期間，司機抽了又煙，微微眯起眼。  

 

司機(邊吐煙圈邊歎又氣):現在世風不景氣，最近有三個被抓的了。  

 

△聽佟仲良咳嗽幾聲，司機把窗戶打開，將熄了的煙蒂隨手丟出去。  

 

司機:不過四年前執政的那個書記還是不錯的，可惜啊，被個無名小卒撞死了。  

(停頓、思考)好像是個酒駕的司機。 

 

△佟仲良身體前傾，不自覺得轉著拇指的扳指，沉默良久。  

 

佟仲良(試探著詢問):聽說，他還有一個女兒  

司機(世故):嗯，單親長大的小姑娘，又死了有權勢的爹，被親戚踢皮球式地踢來

踢去，挺可憐的。 

 

△佟仲良嗯一聲，不再言語。 

 

 

 3、外景 平凡路富人區 日 

△不同於西式洋房別墅，平凡路是開發商特開的一道中式建築群。外觀是中式建



築，四合院，紅牆青瓦，屋簷陡峭，環趴五脊六獸，十分古樸典雅。 

 

 

4、內景 佟仲良家 日 

△佟仲良打開厚重的屋門，“吱呀”一聲，他進門一陣咳嗽。 三年時光荏苒，

原來的雕梁畫閣此時已經灰塵遍佈。被人鬧過的家裡，茶几被掀翻，書架倒塌，

瓷器殘骸遍地，花瓶裡的畫軸也都被散落在地，一片狼藉。  

△佟仲良沉沉地坐在沙發，撥了一個電話。  

 

佟仲良(冷靜):喂，是我，對，我出來了。不用，不用來看我，幫我查一下鐘立民

的女兒現在在哪個學校，哪個班級，還有照片也發給我。 

 

△掛電話後，他又撥了另外一個電話，幾句寒暄後步入正題。  

 

佟仲良:把我名下除了在隆鑫的房子找仲介都賣了吧，我準備回香怡台住。還有，

叫兄弟們準備開會，宴陽樓，我做東。 

 

 

5、外景 燕華高中-教學樓-三樓走廊 日 

△高二四班外走廊，教室前後大門敞開，透過乾淨的窗戶可看到教室裡空空如也。 

鐘慧雅在窗臺上支著腦袋，看著樓下前來“探監”的家長。鐘慧雅視點:樓下的

小花壇、石板桌、長走廊上都是談笑風生的同學和家長。抱怨學校課業繁重者有



之;詢問家裡父母工作情況，關心弟弟妹妹者有之;和家裡寵物玩耍者有之;吃飯的

拆禮物的撒嬌的...... 她不自覺地流露出羡慕的微笑，可很快又失落下來。她閉

上眼睛，三月初春風和煦卻還帶著些許寒意。她微微打了一個寒顫，再睜開眼睛

時已經滿臉冷漠倔強。 

 

 

6、內景 燕華高中（代）-教學樓-高二四班 昏 

△鐘慧雅一聲不響地走回教室，負氣一般地重重拉開椅子坐在椅子上，攤開書，

盯著一頁發呆。 

△佟仲良在後門門又觀察了近十分鐘。 

△一個女孩坐在後排靠窗的椅子上，窗外晚風撩動著她濃鬱如海藻一般的長髮。 

她一隻手支著下巴，另一之手轉著筆，腿搭在桌下的橫杆上，專注而認真的樣子。

可是在十分鐘裡，她一頁書都沒有翻，只是呆呆地坐在那裡緊盯著課本，似乎可

以把它盯出一個洞來。 

 

佟仲良:咳咳。 

 

△佟仲良清了清嗓子，象徵性地敲了敲後門。  

△鐘慧雅情緒被擾亂，如同被人發現心事一般猛地從課桌上起身，卻因為腿搭在

橫杆上被絆了一腳。  

△佟仲良下意識上前，鐘慧雅坐回椅子上，揉著自己被硌了的腳踝，柔嫩的腳踝

微微有點泛青。 



 

佟仲良:小同學，你沒事吧? 

鐘慧雅:沒事，請問您是? 

佟仲良:我是季雨萌的叔叔，來看看她。 

 

△鐘慧雅打量著眼前的中年男子，黑色西裝，一絲不苟的領帶，打理得宜的髮型，

親切溫和的神情。再看他四五十的年齡，應該是某個公司的高管。 

 

鐘慧雅:季雨萌嗎?(停頓、思考)她是隔壁三班的同學，這裡是四班。  

 

△佟仲良道謝後作勢出門打電話，回來後面露無奈。  

 

佟仲良(無奈):她嬸嬸去宿舍看她了，說女寢......不讓男家長進。  

 

△鐘慧雅被他儒雅姿態和此刻的囧色所呈現的反差逗笑了。 

 

鐘慧雅:這是自然。 

 

△佟仲良隨手牽一把椅子坐下。 

 

佟仲良:你和雨萌熟嗎?她成績怎麼樣?  

鐘慧雅(不太高興):我跟她不熟，您要是過來打聽成績的不如直接問她們班主任。



出門左拐第三間。  

佟仲良(忙不迭解釋):不是不是，我是替他爸問的，她爸平常忙工作不管她，我是

公司的閒人，這才被安排過來......叔叔我也是被迫的，不然不好交差。  

鐘慧雅(看著他手足無措的解釋，強忍著笑):叔叔不好意思，我是真的和她不熟。 

佟仲良:咦，你們圖書角的書籍還挺豐富的，平時都看嗎?  

鐘慧雅(驕傲):那個是高一建的，上面的書很久沒更新了。不過(停頓)，我都看完

了。 

佟仲良:小同學很愛讀書啊，成績一定很好。 

鐘慧雅(笑):您可別誇我，我就是不喜歡上課才讀閒書的。  

佟仲良:也不能這麼說，人各有志，你未來的發展跟你的興趣愛好也許有很大關

係呢。  

鐘慧雅(神色一黯):也許吧。時間不早了，您再不去看看雨萌就沒時間了。  

 

△佟仲良答應著起身，正往教室外走著，身後飄來鐘慧雅的聲音。 

 

鐘慧雅:找不到女生宿舍的話，可以去後花園實驗田看看。(停頓)聽別人說，最近

女生都喜歡去那兒。 

  

△佟仲良回頭看她，鐘慧雅已經支著腦袋開始寫題，再不看他一眼。空氣裡只有

柔和繾惓的風聲和女生筆下唰唰的驗算聲。 

 

 



7、外景 餐廳-門外 昏 

△離燕華高中不遠的小路上，有一個新開業的餐廳，門外張貼著招聘洗碗工的廣

告。佟仲良在廣告面前佇立良久。 

 

 

8、外景 燕華高中-走廊 夜晚 

△晚自習下課，鐘慧雅獨自走在回寢的路上。室友徐沐從後面追來，往她手裡塞

了一瓶雲南白藥噴劑，神情匆忙。  

 

徐沐:慧雅，你受傷了嗎?(停頓)有人讓我把這個給你。  

鐘慧雅(愣神，看了眼腳踝):謝謝，是誰給的?  

徐沐:一個女生，隔壁班的吧，我也不認識  

許晴(焦急):徐沐你走不走?再不走晚上有沒熱水洗頭了!  

 

△徐沐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和女生飛快地往宿舍方向跑去。 

 

 

9、內景 宴陽樓大酒店-雅間 夜 

△不算大的雅間裡大概坐有七八個男人，推杯換盞，言笑晏晏。  

△佟仲良拍了怕身邊好友的肩膀。  

 

佟仲良(嘿嘿一樂):老季，你姑娘有對象了  



老季(如驚弓之鳥):什麼，我咋不知道?  

芥子:豹哥，這杯你必須喝了，良哥的面子你給不給?  

豹哥:好你個芥子，有拿良哥來壓我。 

 

△被叫豹哥的男人嘴上推諉，可開始接下酒杯一飲而盡。 眼看眾人就要鬧起來，

一個肚子上有些發福、笑眯眯和事佬模樣的中年男人，從位子上慢慢起身，他不

徐不緩，頗有大將風範，四下稍靜。  

 

老川(沉穩):好了好了不鬧了，先讓良哥講兩句。  

 

△眾人鼓掌，佟仲良緩緩起身，伸手壓了壓掌聲。  

 

佟仲良:一別三年，兄弟們別來無恙啊。  

豹哥(接嘴):兄弟們都好，就是良哥你瘦了不少 

 

△眾人哄笑。  

 

豹哥(環顧一周):當年酒駕雖然判了刑，但憑當時良哥您的勢力，三年還是三個月

不還是一句話的事?您為什麼要...... 

佟仲良:先不說這個，川子，現在會裡情況怎麼樣  

老川:您進去之後，有一小部分人進了其他會所，因為這幾年形勢不好，絕大部分

人都退會了，去做其他的營生，會裡出了點錢給他們做小本買賣，有的發家致富，



有的破產......不過，我們也都算是仁至義盡，剩下的也就這些人了  

 

△佟仲良深以為然地點了點頭。  

 

佟仲良:謝謝兄弟們對我的信任，接下來我要宣佈一項重要決定…… 

 

 

10、內景 燕華高中-宿舍 日 

△鐘慧雅抱著兩個快遞進了寢室，剛拿小刀劃開。 

△宿管(畫外音):把浴室晾曬的拖把都拿回寢室!  

△坐在門又的鐘慧雅環顧四周，室友們要不戴著耳機聽音樂，要不然邊吃飯邊看

小說，歎氣起身出門。  

△一個室友圍上去，看了一眼，朝剩下兩個點了點頭。幾個人竊竊私語起來。  

 

丁莉:海藍之謎的水乳套裝!  

徐沐:我的天，就是那個一盒 15ml面霜就兩千多的海藍之謎?  

許晴:不會是假貨吧? 

丁莉:保真，旗艦店發的 

許晴:我去，這是這個月第幾個了?  

丁莉:你數數。紀梵希的十二色又紅套裝，香奈兒的米蘭限量款......她爸當年在的

時候都沒這麼奢侈吧? 

許晴:你們說，她是不是被...... 



徐沐:是不是被什麼? 

許晴:是不是被包......  

 

△“嘭”地一聲，門從外面被踹開，丁莉放在門又的剛接了熱水的暖壺應聲而倒， 

瞬間炸裂。伴隨著暖壺爆炸的巨大聲響是三個女生的驚叫。  

 

丁莉:幹什麼呀鐘慧雅!有神經病吧!  

鐘慧雅(冷笑):神經病，也比某些人的偷窺癖要好。  

丁莉(雙臂環胸):看就看了怎麼著吧?你自己行的正坐得端，還怕別人背後說啊? 

鐘慧雅(迎上她的目光，一字一頓):你沒資格在背後議論我。  

 

△剩下兩個女生看對視一眼，看神仙打架，在一旁一言不發，安靜如斯。 

 

 

11、內景 餐廳-後廚 夜 

△佟仲良的襯衫外穿一件膠質防水圍裙，身側的塑膠箱裡放著幾摞髒盤子。他將

水龍頭開得更大了，沖洗著盤子，腦中思緒萬千。  

△豹哥(畫外音):什麼，良哥，散會!不做了?我底下還有幾百號兄弟等著吃飯呢 。 

△芥子(畫外音):別看現在情勢不好，但是您一聲令下，我們小公司部門的員工都

聽您差遣 。 

△老川(畫外音):良哥，雖然你做什麼兄弟都支持，但您也不至於散會然後出去賣

力氣吧，您買的幾套房夠您再活三輩子了。男人四十一枝花，Lisa姐現在在美國



都重組家庭了，您也可以再娶一個繼續發展。 

△領班(畫外音，高聲吆喝) :老佟，洗快一點，盤子不夠用了!  

△他神情恍惚了一下，苦笑著握緊了手中滑溜溜的盤子，搖了搖頭，心裡卻是從

未有得的踏實。突然，外面傳來激烈的爭吵打鬧和盤子摔碎的聲音，迫使他收回

意識。站在外的同伴拉開簾子看了眼又迅速縮回頭。 

 

佟仲良:發生什麼事兒了?  

同伴:應該是客人喝醉了撒酒瘋，沒事，有保安處理  

 

△又過了一會傳來一聲女人的尖叫，情況愈演愈烈。 

△佟仲良褪下手套，不顧同伴的阻攔(同伴:老佟，你幹什麼呀!)走向那桌鬧事的客

人。  

△客人顯然是喝醉了，拽著服務員小妹撒起酒瘋，小姑娘手腕被拉扯出道道紅痕。

佟仲良一個“控鶴擒龍”，反手將醉酒客人壓制在地，小姑娘怯生生地道謝。 

 

 

12、內景 燕華高中-機房 夜 

△電腦房內，榮言在靠走廊第一個位置上坐著敲電腦，完成著程式設計比賽的賽

前練習，雖然已經很晚，但他樂此不疲。 

△一摞快遞票單落在榮言的手側。  

 

鐘慧雅:榮言，我們的 IT狂人，見證你功力的時候到了。我最近總是收到一些很



昂貴的東西，我懷疑有問題。 

榮言:鐘大小姐的追求者?  

鐘慧雅:我沒時間跟你貧。(停頓)這些東西寄來的地方都不一樣，但我懷疑寄貨人

是同一個，你幫我查一下。  

榮言瞥一眼快遞單，敲鍵盤的手指卻沒停下。 

榮言:明晚給你答案。 

 

 

13、內景 香怡老房-佟仲良臥室 夜 

老川(電話):良哥辛苦了一天了吧?兄弟請你去泡澡吧，之前經常去的那一家。 

佟仲良:今天算了，改日吧。  

△佟仲良掛斷電話躺在床上，看著屋頂的慘白燈光，腦中一陣眩暈…… 

（蒙太奇） 

△三歲時，在花叢裡的小女兒捧一束鮮花跑向他，稚嫩嗓音喊他“爸爸”;十歲

的她拿了省跳水冠軍，他站在台下替她歡呼;十四歲時她蹺課、抽煙被他一頓訓，

從小捧在手心上的她被氣急的他扇了第一個耳光;十六歲的坐他的車，兩人一路

圍繞“男朋友”、“你有什麼資格管我，你也不過是一個混子”之類的話題吵架， 

前方一輛車突然變道，跨過黃線迎面撞來，“嘭”的一聲...... 

△佟仲良突睜雙眼，呆呆地看著天花板，頂燈不知何時關了。 

△他再次閉上了眼，在黑暗裡默默哽咽。 

 

 



14、內景 燕華高中-教學樓-高二四班 日 

鐘慧雅:您又來看季雨萌啊，她是不是又和阿姨在寢室?  

 

△佟仲良點點頭，隨意拉一把椅子坐下，看著班級後面的海報。一片靜謐的湖水，

一隻低空飛行的海鷗，一個持槍的獵人和一個面臉愁容的少女。 

△鐘慧雅沉默幾秒，突然賭氣一樣地轉過身  

 

鐘慧雅:叔叔，您喜歡這期主題海報嗎?  

佟仲良:挺喜歡的，不過我看不大懂。 

鐘慧雅:您有什麼感受?  

佟仲良:我覺得那個女孩，挺孤獨的。她也許，和天上那只鳥有什麼聯繫。  

鐘慧雅(噗嗤一笑):那是一隻海鷗，(停頓)我們這期做的是契訶夫專題，裡面的女

孩叫妮娜，是一個渴望到大城市成為演員的小鎮女孩，她有著和海鷗一樣孤獨無

畏、卻又沒有方向的命運。  

 

△佟仲良煞有介事地點了點頭，鐘慧雅不置可否，只玩味地看他一眼。空氣有幾

十秒的寧靜，一陣清風吹過，窗外開始有大朵大朵的柳絮飄進來，像是一場紛亂

流離的雪。 

 

鐘慧雅:叔叔，您有孩子嗎?  

佟仲良(沉默良久):有啊，和你一樣，也是個很漂亮的姑娘。  

鐘慧雅(面色一紅)她在哪讀書呢?還是已經工作了? 



佟仲良:她和你差不多大......在離我很遠的地方。相比我，她更親近她媽媽。(停

頓)我是個失敗的父親。  

鐘慧雅(沉靜溫柔):不見得吧。(停頓)雖然您和她相隔很遠，但是我能感覺到您很

愛她，您還有機會彌補。 

 

 

15、外景 燕華高中-走廊 夜 

△鐘慧雅回宿舍的路途中，手機鈴響。  

 

榮言(不徐不疾):如你所料，東西雖然用不同馬甲發的，但 IP 都是一個，位址我

發你手機上了，想怎麼處理是你的事。(停頓)不過，注意安全，鐘大小姐。  

 

△鐘慧雅目光停留在閃爍的手機螢幕上，看位址是一個破舊的老城區，面露疑惑。 

 

 

16、外景 香怡老房 日 

△她推開鐵銹遍佈、青苔肆意的小院鐵門，眉頭越皺越緊。  

 

鐘慧雅(試探):有人嗎？ 

 

△她走到大門，敲門卻無人應答。再用力敲，等了幾秒後一個厚重磁性的聲音透

過門板。 



 

佟仲良(低沉磁性):誰啊? 

 

△似曾相識的聲音，她沒有出聲，男人再問了一遍，邊問變開門。  

 

佟仲良(驚詫):鐘慧雅......你怎麼找到這裡來的?  

鐘慧雅(一字一頓):季雨萌的叔叔，我可從來沒有告訴你，我叫鐘、慧、雅 

 

 

17、外景 街道 夜 

△深夜裡，冷風中警車聲和救護車聲交疊在一起。  

 

妻子:別管我，先救芽芽，先救芽芽......  

 

△氣若遊絲的聲音在風中消散，取而代之的是跌坐在醫院的妻子聲嘶力竭的哭吼，

又過了一段時間，醫院的白色的牆壁開始變深變灰。 

 

 

18、外景 客廳 日 

△客廳裡，妻子平靜地遞給他一份離婚協議書。 

 

妻子:沒什麼好說的了，離婚吧 



 

 

19、外景 香怡老房-門 日 

△鐘慧雅眼神倔強，絲毫沒有讓步的意思，兩人在門又僵持了一會，佟仲良眼神

放軟，歎一又氣。 

 

佟仲良:先進來吧 

 

 

20、內景 香怡老房-客廳 日 

△客廳簡單樸素，燈光昏暗，牆壁上復古的鐘錶滴答滴答地走。 

△鐘慧雅坐在單人沙發上，身體只坐整個沙發的三分之一，身體高度緊繃。 

△佟仲良把裝著茶水的玻璃杯放在桌子上，杯子裡的水還冒著熱氣。佟仲良重重

地坐在沙發上，點燃一根煙又很快掐滅。他焦躁地轉著拇指的扳指。 

△靜默，如同過了一個世紀的靜默。 

 

佟仲良(克制情緒):事情就是這樣，我也很......很抱歉，沒想到會給你帶來 這麼

多痛苦，我真的想盡我所能彌補......  

鐘慧雅:為什麼，你告訴我為什麼!你那天為什麼喝酒?為什麼喝酒後還開車? 為

什麼開車不小心一點!?佟仲良，我媽生下我就死了，我爸一個人把我帶大，我從

小就他一個親人，他走了之後世界上再也沒有真心對我好的人了......  

 



△鐘慧雅情緒激烈，把滾燙的水杯用力砸在地上，杯渣碎了一地。她重重坐下。

身體痛苦地蜷縮在一起，渾身止不住地顫抖。  

 

鐘慧雅(斷斷續續):為什麼，那個死的不是你啊...... 

 

△隨著鐘慧雅負氣的巨大摔門聲，佟仲良跌坐在沙發上，又從沙發上滑落到冰涼

的地板上。他眼神空洞地望著電視櫃上擺放的家庭合照，從 3歲開始到，最後的

合照女兒定格 16歲，女兒在對著蠟燭許願，旁邊是給她戴壽星帽的妻子，滿臉

笑容。 

 

 

21、內景（四年前） 會議廳 日 

律師:還請您得饒人處且饒人，鐘先生說可以再加這個數。（他比了一根手指。） 

佟仲良:你覺得我他媽缺這一百萬! 

律師:不，是一千萬，佟先生，就算是刑法上最高的賠償費也未曾達到這個數。而

且據我所知，您違法經營的私人會所，貌似最近還存在大量的債務問題，鐘先生

認為這筆錢對您在物質和精神上都是不小的彌補。(停頓，加強語氣)並且，如果

您不請警方介入這樁事故的調查，如果不把這件事處理為酒後駕駛， 那麼您的

私人會所也可以受到同等待遇的保護。 

佟仲良:老子不在乎！ 

 

 



22、內景 香怡老房-佟仲良客廳 昏 

△他拿起酒瓶的手微微顫抖，喝酒，像頃刻間老了 10歲。他緊接著他拿起手機，

撥號。  

 

佟仲良(聲音喑啞):川子，之前說好的請我去泡澡，還算話嗎?對，就現在。 

 

 

23、內景 澡堂 夜 

△老川是整個武楠市酒店服務行業的老闆，這家洗浴中心正在旗下。兩人開了一

個單間。巨大的圓形浴池兩側分坐著佟仲良和川子，水汽蒸騰，佟仲良將雙臂搭

在池沿兒，疲態盡顯。  

 

老川(寬慰地):良哥，你也別太內疚，當年要不是他們欺人太甚，也不至於您出此

下策......酒駕撞死芽芽至少應該判三年，怎麼可能關六個月就出來了! 要不是當

時撞人的車司機是書記的親弟弟，當時車上還坐著書記，(冷笑)當年政策不完善，

讓他們一手遮天慣了，要換到現在，走法律途徑也一定能讓他 受到應有懲罰...... 

佟仲良:別說了。  

老川(沒聽到佟仲良的話):不過您當年真應該陪陪嫂子，她身體不好，又受到芽芽

走了的打擊，不然不會離開您呢去美國......  

 

△佟仲良靠在池壁一側，看著對面的老川嘴一開一合，不住地點頭，意識昏昏沉

沉。 



 

 

24、外景（四年前） 酒店地下停車場 夜 

△佟仲良潛伏在昌隆大飯店的地下停車場。 

△他摩挲著翡翠扳指，一邊看表掐著時間。十一點一刻，一個西裝革履的男人從

電梯又出現，後面跟著一個保安樣的人，兩人一前一後上了車，跟在後面的男人

坐在主駕位置。 

△佟仲良將車倒出庫後開始灌酒，隨後尾隨他們，在進入高速前的一段立交橋上 

猛踩油門向那輛車沖去。 

△轟的一聲，天轟地裂，天昏地暗。 

 

 

25、內景（四年前-三天后） 醫院 日 

△身負重傷的他在醫院裡徐徐轉醒，醫院裡電視機上播報著市委書記鐘立民及其

弟弟因搶救無效已經死亡的消息。 

△他艱難地動了動唇角，卻扯不出一絲笑意。 

 

 

26、內景 澡堂 夜 

△佟仲良墜入水中，巨大的水花讓睡意朦朧的老川猛然驚醒。他撲上前抓住佟仲

良的手臂，快速拍打著他的臉，佟仲良沒有任何反應。  

 



老川:來人啊，快打 120，有人溺水昏迷了，快......  

 

△佟仲良手上那枚晶瑩剔透的翡翠扳指從他手上滑落，慢慢沉入浴室水底，悄無

聲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