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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八年前…… 

“我们需要哈维·丹特。他正是哥谭极度渴求的人。”

警察局长詹姆斯·戈登站在法院门前的讲台后说道。他所说的

这位，不久前不幸殉职的地方检察官，就曾在这里起诉城中权势遮

天的黑恶分子，为法律和正义而奋斗。市长、市议会的议员们，以

及一众达官显贵满怀悲痛地站在一旁，缅怀着丹特的贡献。在黑色

葬礼花圈的围绕下，巨幅相片中的哈维·丹特潇洒英俊，他有着一

头卷曲的金发，刚强坚毅的下巴，以及迷人的微笑。哈维·丹特简

直是正义的化身，但戈登曾见过他的另一副面孔。戈登局长顿了

顿，然后继续说道：“他是个……英雄。他不是我们理所应得的英

雄，而是我们迫切渴求的英雄。即使在哥谭最黑暗的时刻，他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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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闪耀着光芒，他绝不逊于一位真正的骑士。我了解哈维·丹特。

我……是他的朋友。他对我们的激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戈登整了整讲稿，想赶紧说完从台上下去。

“我相信哈维·丹特。”

有些话堵在他喉咙里说不出口。但愿人们会认为，他只是情绪

过于激动罢了。人们绝无可能了解他此时此刻的真实感受。知道这

个秘密的仅有他和另一个人，一个为了保住丹特的遗产和名誉，而

放弃让自己成为传奇的人，一个戈登从未见过真面目的人。他才是

哥谭真正的黑暗骑士。

“他在看着这一切吗？”戈登一边想着，一边环顾人群。“他现

在身在何处？他还会出现在哥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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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东欧某地 

一辆越野车疾驰在崎岖的山路上，一路翻越无数人迹罕至的山

坡。在这一片灰茫茫当中，点缀着零星的翠绿，那是散布在贫瘠山

丘上的一丛丛散乱的矮树。越野车要赶在日落前抵达汇合点，也只

能不顾一切地向前疾驰了。和起伏不平的山丘一样，天空也是灰茫

茫的，流露出一股阴沉惨淡的气息，风的哀号声在周围荒凉的尖峰

和山谷中徘徊。越野车在这一切的笼罩之下颠簸行驶着。

“坏兆头。”列昂尼德·帕维尔博士心想。这位中年科学家紧

张地坐在中间座位上，身边是两个装备着自动武器、面目冷峻的

汉子。车的后排还坐着更多士兵，看管着三个一言不发、头上蒙

着头套的囚徒。在士兵们警惕的注视下，他们铐着手铐，一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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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地坐着。

帕维尔不自在地扭了扭身子，感觉自己更像囚徒而非乘客。他

焦虑地伸出一只手，揉了揉自己蓬松散乱的白发。被汗水浸湿的衬

衣紧紧地贴在背上。“我做得对吗？”他担心地想道，“万一我犯了个

大错呢？”

一些杂音渐渐传入了他的耳朵。正当他开始坚信自己不该接受

美国人的邀请时，越野车抵达了目的地—一个偏僻的机场，从这

里能俯瞰到一座被战火摧残的城市。远处，炮弹爆炸的火光依稀可

见，爆炸声正在周围荒凉的山间回响。刺耳的警报声响起，是武装

冲突的声音。这场冲突已经持续了几个月，这让帕维尔一下子想起

了自己为何会如此迫切地逃离这个国家，去寻找更安全、更文明的

居所。这里不适合他这样的高智商人才居住—再也不适合了。

越野车发出一声尖啸，旋即停住，守卫们将他推搡着下了车。

一架没有标识的涡轮喷气机停在跑道上，飞机旁边站着一个身着西

装、面无表情的男人，还有一小队武装护卫，他们正等着迎接帕维

尔。虽然那些护卫没穿制服，也没戴徽章，但帕维尔猜，他们应该

是美国的特种部队，很可能隶属于中央情报局的秘密特别行动部。

这支精锐的准军事部队精于破坏、暗杀、反恐、侦查，以及护送目

标逃离某地。刚刚才经历过九死一生的帕维尔，非常希望他们能保

障自己的安全。

越野车的司机将他朝西装男一把推了过去。“帕维尔博士？”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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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男微笑着伸出手。“我是中情局的。”他并没有主动报上自己的姓

名，即使他真的说了，帕维尔也不会相信。这位不知名的美国特工

将一个皮质手提箱递给越野车的司机，后者立马接了过来。手提箱

里的金额足以让司机觉得，冒险跑上这一趟也算值了。司机朝身后

比画了一下。

“不止他一个。”司机说道。

中情局特工看到了车后座上蒙着头套的几个人。他朝帕维尔皱

了皱眉。

“你不能带朋友一起来。”

“他们不是我的朋友！”帕维尔抗议道。千真万确，他希望离那

些戴头套的人越远越好。“你不知道他们能做出什么事来！”

“别担心。”司机对中情局特工说，“送他们来不收钱。”

美国特工满怀疑虑地盯着那几个囚徒。“我要他们做什么？”

“他们本来要劫走你的贵客呢！”司机幸灾乐祸地笑着解释道，

“他们是为那个雇佣兵工作的，那个面具男。”

中情局特工波澜不惊的冷漠面孔上掠过一丝兴奋。他更加仔细

地打量起囚徒们。

“贝恩吗？”

司机点了点头。

“带他们上飞机。”中情局特工迅速调整了计划，向手下命令

道。显然，这是个大好机会，他不愿错过。他从外套中掏出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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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道：“我来向上级汇报。”

帕维尔用力咽了咽口水。事情发展成这样，他不太高兴。一想

起自己刚刚被劫未遂，再想想那几个劫匪臭名昭著的头领，他就不

寒而栗。贝恩已经成为残暴的代名词，至少在这个地区是如此。若

不是民兵组织及时出手，他早已落入那个杀人狂的魔掌里了。

若是让他选，他一定会选择把贝恩的手下甩得远远的。

很快，飞机起飞了，为了躲避探测而在荒凉的山脉间低空飞

行。比尔·威尔逊特工确认帕维尔博士安稳落座后，便立即将注意

力放在了三个囚徒身上。他表面上冷静老练，其实心里正在为终于

要获得贝恩的可靠情报而狂喜。迄今为止，情报局每次竭尽全力

消灭，甚至试图拉拢这个声名狼藉的雇佣兵，都会遭到他的蔑视。

他们就连他奇特面具下的长相都搞不清楚。此人从头到尾都是个

谜—而且，杀人如麻。

“管他什么帕维尔。”威尔逊心想，“要是能抓住贝恩的尾巴，

那我就立了大功了，甚至还能升官。也许还能到华盛顿或纽约去 

当差。”

戴着头套的囚徒们跪在机舱门边，双手都别在身后，戴着手

铐。特种部队士兵们站在一旁看守着他们。威尔逊随手揪住一个 

囚徒。

“你们搅和我的行动，是想干什么？”他质问道。

囚徒紧紧地闭着嘴，一言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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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威尔逊心想，“咱们就按你们的风格来。”他本来也没指

望囚徒能主动交代。他从外套里掏出一把半自动手枪，将枪口抵在

囚徒脑袋上。囚徒畏缩了一下，但依然一声不吭。威尔逊决定再放

狠招。他提高音量，让三个囚徒即使戴着头套也能听清楚。

“我刚刚传给局里一份飞行计划，计划的人员名单上有我、我

的手下，还有这位帕维尔博士，而你们，只有一人名列其中。”

他猛地推开了舱门。冷风骤然涌入，风声尖利，就像人被折磨

时发出的惨叫。威尔逊抓住一根带子，好让自己站稳。他朝特种兵

们点点头，他们便抓起手边第一个囚徒，让他的身体悬在舱门外。

风蹂躏着囚徒的头发和衣服，威胁着要将他从士兵们的手中卷走。

在他身下几千米处，是丛林密布的山峰。

“第一个交代的可以留在飞机上！”威尔逊顶着风声喊道。他给

手枪上了膛。“说吧……是谁花钱雇你们绑架帕维尔博士的？”

三个囚徒依旧沉默。贝恩的爪牙还真是忠诚—威尔逊不得不

承认。他必须再逼紧一点。

“看来得小小使个诈了。”威尔逊心想。

他朝机舱门外开了一枪，突兀的枪声穿透了风的哭号。特别行

动部的士兵们将那个顽固的囚徒一把拽回了机舱，不等他发出声音

就给了他一闷棍。按理说，另外两个囚徒应该会以为他们的同伙已

经死了，并且被扔了出去。

这一招或许能让他们松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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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飞的姿势可真难看。”威尔逊撒了个谎，“还有谁想试试？”

特种兵们抓住第二个蒙着头套的囚徒，训练有素、干脆利落地

将这个劫持犯悬在舱门之外，悬在高山之上。高空坠落的恐怖，足

以让任何人心惊胆战。

“告诉我贝恩的事！”威尔逊命令道，“他为什么要戴面具？”

回答他的只有呼啸的风声。

沮丧的威尔逊只好将枪口抵在第二个囚徒的脑袋上。他快要对

这帮拒不交代的顽固分子失去耐性了。他们以为他在闹着玩吗？他

再次给手枪上好膛，但……还是无人开口。

“不过是收钱办事，你也未免太忠诚了！”

“也许。”另一个声音打断了他，“他只是在纳闷，既然要把他扔

出飞机，何必先开枪打死他呢。”

这个含糊不清的声音来自第三名囚徒。他看起来比那两个人更

加高大健壮，黑色的皮夹克和褪色的作战服也遮盖不住他鼓起的肌

肉。他有着几乎能媲美职业摔跤运动员的壮硕体格，尽管戴着头

套，也依然高昂着头。

威尔逊松开第二个囚徒，示意士兵们把这毫无用处的家伙拖回

来，然后关上舱门，将呼啸的风声挡在门外，方便接下来的审问。

这次总该能撬出一些线索了。

“你倒挺聪明，嗯？”他仔细打量着这个囚徒，“好歹你愿意沟

通。你们是什么人？”



9

“我们只是无名小卒。”男人回答道，“我们是你们脚下的尘土。

在我戴上面具之前，没人关心我是谁。”

“哇哦。”这个答案让威尔逊猝不及防。一股兴奋和恐惧的情绪

混在一起让他心跳加快。“我没听错他刚才说的吧？”

威尔逊小心翼翼地走到那名囚徒身边，屏住呼吸，然后一把扯

下他的头套，头套下露出了一张诡异的面孔。威尔逊一眼就认出了

这张脸，他在很多间谍照片和战斗影像中见过。这张脸—以及这

个面具—在地球上各个尸横遍野的角落里，都代表着最恐怖的 

噩梦。

他长着一双炯炯有神的黑色眼睛，眼睛下是一张可怕的深蓝色

面具。这张面具遮住了他的半张脸，裹住了他的鼻子、嘴，还有下

巴。面具的主要材质是橡胶，上面镶着一些金属部件，一条厚带子

从他光秃秃的脑壳上垂直延伸至双眉之间，固定住了面具。他嘴上

戴着一个类似呼吸器的装置，上面盘绕着两排螺旋状的金属通气

管。这让他的脸有点像骷髅头。那两排通气管顺着面具边沿绕到他

的脑后，各自连接着一个小型容器。他的呼吸伴随着嘶嘶的声音，

敏锐的眼中没有一丝恐惧。他的语气十分冷静，带着十足的自信。

“我们是什么人不重要。”贝恩说，“重要的是我们的计划。”

威尔逊被他戴着的这个类似专业防毒面具的精巧装置吸引住了。

这个呼吸器究竟是贝恩装腔作势的道具，还是维持生命的仪器？威

尔逊指了指呼吸器：“如果我把这玩意儿摘下来，你会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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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让人非常痛苦。”贝恩回答。

“那太好了。”威尔逊心想。他可不会同情这个残忍的雇佣兵。

贝恩是个坏蛋，他活该受苦。“你这么大块头也会疼啊。”

“我指的是你。”贝恩说得更清楚了。

威尔逊背上腾起一股寒意，但他尽力不表露出来。在审问过程

中占据主导地位非常重要。

“被抓住也在你的计划之中吗？”

“当然。”贝恩说，“帕维尔博士拒绝了我们的邀请，转投了你

们。我们得弄清楚他是怎么跟你们说我们的。”

“我什么也没说！”那位科学家在自己的座位上喊道。他听起来

吓坏了，显然贝恩的出现令他大惊失色，尽管这个雇佣兵正被牢牢

看押着。帕维尔恐惧地瞪大双眼，用类似求饶的语气疯狂地大喊：

“我什么也没说！”

威尔逊没有理会帕维尔歇斯底里的叫喊。

“你为何不直接问他？”他说着，朝科学家的方向撇了撇脑袋。

“他不会告诉我们的。”

“可你们有的是手段。”威尔逊说。

“对他使手段？我得让他健健康康的。”贝恩解释道，“对你们就

没这个顾虑。”

这个人底气太足，让人不安。威尔逊放声大笑—主要是给他

的手下打气。突然，两人头上传来一阵低沉的隆隆声，威尔逊不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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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抬头往上看。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和飞机的引擎声混杂在一起，震

颤着机身。

“打雷了？但天气预报没说会有暴风雨。”

一架大型运输机正从上空逼近，它比这架小型涡轮喷气机大了

好几倍。两架飞机越来越接近，已经到了十分危险的程度。运输机

暗淡的灰色外壳上没有任何能表明来历的标志。它垂下一条坡道，

四个人拴着绳子从上面跳了下来，两个瞄准了飞机左侧，两个瞄准

了右侧。他们荷枪实弹，蓄势待发。

此刻隆隆声越来越响。飞机受气流影响上下颠簸，突然猛地向

一侧倾斜过去。威尔逊挣扎着保持住平衡。他与特种部队的队长罗

德里格斯中士交换了一个迷惑的眼神，中士随即走到机舱内的一扇

小窗户前，向天色渐暗的窗外张望。

“长官？”

威尔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他也不打算让贝恩看出这一点。

他还得接着审讯。

“好吧，那祝贺你。”他嘲笑道，“那你伟大计划的下一步是什 

么呢？”

“让这架飞机坠毁。”贝恩慢慢站起身，“不留活口。”

突然，一个全副武装的人出现在机窗外几千米的高空中。一名

守卫在震惊之余，迅速将枪口对准窗户，但还是晚了一步。枪声大

作，飞机两侧的两名狙击手透过窗户同时朝飞机内部开火。窗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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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打得粉碎，威尔逊的手下纷纷倒地。机舱内鲜血四溅，一团混

乱。死亡成了这段航程的终点。

“不！”威尔逊心想，“怎么可能出这种事！事情都应该在我的

掌控之中！”

窗外的另外两人将金属抓钩牢牢地挂在飞机的外壳上，用工业

级强度的粗重绳索将两架飞机连在一起。固定好之后，其中一个人

向大型运输机的机组人员发出信号。强力的起重机随即启动，将小

型喷气机的尾部拽了起来。隆隆作响的起重机拉扯着任人宰割的小

型喷气机，将它头朝下吊在运输机的下方。

整个机舱几乎呈九十度角倾斜，中情局特工和他的手下彻底

失去了平衡。没有固定起来的行李装备和机体碎片纷纷飞向机首 

方向。

中情局特工抱紧椅子，试图避免下滑，但死伤的士兵们只能顺

着颠倒的机舱纷纷坠下，越过帕维尔博士摔了下去。帕维尔博士依

然被安全带牢牢地绑在座位上。这位陷入狂乱的科学家试图给这场

出人意料的灾难理出个头绪，然而事情发展得实在太快了。

“我就知道。”他绝望地想，“我根本不该逃跑。我逃不掉的，不

可能从贝恩手里逃掉。”

似乎只有贝恩早已准备好应对飞机突如其来的颠倒。他向前倾

身，用粗壮的双腿夹住旁边的椅背，然后用双手揪住中情局特工的

脑袋。他手上依然铐着手铐，但这并不妨碍他像撕开糖果包装袋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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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轻而易举地扭断了特工的脖子。

这场不为人知的行动失败了，失败在遥远的异乡。

贝恩把尸体当作武器朝一个年轻士兵扔去，士兵砰的一声重重

地撞在驾驶舱门上，瘫软在地。帕维尔不知道他是死了还是昏了过

去。但那其实不重要—他已经吓得六神无主，都不知道自己能不

能幸存下来，更别提去关心那个不走运的美国大兵了。

“贝恩为了拿到他想要的东西，会把我们都杀光。”

他望向机舱前部，现在那儿成了飞机的底部。这架飞机此刻就

像一辆不会停止的过山车。帕维尔被重力拖住了，他用双脚抵着前

面座位的椅背，试图挣脱它的控制。

飞机猛烈地颤抖着—它正在空中解体。帕维尔能感觉到地

板、座位，以及他自己的背上，都传来了天崩地裂的震动。虽然他

是物理学家，不是航空工程师，但就连他也知道，这架飞机快撑不

住了。

狂风从破碎的窗口涌进来。他透过碎掉的玻璃眼睁睁看见右机

翼脱落出去。飞机骤然向一侧倾斜。

“完了。”他意识到，“我们都要死了。”

舱外的四人朝悬吊着的机尾爬去。他们目的明确，行动迅速而

高效。另一侧的机翼也脱落了，直直地坠向耸立的山顶。残破的机

翼撞在山上，撞成一团烟尘和碎片。

那四人加快了动作。他们将炸弹安装在机尾上，确认万无一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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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便纵身一跳，拴着绳索荡离了飞机……

贝恩轻而易举就挣开了手铐，好像那是便宜的塑料玩具一样。

他解开箍在椅背上的双腿，稳稳地跳落在机舱地板上，身手惊人

地矫健。他顶着强风翻身穿过机舱，猿臂长伸，牢牢地揪住动弹

不得，只能随着机舱下坠的帕维尔博士。贝恩很清楚自己在做什

么—也知道自己要什么。

帕维尔惊恐地瞪圆了双眼。

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响起，机舱后部的舱门被炸掉，差点把帕维

尔吓出心脏病。呛人的白色浓烟立刻充斥在机舱里。贝恩的手下系

着绳索跳进这一片浓烟之中。帕维尔心惊胆战地看着这一切，不知

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贝恩来这里到底是要杀他—还是要救他？

一件重物慢慢地被吊着送进了机舱。帕维尔看出那是个裹尸

袋。贝恩将裹尸袋放在帕维尔旁边座位的椅背上。“这是给我准备

的吗？”科学家心想。

随后他发现，这个不祥的黑袋子里已经装了一个人。贝恩拉开

拉链，里面是一个陌生人，但他和帕维尔有些神似。帕维尔慢了半

拍才意识到，此人无论体型还是年龄都和自己相仿，也有着黝黑的

肤色和一头蓬乱的白发。就连两人的面孔都有几分相像。

“我不明白。”他心想，“这是要干什么？”

贝恩没有花时间去解释。他撕开帕维尔的衣袖，从自己的夹克



1 5

内兜里掏出一根长长的医用橡皮管，橡皮管的两端分别插着一根空

心的针头。贝恩牢牢钳住帕维尔的胳膊，摸了摸他凸起的血管。

“等等。”帕维尔心想，“不要……”

他的心声没起作用。贝恩将针头扎进了他的胳膊，动作娴熟，

一针就刺入了血管。帕维尔疼得龇牙咧嘴。他向来讨厌扎针。

“你要干什么？”

贝恩轻轻按压扎进去的针头，然后将橡皮管另一端的针头插进

尸体的胳膊。暗红色的血液从博士体内流向裹尸袋里的死人。帕维

尔惊恐而又困惑地看着贝恩不断按压那个死人的胸膛。“他要把我

的血抽到那具冷冰冰的尸体里。”

科学家感到胃里一阵难受。

输了差不多半升血之后，这场恶心的输血结束了。贝恩拔出帕

维尔胳膊上的针头，然后示意帕维尔按住针眼，免得血流出来。

与此同时，一名全副武装的雇佣兵给先前被俘的同伴们摘下了

头套，然后给第一名囚徒系上了缆绳。缆绳上升，紧紧拴在一起的

两人一同被吊出了机舱，没一会儿，就从帕维尔的视野中消失了。

“其实还有活路。”帕维尔意识到。或许他还有希望—如果贝

恩不打算先对他下手的话。“我得在飞机坠毁之前赶紧逃出去！”

第二名囚徒也解开了束缚，开始给自己系上缆绳。

贝恩摇了摇头。

“朋友。”他温和地说道，“残骸中得有一个我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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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理解地点了点头。他一句不乐意的话也没有说，就将救

命的缆绳从自己身上解下。他朝贝恩挪了过去，握住了贝恩的胳

膊，眼中闪烁着虔诚信徒一般的热切光芒。

“我们点燃燎原之火了吗？”他问道。作为回应，贝恩用力握住

他的手。

“火已经燃起来了。”

显然，他得到了满意的答案，于是将缆绳交给了贝恩。贝恩将

这条缆绳紧紧拴在帕维尔身上，确定捆结实了之后，又摸出了一把

刀子。这刀可能是他从同伴身上拿的—也可能是从某个被干掉的

美国大兵身上拿的。帕维尔盯着寒光闪闪的刀刃，想象着它划过自

己喉咙的感觉，不由得感到窒息。但贝恩只是割断了帕维尔座位上

的安全带，让他解脱了出来。

重力攫住了帕维尔，他终于向下跌去。他惊慌地甩动着四肢，

想在撞上机舱底部之前抓住些什么。

“救命！”他心想，“我要摔下去了！”

他们都离开了座位，悬在一片混乱的半空中，脚下两三米的地

方是驾驶舱，还有堆在舱门的尸体。机舱里到处都是烟雾和鲜血。

帕维尔心想，飞行员现在应该还在徒劳地挣扎，试图重新控制住这

架失去机翼的飞机吧。乱飞的碎片和烟尘扑面而来，他依然因为刚

才的爆炸而耳鸣，双腿也无力地在半空中乱晃。

贝恩掏出一个小型手持引爆器，盯住帕维尔的双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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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定，博士，现在还不到害怕的时候，待会儿才是。”

他按下按钮，风的怒吼掩盖住了按钮发出的咔嗒声，但掩盖不

住那条连接中情局飞机和大型运输机的钢缆被炸断的声音。一瞬

间，整个机舱掉了下去，坠向他们身下几千米处的高山。那个自愿

牺牲性命的人，与这架飞机的残骸、飞行员还有死尸们一道，葬身

于此。

帕维尔心惊胆战地看着飞机残骸从他们脚下坠落。失去机翼的

飞机一头撞上陡峭的山坡，迸起一片残骸和碎石。飞机的燃料箱着

火了，引发了一场剧烈的爆炸。残骸之上，烈火腾起，浓烟弥漫。

当他发现自己正被悬空挂在万丈高空中，列昂尼德·帕维尔，

这位著名的科学家兼工程师，不由得惊恐地放声尖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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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维·丹特日’也许不是我们历史最悠久的节日。”安东

尼·加西亚市长讲道，“但却是我们最重要的节日之一，因此我们

今晚共聚于此。哈维·丹特不屈不挠地与犯罪组织做斗争，不容置

疑的是，正是八年前他的牺牲，造就了现在这个更安全的哥谭。”

他的身后矗立着丹特的巨幅照片。

月光洒满大地，一众社会名流聚集在韦恩庄园的院落中。这些

衣着光鲜的男男女女代表着哥谭的精英阶层，他们相互交谈，同时

也不失礼貌地聆听着市长的演说。明亮的灯光驱散了这座经过重建

的哥特式大宅所投下的阴影，如今，谁也看不出来这座豪宅曾在数

年前被烧成焦土。

女士们身着精心设计的长裙，身上昂贵的首饰闪闪发光；男士



2 0

们身着裁剪得体的西服或晚礼服，簇拥着女士们。香槟酒杯发出清

脆的碰撞声，侍者们穿梭往来，添酒加茶。这是个美妙的秋夜，天

气清爽宜人。

“我们的城市见证了历史性的转折。”台上的市长继续说道。他

身材偏瘦，头发乌黑发亮，有一张十分上镜的好皮相。这是他在多

年的仕途中锻炼出来的。“没有哪座城市能杜绝犯罪，但是我们这

座城市已经根除了犯罪组织。这得归功于《丹特法案》，它为执法

部门打击黑恶势力提供了有力支持。”

“现在竟然有人说应该废除它。我要对那些人说……在我的任

期内，绝不会废除《丹特法案》！”

回应他的是一阵热情的掌声。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是城市风气逐

渐好转的受益者。大家又能毫无后顾之忧地在哥谭进行投资，并且

期待着可观的利润。几乎所有人都相信市长能够再次赢得竞选，三

届连任。

“我要感谢出资举办这场活动的韦恩基金会。”他谦逊地接受了

掌声，继续说道，“听说今晚韦恩先生无法莅临现场，但我相信他

的精神与我们同在。”

警察局长吉姆·戈登独自坐在离讲台不远的一个吧台上，心

想：“或许他比我们想象中离得还要近。”他年近六十，曾在芝加哥

当过警察，有着泛灰的棕发和一撮小胡子。

他疲倦的蓝眼睛从一副牛角框眼镜后向外张望，扫视着宏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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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石宅邸，发现上层阳台上有一个孤零零的人影正盯着下面的庆

典。那个人沉默地肃立着，若有人看到他，说不定会把他当成烟

囱，或一尊石像鬼雕塑。但戈登一眼就能认出，这是一个潜伏者。

他猜，这个潜伏者就是眼前这座豪宅的主人。

“现在，我要把话筒交给一个更重要的人。”市长说道，把戈登

的注意力从阳台上那个孤单的人影上拉了回来。这位局长的心沉到

了谷底，他多希望有时间再灌杯烈酒振奋一下精神。他心情沮丧，

笨拙地翻着面前的一摞纸，又看了一遍自己手写的讲稿。讲稿上的

每一个字都倾尽了他的心血，但他仍不确定自己是否有勇气把它们

大声读出来。

戈登打起精神，准备面对即将到来的一切。

“我真的要这样做吗？”他质问自己，“这么多年了，终于要面

对这一切了吗？”

“局长。”

一声热情的呼唤打断了他的思索。戈登抬起头，看到拜伦·吉

利议员推开人群，正朝自己走来。看着议员通红的脸，戈登猜他肯

定已经喝了一两杯……或者三杯了。吉利议员身材矮壮，脸颊带

着健康的红润。他剪个头发花的钱可能比一个巡警一周赚的钱还 

要多。

“议员。”

吉利瞧了瞧周围广阔的场地。这里到处都是修剪整齐的草坪和



2 2

花园，精致的喷泉和雕塑点缀其中。每年庆典都会在这里举行。

“你在这儿瞧见韦恩了吗？”

戈登觉得还是不提阳台上那个人影为好。他摇了摇头。

“这么多年了，谁也没见过他。”一个声音插了进来。

副局长彼得·弗利来到吧台，加入他们的对话。他是一位新

秀，虽然比戈登年轻五岁，但已经在城里建立了名望。他衣冠楚

楚，全身打理得整洁雅致，还有着一头尚未被岁月浸染的浓密棕

发。他身上的定制西装比戈登讲究多了，而戈登对出席这种场合并

不上心，衣服已经起皱了。

戈登低头看了看自己的着装，不由得露出苦笑。以前，他的妻

子总会让他在正式场合打扮得非常得体，现在就不一样了。

市长的声音从讲台上传来。

“他能告诉你们过去的生活有多么暗无天日。”市长还在继续，

显然不打算这么快就让出聚光灯下的位置，“那时，这座城市深陷

于犯罪和腐败之中，人民曾寄希望于一个穿斗篷、戴面具的暴徒。

可这个暴徒暴露了本性，辜负了这位伟人的信任。”说着，他转身

面对丹特的巨幅彩色照片，“还残忍地杀害了他。”

吉利没有听市长的演说，他看见一个漂亮的侍者托着一盘开胃

菜走了过来，不禁咧嘴一笑。那侍者穿着黑色的女仆装，系着白色

围裙，戴着套袖和领圈，一头褐发，苗条的身材展露无遗。议员粗

鲁地伸出手拍了下她的臀部，她一下子僵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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