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遠離城鎮的深山中，大片樹林覆蓋了整個山頭，山勢高低起伏，一條狹窄但還算

平坦的盤山山路蜿蜒曲折，一支長長的隊伍浩浩蕩蕩前行著…… 

騎著馬走在隊伍最前頭、身後背著弓箭的凌繼修頭頂上方突然響起一聲不知名的

鳥叫聲，他漠然地抬頭看了一眼，一隻鳥飛了過去，頭頂茂密的枝葉將陽光擋掉

了七八分。 

現在已是盛夏時節，但山中較平地清涼不少，尤其早上霧氣尚未完全散去，行進

中還能讓人感到一絲涼意。 

凌繼修領著隊伍，緩慢而有序的前進，目光不時梭巡四周就好像是在警戒著什麼。 

沒過多久，前方有個人飛奔來到隊伍前，恭敬的單膝跪在凌繼修面前。 

「將軍，前面一切正常，未發現有人出沒。」 

凌繼修嗯了一聲，看著前方還彌漫著白色薄霧的山路，對身邊的副將低聲道：「謹

慎前進。」 

「是！」 

凌繼修會來到此處，全是因為皇帝的命令。 

龍頭山是彭城方圓百里之內最大的山，整個山脈綿延盤踞，有些地方陡峭險峻，

山谷深不可測，山中有泉有湖，古樹成林，各種珍奇鳥獸藏匿其中，可謂是座難

得的寶山。 

不知道哪一天，這座寶山上突然出現了一夥土匪，他們佔山為王，搶劫來往的行

人商隊，掠奪金銀無數，偏偏因為龍頭山的廣袤，躲藏在山林中的土匪彷彿是落

入湖中的雨滴一般，誰也找不著，地方官府拿他們是束手無策。 

原本這事也輪不到遠在京城的凌繼修來管，只是前些時日當今天子作了個夢，夢

到一條龍被網子纏住了龍頭，在雲中掙扎著。 

皇帝認為，這是上天給他的某種提示，便在早朝時將這個夢告訴了大臣，問此夢

何解？ 

眾人面面相覷，不知如何做答，直到有人提了一句— 

離京城數百里之外，有個地方叫龍頭山，據說山上正在鬧土匪…… 

於是，因為皇帝的一個夢，龍頭山上的土匪便成了靶子，皇帝當即下令派兵前往

剿匪，而這任務便落到了凌繼修頭上。 

說起凌繼修，在京城可謂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凌繼修出身名門，祖父、父親及叔伯皆為當朝大將，他自小學武，擅長騎射，少

年時跟隨父親叔伯到邊關，在戰場上受過歷練，更是練就了一手百步穿楊的本

事，回京之後入朝為官，可謂一路平步青雲，年紀輕輕便已經是羽林軍的將軍之

一，成為皇帝的親信。 

此次，凌繼修奉皇命帶著上千精兵來龍頭山剿匪，驚動了附近大大小小的官員。 

彭縣縣官帶著大小捕快，和山下村子裏幾個熟悉山中情況的村民一同上山給凌繼

修帶路。 

「凌大人，再往前就是陳沐城的地盤了……」身材稍顯肥胖的縣官穿著官服，拿



帕子擦著汗，騎著一匹略微矮小的馬跟在凌繼修身後。 

他的馬不如凌繼修的，好不容易才趕上來，從上山之後，他一路上都是戰戰兢兢

的。 

「您要小心些，陳沐城可不是好惹的。」 

凌繼修不說話，一手扯著韁繩緩緩前行，目不斜視。 

陡然一陣風颳過，吹得樹葉沙沙作響，縣官彷彿受了驚似的左右張望著，汗流得

更厲害了。 

他拿帕子在臉上胡亂擦了一通，又趕著馬追上凌繼修，「那陳沐城陰險狡猾，詭

計多端，殺人不眨眼，更是有百步穿楊的本事……」 

這回凌繼修終於有反應了，眉梢一挑，有些諷刺地笑了一聲，「百步穿楊？」 

「呃……」縣官意識到自己好像說錯話了。眼前這位凌大人也是有名的神射手，

怕是不滿一個土匪也能被拿來跟他相提並論。 

「下官魯莽，下官失言了……不過，這陳沐城能占山為王，帶著一群土匪橫行這

麼久，的確是有些本事的……但如今大人您來了，定能一舉將他擒獲！」縣官諂

媚地笑著。 

廢物！凌繼修心中不快，連一群窩在深山老林裏的土匪都解決不了，還要讓他一

個羽林軍統領出馬，更令人惱火的是，從縣官到村民都對那土匪頭子極為忌憚，

還一個勁兒的說他怎麼怎麼厲害，這樣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是要如何打勝

仗？ 

陳沐城……凌繼修瞇起眼心中冷笑一聲，他倒要看看，這個讓人聞風喪膽的男人

是不是有三頭六臂！ 

懷著這樣的心思，凌繼修又領著隊伍在山中行進了近兩個時辰，進得越來越深，

四周也越來越安靜，地勢漸漸陡峭，馬匹幾乎難以通行，隊伍行進時的聲響越來

越清晰，氣氛越是壓抑。 

眼前已經不是平時行人來往的必經之路，但因為陳沐城一幫土匪躲藏於深山中，

他們必須另闢蹊徑，尋找他們的藏身之地。 

縣官和那幾個帶路的村民已經落到了隊伍後頭，對他們來說陳沐城可能隨時會帶

著手下從樹林或者草叢裏殺出來，到時能避多遠就避多遠，可不想在前頭當靶子。 

這時凌繼修抬起手示意隊伍停下，他看了看四周，這裏的樹枝葉更為茂密，將陽

光幾乎擋了個嚴嚴實實，如果到了夜裏，那必定是伸手不見五指的。 

他微微蹙眉，走了幾個時辰，連個人影都沒瞧見，派出去的斥候也沒有特別發現，

再這樣漫無目的地找下去不知要找到幾時……雖然現在還沒過午，可他們必須加

快腳步，天黑之後形勢便對他們不利了。 

思量至此，凌繼修命令幾個人爬到樹上查看周圍是否有房舍，或是任何異常，也

許就能順藤摸瓜找到土匪的大本營。 

於是幾名士兵分別爬上周圍幾棵大樹，一番查看之後紛紛回道，除了樹和湖之外

什麼也沒有看到。 

凌繼修皺眉，思考著一群土匪能藏身在哪裏？ 



龍頭山這麼大是真的不好找，但照理來說，他們不該躲到太深山的地方，不然要

打劫個路人還要跑上幾個時辰，不是太費功夫。 

這時樹上幾名士兵一個個下來歸隊，然而其中一個下到一半的時候，突然一聲慘

叫，直接從樹上跌落下來。 

凌繼修愣了一下，此時有人喊了一聲，「統領，他中箭了！有人放冷箭！」 

那名士兵躺在地上，小腿上中了一箭。 

眾人一路行來，精神本就緊繃，這一喊彷彿是在水中投下巨石，有人騷動起來，

馬也不安了，馬蹄不斷踩踏地面…… 

「冷靜！一枝箭就嚇破你們的膽了嗎？」凌繼修冷喝一聲。 

凌繼修積威甚深，又十分沉著，下屬們很快就安靜下來，就連縣官及所領捕快雖

然惴惴不安，也不敢再亂。 

凌繼修面容沉凝，看了一眼那枝箭之後，又回想了下中箭士兵本來所處的方位，

便確定箭是從哪個方向射過來的，立時架起弓稍稍側過身，從掛在馬背上的箭筒

裏抽出一枝箭搭在弓上，聚精會神地盯著樹林深處，一息之後鬆開了手，「嗖」

一聲，箭瞬間射向林中。 

那枝箭擦過樹枝葉片，彷彿長了眼一樣避開了重重阻礙，筆直的襲向某人…… 

電光石火之間，陳沐城歪頭一閃，鋒利的箭頭從他耳邊擦過，「篤」一聲釘在了

他身後的樹幹上，驚起樹上數隻鳥雀。 

陳沐城的手下全愣住了，反應過來之後，不知道誰大聲喊道：「白羽箭……是羽

林軍！」 

這回換土匪們騷動起來，嚷嚷著說沒想到來的居然真的是羽林軍，有些說直接殺

過去，有些則說先回去商議對策，最後所有人都看著他們大當家的。 

陳沐城卻沒有動，眼角餘光瞥了一眼深深釘在樹上的箭，這箭確實是傳言中羽林

軍用的白羽箭，而要是自己閃得再慢一點兒，說不定一隻眼睛就沒有了。 

有意思……陳沐城舔了舔嘴角，瞇起眼盯著前方箭射來的方向。 

他對射這枝箭的人感興趣起來了，真是好箭法，又準又狠。 

「走！」他喊了一聲，「先去會一會羽林軍們！」 

一眾人嗷嗷叫了起來，如同群狼下山，要將獵物撕得一乾二淨。 

他們熟悉這山上的每一條路、每一棵樹，甚至是每一塊石頭，對別人來說龍頭山

是個險惡之地，但對他們來說，就像是自家的後花園一樣。 

在他們的地盤上，他們怎可能會輸？ 

陳沐城與凌繼修雙方其實離得已經很近，只是他們熟悉地形，藏匿的位置讓人無

法找到，反倒可以看見上樹查探的士兵，陳沐城才射出了那一箭，而在陳沐城手

下那些土匪發出各種怪叫的時候，凌繼修這邊無疑也聽見了。 

在凌繼修看來那是赤裸裸的挑釁，他冷笑一聲，帶著隊伍朝著叫聲傳來的方向過

去了。 

陳沐城站在一棵大樹的枝頭上，茂密的枝葉幾乎將他整個人掩藏起來，他拿著之

前打劫一支商隊時弄來的西洋望遠鏡，找了一會兒之後，終於看到了走到一片開



闊處的軍隊，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騎著馬、背著弓走在前頭的男人。 

一身戎裝，氣宇軒昂，看年紀不過二十出頭，長得……嘖嘖。 

這時坐在他下方一根粗樹枝上的人說：「大當家的，走在前面身上背著弓的那個

應該就是凌繼修了。」 

陳沐城放下望遠鏡朝下看，「你知道他？」 

「聽說過他的名號，說是羽林軍裏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將軍，箭法了得。」 

凌繼修，羽林軍裏最年輕的將軍、箭法了得，短短的介紹，已經將陳沐城的好奇

心完全勾了起來。 

他揚起了嘴角，又拿起望遠鏡，但這時已經看不見凌繼修了。 

緩緩放下望遠鏡，陳沐城想了想，說：「告訴大夥兒，慢慢靠上去，不要輕舉妄

動。」 

「好哩！」坐在樹枝上的人俐落地跳下了樹。 

此時凌繼修他們又進了一片樹林，這片林子沒有之前的那麼密，陽光從枝葉縫隙

中透下來，形成一條條光柱…… 

凌繼修眼觀四面、耳聽八方，他知道，那些土匪離他們越來越近，說不定什麼時

候就會突然冒出來…… 

走了沒一會兒，他抬手示意身後的隊伍停下來，然後叫來了副將，低聲道：「暫

時停下，告訴大家小心些。」 

副將愣了一下，隨後點頭，「是。」 

凌繼修看著前方樹林，很快，樹叢裏傳來細微的聲響，他將手緩緩放在了箭上，

但跳出的是一隻兔子，牠左右看了看之後，蹦蹦跳跳地走了。 

凌繼修吁了口氣，將手收了回來，然而就在這一瞬間，一枝箭從樹林裏直直朝他

射過來…… 

雖然察覺了，但他慢了一拍，在他反應過來躲閃的瞬間，那枝箭擦過他頭頂，一

頭烏黑長髮瞬間散了開來……紮頭髮的黑色頭巾則被箭釘到了他身後的樹上。 

「將軍！將軍您沒事吧？」副將急忙過來詢問。 

搖了搖頭，凌繼修說了句「沒事」，然後回頭看了一眼被釘在樹上的頭巾。 

這一箭來勢洶洶，與剛才他射的那一箭相比……簡直像是以牙還牙。 

這麼說來，剛才他射出去的那一箭可能也射中了什麼，或者說是差點兒射中了什

麼。 

凌繼修表情漸冷，在心裏冷笑了一聲。看來，他還真有點兒小看這群土匪了…… 

有人上前將釘在樹上的箭拔了下來，將頭巾雙手捧著送還給凌繼修。 

凌繼修三兩下將頭髮隨意地束起來，然後兩腿一夾，扯動韁繩喝了一聲「駕」，

就騎著馬朝剛才箭射過來的方向奔了過去。 

副將回頭朝士兵大喊，「快跟上！」 

騎著馬跑了不過百步，凌繼修猛一扯韁繩讓馬停下，不遠處有數十人擋在前面，

好像是專門在那裏等著他們的。 

會這麼張狂的，也就只有這龍頭山上的土匪了。 



而其中有個男人特別引人注意，他一身黑衣，身形高大，四肢修長，頭髮凌亂而

隨意地束起垂在胸前，顯得更加落拓，嘴邊還銜著一根長長的草，有一下沒一下

地晃著…… 

羽林軍陸陸續續跟了上來，凌繼修沒有理會，目光停留在那個男人身上，仔細打

量著，直覺此人就是這群人的領頭。 

而陳沐城同樣也在打量著凌繼修，從頭到腳。 

從用望遠鏡看到凌繼修的第一眼，他就想這位年輕的羽林軍統領長得還真是……

招人，如今靠近了看，更是好看。 

這樣一個美人竟然是帶兵剿匪的主將，此時看他的眼神還透著一股殺氣，正好，

他就喜歡有脾氣的美人兒。 

陳沐城勾起嘴角，眼中笑意越來越濃，絲毫沒有要被圍剿的危機感。 

兩人四目相對，誰都沒出聲，但眼神緊緊膠著在一起，簡直要閃出火花。 

兩個首領不出聲，其他人也不好行事，不知道接下來要怎麼辦，只能大眼瞪小眼

地看著對方。 

最後，是凌繼修先開口— 

「你就是陳沐城？」他的聲音中帶著一股與生俱來的高傲。 

聲音也好聽啊……陳沐城笑了一聲，吐掉了嘴裏的草，「是，我就是陳沐城。」

說完，他又故意問：「閣下是？」 

凌繼修沒回答，又從頭到腳細細打量了一下眼前的男人。說實話，這個土匪頭子

完全沒有他印象中的土匪樣子。 

陳沐城身材高大，比凌繼修還要高一點兒，穿著一身黑色短打，腰上紮著青色腰

帶，隱約可見手臂及胸口的肌肉，腳上一雙黑色的靴子，沾著不少泥土。 

這一身衣物著實普通，甚至像是莊稼漢的打扮，但穿在陳沐城身上卻有股隨性灑

脫的味道，與這山林相得益彰。 

等了半天沒聽到凌繼修回答，陳沐城也不在意，笑咪咪地又問：「如果沒猜錯，

大人你就是羽林軍的將軍—凌繼修吧？」 

凌繼修微微一挑眉，「你認得我？」 

「凌大人的大名如雷貫耳，早傳到我們這荒山野嶺了，連山上的野豬、野狼都知

道。」陳沐城嬉皮笑臉地說。 

知道對方是在揶揄自己，凌繼修皺了皺眉，不想再多費唇舌，但又忍不住問了一

句，「剛才那一箭是你射的？」 

陳沐城卻反問：「是你先射了那一箭？」 

果然是以牙還牙！凌繼修面色一冷，仍沒回答他，「你既然知道我是誰，就應該

知道我是來幹什麼的。」 

陳沐城卻不接話，自顧自地道：「凌大人千里迢迢來到龍頭山，我這當主人的怎

麼說也得好好招待一下。」 

「主人？」凌繼修冷笑一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一個攔路搶劫的土匪也敢

自稱是這裏的主人？」 



陳沐城笑意絲毫未變，不緊不慢道：「天高皇帝遠，我說這是我的地盤，誰又能

說個不字？」 

狂妄，就憑這句話踏平龍頭山都綽綽有餘。 

凌繼修正要發難，陳沐城又道：「我們無意與朝廷作對，本來我們在龍頭山上就

是圖個自由自在，並不想和朝廷的人打打殺殺。」 

凌繼修看了看他，想看出他的真實想法，同時問：「那你想怎麼樣？」 

陳沐城揚起嘴角，「不如這樣，有什麼話到我山寨裏我們一邊喝茶一邊聊吧，我

們也好化解歧見。」 

凌繼修想了一下，然後也揚起嘴角，「好啊。」 

這人遠比他預期中的難對付，但要是知道他們的老巢在哪裏，要一網打盡就容易

的多了。 

正所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聽他答應了，陳沐城回頭對身後的手下低聲說了什麼，幾個人點頭，轉身鑽進了

樹林裏瞬間就不見了蹤影。 

而這時陳沐城朝凌繼修走了過來。 

凌繼修身後的士兵馬上抽刀擺出了保護防禦的陣勢。 

「不用這麼緊張，我一個人也打不過你們這麼多人啊。」來到凌繼修面前，他抬

起頭笑得痞痞地問：「寨子離得不遠，要我為凌大人牽馬嗎？」 

凌繼修騎在馬上，垂下眼居高臨下地看著陳沐城，這樣的姿態任誰看了都覺得不

舒服，好像凌繼修高自己一等，可陳沐城依然不卑不亢地與他對視，彷彿兩人明

顯的家世身分之差他全然不放在眼裏。 

凌繼修諷刺一笑，「那就勞煩大當家了。」 

陳沐城咧開嘴，伸手握住了韁繩，盯著凌繼修說：「我當這個大當家這麼多年，

凌大人叫我的這一聲是最好聽的。」 

這似乎是句帶調戲的話……凌繼修眉一皺，臉上明顯有了不悅。 

可陳沐城像沒看見一樣，轉過身牽著馬，領著凌繼修，以及其後的羽林軍朝自己

的山寨出發了。 

在陳沐城的帶領下，隊伍浩浩蕩蕩地穿過樹林，而後又上了一條羊腸小路，因為

路太窄最多只容兩騎並行，所以隊伍漸漸變得越來越長，士兵們一身紅衣，如一

條紅蛇般在山路上蜿蜒曲折地前行著…… 

凌繼修騎在馬上面無表情地看著前方，腦中飛快思考著，時不時低頭看一眼陳沐

城，對方顯得很輕鬆，步子很悠閒，甚至還輕輕哼起了小曲兒，看起來絲毫不緊

張。 

而越是這樣反而越讓人起疑，凌繼修知道他這樣做的確太冒險，他們對這裏並不

熟悉，而陳沐城則是長年盤踞於龍頭山上的土匪，就像是山裏的猴子一樣，單就

熟悉環境這一點是對他們不利的，再加上偷襲那一齣，他徹底明白這群土匪的難

纏，所以他的想法有些不同了，不打算採取強攻。 

比起在邊關時面對異族的毫無退路，他還有招降等等選擇，沒必要硬拚而蒙受不



必要的損失。 

而且退一步說，如果陳沐城有什麼陰謀，他有信心在第一時間先解決他。凌繼修

想著伸手摸了一下背上的弓。 

又走了一炷香的時間，陳沐城突然停了下來，抬頭對凌繼修說：「凌大人，從這

裏下去就到了，不過前面路窄，馬是進不去了，也容納不了這麼多人。」 

眼前穿過樹林的小路連接著個陡坡，凌繼修從這頭望去，隱約還能看到下面有條

蜿蜒曲折的小河。 

他一挑眉，「你的意思是讓我單獨跟你進去？」 

陳沐城笑了笑，伸手順了順馬鬃，反問：「你怕了？」 

沒多說什麼，凌繼修翻身下了馬，並不是因為陳沐城的激將法，而是他不怕。 

陳沐城無聲一笑，拍了拍馬，鬆開了韁繩。 

最終，凌繼修只帶著副將和幾個士兵跟著陳沐城下去了，其他人則在原地待命，

交代如有意外，他會放箭作為信號。 

出乎他意料的是，陳沐城的山寨是要穿過一條懸崖下的縫隙才能抵達，不知情的

人從遠處看是完全看不出那條縫隙可以走進去，而後面別有洞天。 

靠著幾塊石頭上簡單的遮擋，這兒極為隱蔽，的確是個隱藏的好地方。 

而等凌繼修等人穿過縫隙之後，發現裏面竟類似一個山谷，茅草屋大大小小分佈

在高低不同位置。 

谷裏有不少人，一個個手裏拿著刀槍劍戟斧鉞鉤叉的，有的高壯如牛，有的瘦弱

又佝僂著背，可個個臉上神情看起來凶神惡煞，眼眨也不眨地盯著他們。 

但一面對陳沐城，他們就齊齊叫了一聲，「大當家的！」 

「嗯。」陳沐城應了一聲，轉身只對凌繼修說：「凌大人，我們進屋裏談吧，就

我們兩個。」 

「將軍……」副將滿臉不贊同。 

凌繼修抬手示意他別再說下去，將弓箭解下交給副將，「在外面等著我。」 

副將猶豫了一下，還是低頭應道：「是！」 

於是，凌繼修跟在陳沐城身後，在眾人的注視下一起朝最上面的一間茅草屋走了

過去…… 

 

 

第二章 

陳沐城是大當家，自己單獨住上一間，屋子外面雖然看起來簡陋了一些，但裏面

收拾得還算乾淨，盤了火炕，桌椅板凳也一應俱全，就是黃泥抹的牆上掛著幾幅

字畫顯得有些突兀，一看便是打劫來的，凌繼修仔細一看，有幾幅竟然名家真跡。 

進屋之後，陳沐城拿起桌上的茶壺仰頭直接對嘴喝了起來，如此豪邁的作風讓凌

繼修皺眉，覺得果然是個粗魯沒規矩的土匪，不過再一想，陳沐城要是彬彬有禮

出口成章，也就不會當土匪了。 

喝夠之後，陳沐城放下茶壺用拇指抹了一下嘴角，一抬頭看凌繼修還站在門口便



笑道：「凌大人，過來坐啊。」 

凌繼修看他一眼，走過去，單手一撩衣袍與他面對面坐下了。然後，凌繼修注意

到桌上放了幾本書，最上面是本詩集。沒想到這土匪還認得字…… 

「這裏只是個臨時落腳的地方，隨時會撤離，所以簡陋了些，凌大人可別嚇著啊。」 

「你是在提醒我這裏並非你們的大本營？」凌繼修挑了下眉。 

陳沐城還是一副笑咪咪的樣子，「我們都是走到哪兒住哪兒，不會在一個地方長

住。」 

凌繼修心中暗暗思忖他這番話究竟有多少可信度。 

「喝茶不？我叫他們再送一壺……」陳沐城彷彿真把對方當成了客人，殷勤地問。 

「不用了。」凌繼修冷冷地打斷他說，「言歸正傳，我奉皇命前來龍頭山剿匪，

你若是願意投降……」 

他話說到一半也被陳沐城打斷了。 

「我要是不想投降呢？」 

凌繼修微微皺眉，「這麼說你想與朝廷作對？」 

陳沐城一挑眉，似笑非笑道：「這麼嚴重啊？」 

他的態度怎麼看都是輕佻，凌繼修語氣更冷地說：「朝廷大軍將踏平你的山頭，

你說嚴不嚴重？」 

「唔……」陳沐城抬頭看著屋頂裝模作樣地想了想，最後點點頭，「的確是挺嚴

重的，那我若是投降了，你們想讓我怎麼樣？」 

聞言，凌繼修自然搬出官場上的一套話，「皇恩浩蕩，只要你交出這些年所搶的

財物，離開龍頭山不再做土匪，之前種種便不再追究。」 

「這可不行，我這人最愛錢了，把錢交出去就等於要了我的命，」陳沐城捂著胸

口一副心疼模樣，「我怎麼能不要命呢？」 

凌繼修聽著額頭上青筋都快迸出來了，深吸口氣，忍了又忍才說：「你與朝廷作

對，才是不要命！」 

陳沐城沒說話，臉上是毫不掩飾的笑意，與凌繼修四目相對片刻，他突然問：「聽

說你在京城是有名的神射手，有百步穿楊的本事是嗎？」 

凌繼修微微一皺眉，不明白他怎麼突然來了這麼一句，雖然心裏有些不耐煩，還

是自謙了一句，「只是虛名而已。」 

陳沐城笑了一聲，點頭摸了摸下巴。 

「莫非你當真要頑抗到底？你到底還有什麼好躊躇……」 

凌繼修話未說完又被陳沐城打斷了。 

「不如這樣吧，」陳沐城唇角微勾，提議道：「我們兩個比一場？」 

「比一場？」凌繼修皺眉。 

陳沐城點頭，「與其我們兩方廝殺，不如我們兩個人單獨比試，如果你贏了，就

算你剿匪成功了。」 

凌繼修眉一皺，如果此人是真心誠意，單獨比試未必不是一個好辦法，可以減少

不必要的傷亡。 



凌繼修少年時隨父親到邊關，父親總告訴他沒有什麼比人命更重要，所以雖然他

帶兵訓練一向嚴格，但也愛惜手下，在軍中頗受擁戴。 

「可我走了之後你們若是繼續當土匪作亂呢？」凌繼修反問。 

陳沐城沉默片刻之後，說：「這樣吧，如果你贏了，我保證一年之內不再在龍頭

山上打劫，這樣總可以了吧？」 

凌繼修微微皺眉，「朝廷派我來是剿匪的，並不是與你們議和的。」重點是要讓

這群土匪消失，至於是殺了，還是招降，就不是需要在意的了。 

陳沐城一挑眉，似笑非笑道：「聽你的意思，是要我們徹底消失啊？」 

凌繼修看向他的眼神裡明顯有不可改的堅持。 

「你這是不給人活路啊，大人……」 

「想要活就一定得當土匪？」凌繼修諷刺問。 

陳沐城一隻手托著下巴，瞇起眼看著他，「那凌大人是想現在與我們拚個你死我

活了？」 

凌繼修沒回答，因為他並不想與他們拚個你死我活。 

而他不說話，陳沐城也沒有開口，兩人靜靜坐在桌前良久，凌繼修先忍不住，問

了一句— 

「如果我輸了呢？」 

陳沐城勾起嘴角，「即便凌大人輸了，我也不會為難你，不過，你覺得自己會輸

嗎？」 

凌繼修輕笑了一聲，「怎麼比？」 

「我想向凌大人討教一下射技，自然是比射箭了。」陳沐城伸手指了指門外，「在

這前面有一片林子，林子裏有幾隻烏鴉在樹上築了巢，每日固定時辰牠們就會飛

出來覓食，算算也差不多了，我們就拿牠們比，如何？」 

聽上去並無不妥，凌繼修點頭，「好。」 

「爽快。」陳沐城笑著拍了兩下手，然後朝凌繼修伸出了一隻手。 

凌繼修看了一眼，還是伸出手與他握了一下，算是達成約定了。 

於是，兩人一起離開屋子，凌繼修帶著部屬跟著陳沐城來到他所說的那片林子

前，腳下是一片碎石灘，又分別從各自的手下那裏接過弓和箭。 

「大當家定要得勝！」 

「幹翻這幫朝廷的走狗……」 

土匪們在一旁為自家老大搖旗吶喊，陳沐城痞笑著朝他們揮了揮手，又別過頭看

了一眼凌繼修，只見對方臉上的厭惡幾乎已經藏不住了。 

「什麼時候開始？」凌繼修沒好氣地問。 

陳沐城笑了笑，抬頭看了一眼天色，「時辰馬上就到了。」說著上前兩步，找好

了位置。 

凌繼修也過去站在他旁邊，兩人沒再說話，都一動不動地看著前面的樹林，林子

茂密，時不時有鳥雀飛出，可當作目標的烏鴉一直沒有出現…… 

凌繼修聚精會神地盯著林子裏的動靜，在目標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出現的情況下，



必須完全集中精神，才能在發現時用最短的時間射中目標。 

他在戰場上用弓箭射死過敵軍，也參加過多次的狩獵，可感覺都跟此刻不同，這

樣靜靜地等待獵物，又是帶著巨大賭注的比試，讓他全身都緊繃了起來，覺得這

片山林很安靜……卻又有些惱人的聲響。 

他聽到風聲，還有各種鳥獸蟲鳴，仔細聽甚至還能聽見溪水聲…… 

良久之後，一陣風陡然吹過，樹葉沙沙作響，兩人幾乎是同時將箭搭上了弓。 

在一聲烏鴉叫聲過後，呼啦啦一陣翅膀拍動的聲響，幾隻烏鴉從林子裏飛了出

來，從凌繼修與陳沐城所處的位置看過去只是幾個小黑點…… 

凌繼修眉頭微微一皺，瞬間鬆開了弓弦，「嗖」一聲，箭射了出去，與此同時，

陳沐城的箭也出去了。 

可看著分別被他們射中的烏鴉落下的時候，凌繼修愣了一下，有些難以置信地回

頭看陳沐城，對方則氣定神閒地放下了弓。 

兩人的手下分別過去將他們各自射中的目標撿回來，結果凌繼修射中了一隻烏

鴉，陳沐城的箭上卻令人驚訝的有兩隻烏鴉，被對穿在一起。 

果然！凌繼修咬牙，自己剛才果然沒看錯，可一箭射中兩隻，這未免也太過巧合！ 

周圍的土匪們興奮地怪叫起來，嚷嚷著大當家威武什麼的。 

陳沐城朝凌繼修一笑，「承讓了。」 

「你這是運氣！」凌繼修幾乎是有些氣急敗壞地說，他面對外人一向沉著冷靜，

鮮有這麼激動的時候。 

「所以呢？」看他露出這與方才截然不同的模樣，陳沐城樂了，一揚手把弓扔給

自己手下，雙手環抱在胸前看著他，「我還是贏了不是嗎？」 

凌繼修一口牙簡直要咬碎了。的確，不管是不是巧合，他都是輸了…… 

他不服氣，但又說不出再比一次這樣的話，他堂堂一個羽林軍的將軍，比起輸贏

更需要保全的是氣度。 

最後，凌繼修面色陰沉，冷冷吐出一句，「我輸了。」 

陳沐城無聲一笑，並非得意或是嘲笑，只是單純的心情不錯。 

「大人你是京城來的，不像我們從小長在山裏，射個飛禽走獸什麼的是家常便

飯，輸了也是情有可原。」 

陳沐城像是在為凌繼修找臺階下，可凌繼修卻不想領這個情。 

願賭服輸，他問：「你想讓我做什麼？」 

「將軍……」身邊的副將想阻止，但被凌繼修一個眼神掃過去，又瞬間啞了，不

敢多說一句。 

將軍身邊的人都知道，將軍已決定的事萬難更改。 

與凌繼修對視片刻，陳沐城突然笑了一聲，「既然凌大人如此守信，那……這次

就放我們一條生路吧。」 

這不能算是個要求，甚至可以說是隨口敷衍—彷彿是因為凌繼修要他提要求，他

才隨便謅了一個。 

「就這樣？」凌繼修完全不明白這個人，他以為陳沐城會提出更刁難的要求。 



陳沐城點頭，緩緩的一字一句道：「僅止如此。」聲音不大，卻擲地有聲，有股

一諾千金的味道。 

凌繼修不再問，唯緊緊握著手裏的弓…… 

臨走前，凌繼修騎在馬上仍舊居高臨下地看著陳沐城，陳沐城一張臉被夕陽染得

像鍍了層金，百無聊賴地伸手摸了摸凌繼修的馬。 

說來也奇怪，他的坐騎有著寶馬良駒的通病，脾氣爆的很，平日裏只有他自己能

親近，此刻卻安靜地站著讓陳沐城摸…… 

收回手，陳沐城很不恭敬地說：「你回去跟皇帝說，接下來龍頭山會太太平平的，

讓他別操心了。」即使贏了，陳沐城仍舊給了一整年不作亂的承諾。 

凌繼修問道：「只有一年？」 

陳沐城挑眉，笑著問：「凌大人，你不會想讓我在你卸任前都老實吧？」 

凌繼修抿了抿嘴，他可沒那個臉這樣要求。 

雖然只換來一年的安寧，可這次剿匪不過花了一天的功夫，也只有一個士兵受了

輕傷，算是可以交差，但凌繼修卻無欣喜之情。 

方才，他其實有想給陳沐城一箭的念頭，他們離得那麼近，一箭穿心根本易如反

掌……可是想到一個土匪都比他坦蕩有氣度，自己要是真的動手，就連個土匪都

比不上了，也就忍住了那股衝動。 

但畢竟曾有過這等念頭，這讓慘敗的感覺在他心中始終繚繞不去。 

凌繼修越想臉色越不好，最後陰沉著臉說了句，「我不會感激你的。」 

陳沐城笑了一聲，「用不著。」他會自己把這個人情討回來。 

「能有凌大人這樣的人，想來京城是個好地方，看來改天我也去京城看看見識一

下，」陳沐城半開玩笑地說，「畢竟後面日子我們也清閒了。」 

是打家劫舍得來的錢夠花吧……凌繼修心中冷哼一聲，一言不發地扯了一下韁

繩，領著人離開了。 

陳沐城站在原地看著那一人一馬的背影，嘴角勾起一絲若有似無的笑。 

一個手下湊上來不解地問：「大當家，為啥就這樣放他們走了？」 

陳沐城看著凌繼修漸漸遠去直到不見蹤影，才緩緩收回視線，卻什麼也沒回答，

只別有深意地笑了一聲…… 

而另一頭，凌繼修回到山道上，守在坡上的眾人才鬆了一口氣。 

縣官原本還拿著帕子一個勁的擦汗，看他全身而退，當即又是一陣奉承，讚他神

勇，然而縣官每說一句凌繼修的臉色就差一分，當縣官終於看出來自己又多嘴

了，趕緊老實退到一邊。 

離開龍頭山之後，凌繼修沒有多做停留，讓部下休息了一夜之後，第二天一早便

啟程趕回京城覆命。 

抵達京城次日，到了大殿上，凌繼修一身戎裝英姿颯爽，單膝跪在大殿上，說已

經平定了龍頭山上的土匪，且沒有損失一兵一卒，此乃託皇上的洪福，將功勞都

歸到了皇帝身上。 

本來皇帝對龍頭山鬧土匪的事也沒太放在心上，無非是因為那個怪夢，如今既然



已經破解了夢境，事情便就這樣過去了，對凌繼修嘉獎了一番之後，給了他一個

月的假讓他回府好生休整。 

凌繼修心裏沒有半點喜悅之情，但還是謝了恩，在眾人或是讚賞或是嫉妒的目光

中，轉身退出大殿了…… 

一切看似已經結束，然而對凌繼修來說卻並非如此。 

從龍頭山回來之後，他就一直在想自己輸給了陳沐城這件事。 

他一向自視甚高，堂堂的羽林軍將軍，以箭法揚名，眾人口中百步穿楊的神射手，

自然是不願意承認自己會輸給一個土匪的，偏偏他又不能不要臉的說陳沐城只是

靠運氣，因為他看得出來陳沐城的箭法確實不錯…… 

一個土匪竟然有那樣好的箭法，這讓他無法釋懷。 

論箭法，凌繼修相信京城裏沒人比得上他，雖然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的道理他也

懂，可就這樣輸給一個土匪是他萬萬沒想到的。 

他承認，他無法接受失敗，尤其是敗給一個土匪頭子，每次想到陳沐城那句「我

還是贏了」，他就彷彿是被人狠狠打了一巴掌。 

那天只有幾個人在場，且都是他的親信，自然不會把他輸給陳沐城的事說出去，

然而誰能保證他們不會喝醉酒時什麼的，糊裏糊塗地說出去，祕密是難以永遠保

守的……到那時，他就真成了一個笑話了！ 

凌繼修越想越不服氣、越想越不能接受，像是著魔了一樣，做什麼事都心不在焉，

在書房裏看書寫字時，提起筆常常半天沒有落下；練箭的時候，常常走神，有時

候別說靶心了，一箭射出去連靶子都沾不到。 

他日思夜想，連夢裏都是陳沐城拿著弓對他笑的樣子，那張笑臉……簡直是可恨

至極！ 

凌繼修如此反常，府裏的下人都察覺到了，還以為他是害了相思病，私下裏紛紛

議論著，是哪家姑娘能讓風流瀟灑的他如此著迷，要是住在老宅的老爺夫人知

道，肯定會趕著去說親…… 

凌繼修也覺得自己病了，不過絕對不是什麼相思病，雖然他一直在想那個男

人…… 

夜已深，燭臺上的蠟燭只剩短短一截，一陣夜風吹過，火苗噗噗跳了兩下，凌繼

修將桌上的書合上，他看了大半夜卻幾乎沒看進什麼。 

他緩緩站起來走到窗前，將窗戶推開，帶著一絲潮濕的涼意瞬間撲面而來，他閉

上眼深吸了口氣，又緩緩吐了出來…… 

從龍頭山回來已經半個月有餘，這半個月他待在府中哪裏都沒去，有些同僚約他

一同喝酒、打獵他也全推掉了。 

不是他不給面子，而是真的沒那個心思。 

不知何時，外面下起了濛濛細雨，細密的雨絲打了進來，沾在他頭髮上、衣服上。 

凌繼修並不在意，望了一會兒窗外之後，轉過身想歇息，一抬頭卻看到了掛在牆

上的弓。 

他微微皺眉，走過去伸手將弓拿下，輕輕拉了一下緊繃的弦，「崩」一聲，彷彿



是打在他心頭，令他心口一顫…… 

緩緩握緊了弓身，他下定了決心，那個在他心裡轉了又轉的念頭，一定得實行— 

他一定要和那個男人在萬人矚目的情況下再比一次！ 

第二天皇帝下了早朝，擺駕御花園與最近一位正得寵的妃子一同賞花，天氣晴

好，花園裏幾株名貴牡丹開得正豔。 

皇帝得知還在休假中的凌繼修進宮求見，不免覺得奇怪，便讓他到御花園來。 

凌繼修看皇帝心情似乎不錯，單膝跪地稟告，「啟稟皇上臣耳聞兩個月後將有外

國使節前來朝貢，正是宣揚我朝國威，能人輩出的好時機，臣斗膽建議在京城舉

辦一場射箭比賽。」 

「比賽？」皇帝挑眉。 

「是，」凌繼修微微一笑，「上自王孫大臣，下到平民百姓皆可參加，獲勝者將

會得到豐厚的獎賞，一來可以震懾外國使臣，二來也算舉國同樂，彰顯子民對皇

上的愛戴之情。」 

他時機把握的好，說得也合情合理，皇帝正是開心的時候，沒怎麼考慮就同意了，

喚來了太監吩咐下去草擬聖旨，並且誇讚他想得周到。 

「多謝皇上。」凌繼修低著頭，嘴角勾起一絲深深笑意。 

隔天，聖旨就下達，相關官員開始籌辦。要舉行射箭比賽的消息在京城各處張貼

了出來，引得無數人駐足觀看。 

因為獎賞實在豐厚，報名的第一天街上擠得水洩不通，有不少對自己箭法有信心

的人遠道而來。 

凌繼修很滿意，一切皆在他的計畫之中，接下來只要等著那個男人來「自投羅網」

便可。 

這一次，他要在萬人矚目之下同他再比一次，一決雌雄。 

然而事情並非如他預料— 

因為報名人數眾多，原定的報名期限又延長了幾天，可眼瞅著馬上就要截止了，

陳沐城還是沒有出現。 

凌繼修冷著臉將厚厚的、記錄著報名比賽者名字籍貫的名冊前前後後翻了三遍，

還是沒有發現陳沐城的名字。 

他知道陳沐城是真的沒來，因為這幾天他幾乎一直在報名處守著，想著會不會看

到陳沐城，但始終沒看到。 

就算龍頭山離得遠，消息也已經從京城遞送到各個州府，陳沐城應該不會不知

道……那就是說，他是不想來。 

放在名冊上的手緩緩握成拳頭，凌繼修擰起眉。他煞費苦心創造了這麼好的機會

雪恥，那個土匪卻不出現，真是太可恨。 

凌繼修思來想去，無論如何都不想放棄這次機會，他不甘心，那個男人如夢魘一

般折磨了他這麼久，一定要有個了結。 

他冷笑一聲，低頭看著名冊，你不來是吧？那我就讓你不得不來…… 

午時前，一頂四人抬的大轎停在凌府門口，穩穩落地之後，前面的一個轎夫彎腰



掀開了轎簾，從轎子裏走出一個男人，他身形修長，一身天青色袍服，手執一把

摺扇，氣質儒雅，一看便知是個讀書人。 

正在門口盯著下人灑水的管家見到他急忙下臺階迎了過來，對男人深深一禮，「見

過高大人。」 

來人是凌繼修在朝中的同僚—高梓陽。 

高梓陽稍長凌繼修幾個月，兩人不僅同朝為官，也是同門師兄弟，少年時兩人曾

拜同一位大儒學習，感情一直不錯。 

高梓陽微微一點頭，「你家大人可在？」 

凌繼修從龍頭山回來後的這段時日，高梓陽恰好有公務離開了京城，直到昨天才

剛回來，所以兩人一直未曾見面，今天就是過府來問候一下。 

「您來的不巧，大人昨天剛出遠門。」管家回道，「這一走恐怕得十幾天後才能

回來。」 

「十幾天？」高梓陽微微皺眉，「去什麼地方要這麼久？」 

「這小人就不知道了，大人走的時候也沒說，只說十幾天後回來，他已經向皇上

告假了。」 

高梓陽微微皺眉，抬頭看了一眼大門上寫著「凌府」二字的牌匾，輕歎了一聲，

「繼修要是回來了，差人來告訴我一聲。」 

管家恭恭敬敬地回了聲，「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