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十四章 中秋團圓宴 

「這是我娘自己做的月餅，她讓我拿幾個來孝敬師父。」燕如恭恭敬敬的將手裡

的籃子遞給琉夏。 

當琉夏收下燕如的月餅之後，她瞬間就恢復了在琉夏家裡一貫的那種自如表情。 

想來送月餅的時候要表現得恭恭敬敬，也是張大娘特地囑咐燕如的任務之一。 

距離葛斌拜穆濱城為師，已經過去半個多月了，時間過得很快，後天就是中秋節。 

繼燕如給琉夏送來月餅之後，下午葛斌找穆濱城習武的時候，對穆濱城說：「我

舅舅想請師父您一起過中秋節，這是他給您的請帖。」 

葛斌將一張彩箋做的精緻請帖恭敬的遞給穆濱城，跟燕如完成任務一般的表面功

夫不同，葛斌對穆濱城的恭敬，始終貫徹在他的一言一行中，這是發自肺腑的恭

敬。 

也不能說燕如沒有將琉夏這個師父放在眼裡，只是她對琉夏表達感情的方式就是

變得更親近。 

可是葛斌不同，應該說是穆濱城教導他的方式便是不同的，他要學習的也不是文

靜的刺繡，而是危險的武藝。 

學習武藝，師父需要絕對的權威，才能夠在那些艱苦的訓練中壓制住弟子的反抗

心理。 

除此之外，穆濱城覺得自己還需要教導徒弟一些道理，不然他今日的教導，就是

為明天的罪惡埋下禍根。 

不管徒弟們的態度如何，穆濱城現在要處理的是沈宣送來的請帖。 

事實上周勝昨天也口頭邀請過穆濱城與他們家一起過中秋節，當時穆濱城就同意

了。 

因為周勝給出的理由非常充分，中秋本來就是團圓的節日，可是穆濱城家裡只有

他和琉夏兩個人，未免顯得有些冷清了。 

他說：「到時候叫上胖五兒、孫雄，我們幾家人在院子裡生一堆篝火，也學學人

家文人雅士，一邊喝酒，一邊賞月。」 

那時候胖五兒也正好在旁邊，他說：「還喝酒賞月呢，到時候學不像，還不得鬧

個大笑話。」 

周勝說：「什麼笑話不笑話的，我們聚在一起，就是為了熱熱鬧鬧的，自己高興

就行了。」 

一番七嘴八舌的討論之後，就連穆濱城也忍不住同意了中秋晚上一起聚會的提議。 

可是今天，穆濱城展開沈宣的請帖，上面的言詞同樣是情真意切。 

沈宣在請帖上說，終於找到一個機會，想要正式的宴請穆濱城，隨後又用比較淒

婉的語氣說，他帶著外甥來到這個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大過節的家裡冷清沒人，

所以誠摯的邀請穆濱城和琉夏一起過中秋節。 

穆濱城看完之後，問葛斌道：「中秋節沒人請沈大人做客嗎？」 

葛斌如是回答，「縣城裡有許多人給舅舅遞請帖，但是他都已經拒絕了。」 

穆濱城說：「你回去告訴沈大人，邀請我過節的事情就算了，讓他擺一桌酒席，



宴請洺縣的富商鄉紳，只要不是鋪張浪費，這樣的聚會就應該由縣令牽頭。 

「對這些人釋放一些善意，他今後的政令才能在洺縣通暢的執行，這對整個洺縣

的百姓都是一件好事。」 

穆濱城繼承父親的觀點，並不看輕商賈，甚至鼓勵行商，覺得這樣更有利於物產

的流通。 

雖然他也反對官商勾結、壓榨百姓的事情，可是他同樣反感那些只知道讀書不通

俗務的書呆子，一味的打壓商業，將自己的治下搞得民不聊生，以至於退化到必

須以物易物的地步。 

想到這些，穆濱城都感到有些憤怒，可能因為新朝建立，人才缺乏的原因，穆濱

城從蜀地得勝歸來的途中，就親眼見過這樣的蠢貨，那個縣城裡不許有任何的商

業活動，害得百姓們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紛紛選擇出逃。 

也許是自己也經歷過一些生活艱苦的緣故，在穆濱城看來，沈宣還不是那麼迂腐，

於是好心指點他一下。 

 

 

琉夏提出中秋時在自家屋外舉行聚會，她對穆濱城說：「這是我們在這裡安家之

後的第一個大節日，剛好藉此機會請新認識的朋友吃一頓飯。」 

穆濱城也很贊同，「我們這兒地方寬敞，周圍又沒有別家，不用擔心打擾到別人。」 

說這話的時候，周勝也在他們家，周勝來給穆濱城送泥鰍，泥鰍是在周勝家稻田

裡捉到的。 

收稻穀的時候為了方便，大青山村這邊的人習慣先將田裡的水放乾，收稻穀的時

候當然沒人去理會那些潛在水裡的小魚和泥鰍黃鱔之類，可是現在地裡閒下來了，

就有人打上了這些泥鰍黃鱔的主意，而且因為田裡的水放掉了，這些東西鑽進泥

裡，只要找到牠們留下的洞，捉起來就非常的容易。 

周勝聽到琉夏和穆濱城的提議，想了一下就贊同道：「你們初來乍到，在家裡請

一次客也好，向別人表明你們在這裡扎根的意思。以後大青山村的人，知道你們

跟我們幾家人有來往，也會慢慢開始接納你們。」 

穆濱城說：「既然你也同意的話，明天我們一起去打獵的時候，我再告訴他們幾

個這件事，到時候還要麻煩你幫忙勸說一下。」 

之前周勝提議要幾家人一起聚會，大家都同意了，並且默認依舊是在周勝家中舉

行聚會，周勝當時還說老規矩，大家湊分子，能拿什麼就拿什麼，拿多少看個人

的心意。 

上次周勝請穆濱城他們吃飯的時候就沒有說湊分子的事情，一來是特地感謝他們

救了燕如，二來是因為周勝那時還得到了穆濱城獵取的一條大蟒蛇。 

因為聚會是周勝最早提議的，所以需要周勝幫忙說服別人。 

雖然穆濱城憑藉自己高超的武力，已經在這群獵人中有了很高的威望，可他畢竟

算是一個新人，在對這些人的號召力上還遠遠不如周勝。 

周勝將一個小木桶的泥鰍留下，帶著燕如和早上送月餅來的籃子回家了。 



燕如那張小臉上明顯流露出不情願的表情，她眼饞的看著那桶泥鰍。 

她已經連續二十多天在琉夏他們家吃飯了，對比自己家的飯菜，燕如很現實的覺

得，與其回家去吃娘做的泥鰍，肯定不如留在這裡吃師父做的泥鰍。 

不過周勝沒有給燕如反抗的機會，雖然周勝平時很縱容燕如，但是關鍵時刻嚴肅

起來燕如還是很懼怕他的。 

周勝想的是泥鰍本來就不多，送給穆濱城他們就是為了讓他們嘗個鮮，可是自家

女兒什麼德性，他這個當爹的一清二楚，把燕如留下，到時候恐怕一半的泥鰍都

會進她的肚子。 

晚上的時候，琉夏讓穆濱城和葛斌幫忙，將那一桶泥鰍洗乾淨，裹了粉後再用油

炸得金黃酥脆。 

他們三個人沾著椒鹽和辣椒粉吃了一半，還留了許多，等明天中午燕如在的時候

再拿出來給她吃。 

葛斌雖然跟著穆濱城習武，但是沈宣顯然不願意讓他放棄讀書，再加上穆濱城上

午的時間多數要去打獵，同時也不願意教授葛斌讀書，穆濱城和沈宣兩人一拍即

合，商量出讓葛斌上午的時候在縣城的學堂裡念書，中午吃過飯之後再到穆濱城

這裡來學武。 

為此沈宣還給葛斌弄了一匹矮小的騸馬，讓他代步，來回也能節省一部分時間。 

穆濱城雖然看不上那匹騸馬的速度，但是也十分贊同讓葛斌騎馬，畢竟穆濱城自

己的騎術也是非常高超的。 

所幸騸馬的性情溫順，讓縣衙裡的老馬夫教了葛斌半天，他也就能順利的騎行了。 

於是琉夏他們家裡，中午的時候燕如在這邊吃飯，有時候燕如也在這裡吃晚飯，

晚上的時候琉夏會留葛斌吃完晚飯再走，反正出去就是大路，葛斌已經是個少年

人了，也不怕他遇到什麼危險，而葛斌對於在琉夏他們家吃飯這件事也是非常願

意的。 

對此的回報，燕如家裡是稍微有點好東西就會送一份到琉夏他們家來，沈宣則是

很正式的每月給穆濱城送一百文錢，作為束脩。 

今朝借鑒前朝貪腐成風的教訓，給官員的俸祿很高，絕對夠他們過上富足的生活，

用以杜絕因為生活貧困而產生的貪腐行為，所以自從沈宣當官之後，就徹底擺脫

了貧窮。 

由於個人能力不同，所以不管對方給的是什麼，琉夏和穆濱城都一視同仁的接受。 

第二天晚上已經是中秋節的前夜，外間的月光很亮，月亮的形狀也已經非常的接

近渾圓了。 

這天燕如留在琉夏他們家吃飯，飯桌上坐著四個人。 

燕如一如往常，作為這個家裡深受寵愛的弟子，所以說話隨意自在，她還在回味

中午吃的香酥炸泥鰍，跟琉夏抱怨道：「還是師父做的泥鰍好吃！我娘昨晚做的

蒸泥鰍腥味太重了，連小寶都不喜歡吃。」 

琉夏笑著問：「那妳沒吃嗎？」 

燕如說：「我吃了啊，好歹也是新鮮的肉嘛。」 



燕如這副理所當然的表情，很自然的就把琉夏給逗樂了。 

葛斌這個被師父嚴厲管教的弟子，在飯桌上的時候通常也嚴守禮數，他原先還主

動給穆濱城盛飯，可是被穆濱城拒絕了。 

不管是琉夏還穆濱城，在吃飯的時候都不會去為難葛斌，但他吃飯的時候仍是不

敢輕易開口說話的。 

可今天跟往常相比，他顯得更加沉默，彷彿有了心事，因為往常燕如把琉夏逗笑

的時候，葛斌也會跟著傻傻的笑一下，也只有在這種時候，他那副永遠掛著沉重

表情的臉上才會偶爾流露出獨屬於少年人的純真。 

然而今天他沒有笑，始終低著頭像是在想什麼。 

直到吃完飯，葛斌才有些難以啟齒的說：「我明天能不能跟師父師娘一起過節？」 

琉夏關切的問道：「你不跟舅舅一起過節嗎？」 

葛斌低落的說：「舅舅贊同師父的提議，明天可能沒時間跟我一起過節了，我不

想一個人。」 

穆濱城點頭，「你來吧，家裡也不少你一副碗筷。」 

到了中秋節這天下午，不僅葛斌自己來了，還帶上了趙大這個自言孤苦無依的拖

油瓶。 

人都來了，穆濱城也不可能再趕他走，而且人多熱鬧也好。 

琉夏正好覺得做飯缺人手，連穆濱城都在幫她打下手，現在就徵用趙大和葛斌去

幫忙。 

 

 

清幽的月華之下，晚風拂動著葉片，發出好聽的沙沙聲響，所有的一切都顯示出

氣氛正好，在這樣的美好氛圍中，當然可以悠然的月下獨酌。 

然而身處其中的人，卻並沒有安靜的享受這份幽靜的場景，而是在舉行喧騰熱鬧

的狂歡聚會。 

銀色的月華灑在山林之上，當光輝蔓延到穆濱城他們這邊的時候，卻陡然沾染上

了這份屬於人間的溫度，在熾熱火光的映照下，彷彿不再清冷，反而映照出一種

橘色的溫柔光輝。 

「你等下少喝點酒。」入夜時分，在宴席正式開始之前，琉夏對穆濱城叮囑道。 

可是真正等到人們氣氛熱烈起來之後，就連琉夏自己也肆意的喝了好幾杯。 

今天由琉夏準備飯菜，本來她也是準備了酒的，是昨天特地讓穆濱城到縣城裡去

買的桂花酒。 

中秋節喝桂花酒，也算是應景，可他們最後喝的酒，卻是胖五兒帶來的百果酒。 

胖五兒本身嗜酒如命，對於酒的品質優劣當然比其他人更在意，這甕百果酒是他

去年秋天從大青山上採摘的果實所釀造，在土裡埋了一年之後，現在正是飲用的

好時候。 

百果酒味道香甜，不似普通燒酒那般辛烈，就連小孩子和女人們都能夠喝上幾杯。 

當胖五兒將帶來的一個大酒甕打開，清香甘冽的味道散發出來的時候，琉夏就知



道，自己在市場買的酒根本無法與這樣的佳釀相媲美。 

琉夏到這個家中的時候，碗櫃裡就有一套現成的酒杯，可是那酒杯一直都沒有被

使用過，現在正是讓這套塵封的器具拿出來使用的時候。 

看到琉夏將杯子拿出來，胖五兒問道：「有舀酒的勺子嗎？」 

這下還真把琉夏問住了，她也買了酒，卻因為家中無人飲酒的緣故，真是忘了要

買酒勺子的事情。 

此時穆濱城正在廚房切牛肉，牛肉是琉夏今天早上就放在滷水裡的，到現在正好

筋熟肉軟。因為穆濱城刀工好，而且家中人手不足，他就理所當然的承擔了切牛

肉的職責。 

他們今天打算在屋外的空地上聚會，所以堂屋裡的八仙桌早已經抬到了屋外，下

午的時候，周勝和周勝的妹夫趙大海都分別將自家的桌子搬了過來，當胖五兒問

琉夏要酒勺子的時候正在屋外的桌邊。 

關於穆濱城在不在場這件事，看似與有沒有酒勺子毫無關係，其實不然，穆濱城

能起到的作用非常巨大。 

不瞭解實情的人也許會覺得是琉夏需要穆濱城為自己幫腔，或是讓他給自己做後

盾，但琉夏並非是沒有主見的柔弱女子，其實真正被穆濱城的存在與否所影響的

人是胖五兒。 

胖五兒自從上次被穆濱城打了之後，就對他產生了懼怕之情，如果穆濱城在場的

話，胖五兒不可能在找琉夏要酒勺子的時候用上質詢的語氣。 

只是他這個人性格中就是有這種傲慢的成分，只要稍微沒有壓制，就會自然而然

的顯現出來。 

琉夏一時被問住了，支吾一聲，不知如何是好。 

胖五兒的老婆珍大娘此時也在旁邊，這麼大一甕酒，還得靠珍大娘跟胖五兒一起

用籮筐抬著，才艱難的搬到了琉夏他們家。 

珍大娘最瞭解胖五兒的脾性，知道他這個人說話的語氣很容易得罪人，連忙致歉

的對琉夏說：「張大娘他們家就有酒勺，讓燕如先拿一個來用著吧。」 

就在珍大娘出面解圍的時候，琉夏其實已經想到了解決的辦法，而且覺得自己想

出的辦法應該還能對這酒的味道起到提升的作用，於是連忙阻止珍大娘道：「不

用了，我想到辦法了。」 

琉夏叫來今天下午一直幫忙打雜、現在好不容易休息下來的趙大和葛斌，讓他們

去屋後砍一根青竹回來。 

在琉夏的指導下，趙大用一節新截取下來的翠綠竹筒做出了一個酒勺子。 

此時穆濱城已經將切好的牛肉端了出來，也在看琉夏擺弄新花樣。 

一個有些粗糙的翠竹酒勺子做成了，其他人都看不出這有什麼新奇的地方，胖五

兒甚至小聲嘟囔著，「費這麼大的力氣，這要是早到周勝家裡去拿，現在早就拿

來了。」 

這些人都不明白琉夏做新竹酒勺的含義，只有穆濱城聞著空氣中竹子碎屑散發出

的清新氣息，大概能明白琉夏此舉的用意。 



用新竹做的勺子舀酒，那酒液中一定也會沾染上竹子的那股清新之氣。在座諸人

畢竟都是整日裡為三餐勞碌的農民，不能馬上體會出琉夏的用意也是情有可原。 

既然做了，琉夏就不打算隱瞞，而是將竹酒勺可以產生的效用，清楚的向在場的

人講明瞭。 

聽完之後，大家仔細一想，覺得琉夏所言甚是可信，尤其是胖五兒，他這好酒之

人，想到酒液中要是能融入竹子的氣味，肯定會非常好喝！ 

就在大家都明白琉夏的意圖後，還抱著一根竹子的趙大說：「既然想混合竹子的

氣味，那我們乾脆用竹節做酒杯好了。」 

趙大的這一提議一經提出，立即得到了在場所有人的贊同，周勝甚至馬上走到趙

大面前，要幫他一起製作竹筒酒杯。 

琥珀色的酒液盛放在白色的竹筒內壁裡，那色澤就愈加的顯得晶瑩剔透起來。 

穆濱城因為上次喝醉的事情，今天一直都比較克制，只是小口的啜飲。 

酒的味道有些甜，很好入口，這次換作琉夏喝醉了。 

吹拂著微涼的晚風，琉夏將自己的頭微微的靠在穆濱城的肩頭，仰著臉，看著懸

掛在空中的一輪明月，緋紅的臉上浮現出迷醉的笑容。 

她已經醉了，只是自己還不知道而已，她在迷迷糊糊中想著，有美食美酒，還有

最愛的人在身邊，真是一個美好的團圓夜啊！ 

第二十五章 訓練護衛隊 

穆濱城將房門打開的一瞬間，陰寒刺骨的強勁冷風便撲面襲來，放眼望去，山林

間枯黃的草木上均勻的灑滿了白霜。 

距離中秋節已經過去了兩個月，大青山的冬天也在不知不覺間悄然來臨。 

今早起床的時候，穆濱城就能明顯的感覺到今天比往常都還要冷。 

可是因為這棟房子修得好，牆壁厚實，所以保暖效果好，在屋子裡的時候感受還

不是那麼的強烈。 

當穆濱城打開房門外出時，就連他這樣一個身體歷來強健的人，都覺得自己只穿

了兩件沒有夾層的衣服，抵擋不住這樣的寒冷。 

這是屬於南方的寒冷，陰寒潮濕的空氣包裹著人身上的每一寸皮膚，無時無刻不

在吸取你身體上的熱量。 

琉夏向來就比穆濱城起床晚，在穆濱城起床之後，琉夏將被子裹緊，又睡了一個

時辰方才起床。 

按照他們平日的生活規律，琉夏起床的時候穆濱城早就已經上山去打獵了。 

她懶懶的將手臂伸出被子，連穆濱城都感覺寒冷的空氣，一接觸到琉夏嬌嫩的皮

膚，立刻就讓她清醒過來，同時條件反射一般的將自己的手重新縮回被子裡。 

本來應該離開的穆濱城此時卻出乎意料的待在床邊，他正好整以暇的注視著琉夏。 

穆濱城已經在這裡看了許久了，本來是想來叫琉夏吃飯，可是一看到她那張因為

熟睡而顯得純潔如嬰孩的臉就看得入迷了。 

不帶任何的雜念，穆濱城只是單純的覺得這張臉好看，白皙紅潤的色澤，彷彿微

微透明一樣的晶瑩剔透，那雙清醒時閃爍著耀眼光華的眼睛，現在閉合著，濃密



纖長的睫毛輕輕的顫動，讓人無端的產生憐惜之情，精巧的鼻子均勻的呼吸著，

讓人覺得她此時的夢境一定是美麗的仙境，還有那一張柔嫩的嘴唇，呈現出乾淨

健康的粉色色澤，微微的張開著，似乎在召喚一個溫柔甜美的親吻。 

穆濱城看著這張甜美的睡顏，心中有兩個想法在不斷的盤旋拉扯著，一是想著要

吻醒她，一是不能打擾她此時美好的樣子。 

如此糾結了許久，直到琉夏自然醒來。 

看到琉夏縮手的反應，穆濱城終於從癡迷的狀態中恢復過來。 

琉夏一直閉著眼睛，所以還沒有發現穆濱城站在旁邊，直到穆濱城的聲音響

起——  

「醒了啊……」 

琉夏看到穆濱城，迷迷糊糊的說：「好冷。」 

穆濱城說：「今天外面下霜了，我把妳的那件皮袍子找出來了，等下妳穿上吧。

早飯是麵條，妳趕快下來吃，免得等下冷掉。」 

「嗯……」琉夏從鼻腔裡發出聲音。 

吃過早飯之後，穆濱城對琉夏說：「我昨天看妳這個月的十條手絹都繡好了，我

們今天去交貨，交完貨之後，今年就不繡了。這天氣太冷，妳的手要是長時間拿

針的話要凍壞的。」 

琉夏穿著一身兔毛的皮袍子，野兔的皮不是灰色就是土黃色，即使毛處理之後很

柔順，但是顏色還是顯得灰撲撲的。 

這件灰撲撲的衣服穿在身上可以說很醜，但是琉夏覺得自己全身上下都很暖和，

並不感覺寒冷。 

基於身體並不感到寒冷，琉夏說：「我那幅描繪莽山秋色的繡圖還有最後的一點

收尾沒完成，反正都是要繡，那手絹還是繼續繡吧，大不了買點炭來燒，一個月

一兩多銀子呢，買炭是綽綽有餘了。」 

既然琉夏自己願意，穆濱城也不願勉強她，琉夏因此得以繼續刺繡。 

下霜之後正是挖紅薯的時節，於是琉夏他們家原本處於村子之外有點冷清的地方，

這幾天卻破天荒的熱鬧起來，村民們紛紛來到這邊挖紅薯。 

第二天燕如來時，氣憤的跟琉夏說：「村裡的那些女人又在說師父的壞話了。」 

琉夏對此一向不太在意，她終究跟村中的女人們不相同，她們之間是兩種生活方

式的差別。 

想清楚這一點之後，琉夏就決定只跟那些願意與自己交往的人往來，那些看不慣

自己生活方式的人，就當作她們不存在。 

不等琉夏詢問，燕如就自問自答的說：「她們說，師父是敗家娘兒們，一天到晚

不出門幹活不說，還穿著皮子衣服，在家裡烤火玩兒。」 

琉夏不置可否，因為她覺得說這些話的人都是出於嫉妒罷了。 

 

 

入冬之後，許多的動物選擇冬眠，但是大青山村的位置畢竟地處南方，山林中的



景象還遠遠沒有達到百物凋零的地步。 

就拿琉夏他們屋後的那一片延伸出來的小山來說，樹木依然呈現出蔥蘢的墨綠色，

只有那些樹下的雜草全都枯萎了。 

現在唯一需要擔心的就是此時的山林非常乾燥，會有發生山火的危險。 

今年還沒有下雪，周勝和王猛一起來找穆濱城，「村裡打算多組織一些人，趁著

沒下雪之前進山收集一些山貨。」 

穆濱城問：「現在不是在收紅薯嗎，村裡還有人想進山？」 

王猛說：「下雪前進山一次，這是村裡每年的傳統，而且紅薯這東西不又矜貴，

在地裡多埋幾天也不會壞。」 

周勝接著說：「這次進山的人多，我們要在山裡過夜，所以來問問你是什麼打算。」 

穆濱城不解道：「問我？」 

王猛歎氣道：「最近咱們洺縣境內都不太安寧，蒙山那邊的土匪太猖狂了，不僅

搶劫納稅的糧食，聽說上個月還把蒙山附近的一個村子洗劫了，男人全殺了，女

人全搶走了。」 

穆濱城了然的說：「你們害怕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被人知道村裡的青壯都進山了

的話，大青山村可能會成為土匪的目標。」 

周勝發愁的點頭，「是啊。」 

穆濱城說：「那就乾脆放棄進山的打算。」 

王猛自從進門開始便不時看向屋內的炭火盆，發出紅光的炭將整個房子都熏得暖

烘烘的。 

此時聽到穆濱城說放棄進山的話，他反而非常大方的笑著說：「不能不進山，這

是明年開春前能再多弄一些山貨和肉的最後機會了。我老婆很羨慕你們家，和我

說過幾次弟妹穿得好、吃得好、住得好，但我跟她說，穆兄弟他們家底厚實，我

們不能跟他比呀。」 

穆濱城搬到大青山村差不多四個月了，村裡的人對穆濱城他們的瞭解已經到了很

深刻的地步，他們都知道這家人雖然不像其他的富戶那樣有人伺候、穿綾羅綢緞

出門，可是他們只怕比那些富戶財主更加有錢。 

因為琉夏的樣子無論何時都是那樣的乾淨，衣服好似多得穿不完，而其他的那些

所謂富戶的老婆，往往也就一兩件能拿得出手的好衣裳。 

因為他們家天天都有肉吃，因為穆濱城是縣令的朋友，因為許許多多或是顯而易

見、或是細微末節的原因，大青山村的人都知道，穆濱城他們家資產豐厚。 

而穆濱城他們並沒有清晰的認識到自己在其他人心目中是這樣的形象，直到聽了

王猛直截了當的提起，他才恍然驚覺，原來這裡的人用什麼樣的眼光看待他們。 

穆濱城對王猛說：「你們想讓我做什麼？」 

周勝說：「就是讓你暫時別上山，留在村子裡，帶著村子裡剩下的那些小子們早

晚到村子周圍巡視一圈，免得被那些土匪給盯上了。」 

穆濱城聽到這話，不假思索就同意了，因為他真心實意的將自己當作這個村子的

一分子，所以對於這種保護村子的事情，他義不容辭。 



第二天，王猛將村裡組織起來的二十個留守村子的青年人，帶到穆濱城他們家門

外。 

王猛簡單的跟穆濱城交代了幾句，將這二十人留下，很快就走了。 

穆濱城剛開始看到這一群人，就覺得他們根本不合格，需要好好的訓練一下，否

則莫說是對抗土匪了，就算是讓他們乖乖聽話都不容易。 

按照訓練新兵的辦法，穆濱城決定先將這些人晾一晾。 

時間剛剛過了半刻鐘，在寒風的刺激下很快就有人支持不住了，開始嘴裡沒輕沒

重的說笑道：「姓穆的，你倒是出來啊……是不是因為你婆娘太漂亮，勾得你下

不了床了？！」 

「哈哈哈……」剩下的人紛紛哄堂大笑。 

全村的年輕人都覺得琉夏漂亮，只是礙於她跟村民沒什麼來往，女人們很愛議論

她，男人們則剛好相反，即使在很隱晦的時候都很少提起琉夏。 

這樣的有意避諱是一種集體行為，非常的隱祕，也很反常，但其實又很合理，因

為整個村子裡的年輕男人，都對琉夏有著某種心照不宣、不言自明的妄想，所以

村裡的女人對琉夏的那些仇視也不是毫無原由的。 

可是這件事情是無解的，猶如鶴立雞群，優美的仙鶴被喜愛，同時又被當作雞群

中的異類，而被群雞仇視。 

此時穆濱城坐在屋內，看著這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輕人，微不可察的皺著眉頭。

本來還想晾他們一下，現在他覺得完全沒有必要了。 

葛斌也在穆濱城身邊，於是穆濱城對他說：「我細心教導了你好一陣子，現在是

驗證成果的時候了，去把外面那群人給我馴服，做不到的話，你就沒資格做我的

徒弟了。」 

葛斌經過這段時間的訓練，原本稍顯單薄的身形看起來已經很有氣勢了，所有練

武的人，除了穆濱城這種少數的異類，都會讓身體變得異常強壯。 

葛斌聽到穆濱城的話，站直身體堅定的回答道：「是，師父。」 

於是那個剛剛還在胡說調笑的人現在倒楣了，葛斌急速衝出屋門，僅僅一拳就將

他撂倒在地。 

等到穆濱城不疾不徐的走出房門的時候，所有人都乖乖的列隊站好，畢恭畢敬的

等著穆濱城出來。 

「穆隊長好。」聲音整齊劃一的叫著這個村長臨時封給穆濱城在巡邏隊的職務。 

看到這些多數身上掛彩、少數嘴歪臉斜的人，穆濱城對於葛斌給出的下馬威很滿

意，同時也對這些敢於挑釁的人很滿意，因為這都是一些有血性的人，有訓練的

必要。 

如果只是一群羔羊，不管怎麼訓練也只會逃跑，所幸這是一群狼崽子，稍加訓練

就會是爪牙鋒利的狼群。 

只是威嚇很重要，他要狼群如臂使指，而不能反噬自己這個領頭人。 

這個時刻，看到這群即使不甘不願但依舊做出畢恭畢敬表情的人，穆濱城有一瞬

間覺得恍然如夢，以為自己還在軍營裡，手下有著千軍萬馬。 



直到琉夏的出現才打破了穆濱城腦海中的幻覺。 

穆濱城問：「饅頭蒸好了嗎？」 

琉夏點頭，「好了。」 

穆濱城對葛斌說：「把饅頭拿出來，一人發兩個。」 

這時燕如也跟葛斌一起給這些人發饅頭。 

穆濱城說：「讓你們久等了，我給大家準備了一點吃的。以後能夠達到我訓練的

要求，那天天有饅頭米飯吃，達不到的話，就滾回家去。」 

穆濱城深諳一個道理，打一棍子要給一顆甜棗。 

鬆軟香甜的大白饅頭，對於這些吃慣了死麵餅子的鄉下青年們來說可是難得一見

的美味，一個兩個都狼吞虎嚥的，也不怕燙，像是生怕寒風將饅頭吹冷了，所以

要儘早吃下肚子。 

穆濱城說：「你們覺得饅頭好吃吧？」 

幾個已經吃完的人中，就有剛才因為出言不遜而被葛斌最先收拾了的人。 

他的名字叫王虎，與村長同宗，這個人在整個大青山村是出了名的皮糙肉厚，在

聽到穆濱城的詢問後，竟然沒皮沒臉的說：「還有饅頭嗎？我還沒吃飽呢。」 

穆濱城似笑非笑的看著王虎，「你要是能打得過葛斌，饅頭隨便吃。」 

在見識過葛斌的厲害之後，連王虎這樣的渾人都不敢造次了。 

隨即，穆濱城提高聲音道：「連一個半大的小孩兒都打不過，你們也配吃饅頭？！

誰有本事說自己在強盜土匪來的時候能跟他們拚殺、保衛大青山村的安全，誰才

有資格吃我家的饅頭！」 

剛剛一直表現得十分和煦的穆濱城，在此時此刻才終於顯露出鋒利的模樣。 

所有聽到穆濱城這話的人，都覺得彷彿有一道寒光從身上滑過，一個個噤若寒蟬。 

琉夏和葛斌燕如默默的在站穆濱城身後。 

葛斌對穆濱城一直非常崇敬，而燕如因為受寵女弟子的身分，一直覺得穆濱城很

和藹，可是此時此刻，無論是葛斌還是燕如，就像是靈魂被穆濱城身上的光芒攝

住一般，只能呆滯的看著這個既熟悉又陌生的人。 

穆濱城這樣鋒芒畢露的樣子，實在是讓兩個小孩子太陌生了，即使穆濱城平常對

葛斌也很嚴厲，可是那時的嚴厲，不會有此時此刻這樣讓人覺得發自內心感到敬

畏膽寒的震撼效果。 

有些人是天生的將領，穆濱城就是這樣的人，因為他的身上有著某種非凡的氣魄，

能夠讓人無條件的跟隨他、服從他。 

從前，穆濱城想在這個村子過與世無爭的平淡生活時，他便有意的將自己身上的

氣勢收斂了，可是此時他的想法產生了變化，不是說他突然不願意繼續過平凡的

生活，而是他感覺到了危險。 

而那個威脅到他的對象，就是大青山村的人懼怕的土匪，穆濱城還知道那個土匪

的名字叫做楊振興。 

不僅僅是大青山村的人對此感到擔憂，沈宣也特意讓趙大來詢問過穆濱城，是否

需要再次請兵來剿滅山上的土匪。 



穆濱城給出的意見卻是——  

「山匪占據有利地形，僅僅是運河口的一千士兵，撒到山上去圍剿，只怕是杯水

車薪。我想唯有將他們引誘下山來，才能將之一舉殲滅。」 

至於誘敵的方法，穆濱城早就想到，唯有自己和沈宣是絕佳的誘餌，因為對楊振

興而言，他們是殺死楊文禮的罪魁禍首。 

但沈宣在縣衙裡，楊振興不敢囂張到攻打縣衙，而穆濱城由於一直沒有大肆招搖

過，所以楊振興應該還不知道他就住在離縣城不遠的大青山村。 

可這一切都是暫時的，穆濱城無比肯定，只要讓楊振興知道自己在大青山村，他

一定會瘋狂報復。 

因為被送到妙空庵的桃桃，六天前被人殺了。 

賊人晚間從後邊菜園旁的院牆潛入庵中，將桃桃殺死後就大搖大擺從正門逃跑了。 

桃桃原本只是一個住在江邊小村莊的姑娘，除了楊振興，誰又與她有這樣的深仇

大恨？ 

如果之前幾天穆濱城還在猶豫要不要自己去當誘餌，此時他已經打定了主意，一

定要將這潛在的敵人及早扼殺。 

先前使穆濱城感到猶豫的原因是他想到自己的家庭，他不想自己置身險境，琉夏

會為他擔心。 

可是現在他下定決心要誘殺楊振興，也是因為自己的家庭，他不希望有任何破壞

這個家庭的不安定因素存在，他的家在大青山村，如今村子裡的人都受到了土匪

災禍的威脅，這已經是對他生活的一種破壞。 

昨天王猛說要讓穆濱城帶領一些村中的青壯，在村中人手空虛的時候保護村莊，

穆濱城就已經決定將這些人訓練成自己手下的戰士。 

他要主動出擊消滅敵人，而不是在這村子裡被動防守。 

防守對穆濱城來說就是退縮，是將自己的命運交給上天來安排。他不想整天禱告，

期盼可以幸運的躲過災禍，他要把主動權掌控在自己手中。 

接下來的幾天，有穆濱城指揮、葛斌帶隊，對著二十個人進行了有針對性的加強

訓練，而他們的伙食更是得到了飛躍式的提升。 

原本按照村裡只是簡單巡邏的要求，穆濱城就沒有道理自掏腰包給這些人做飯吃。 

可是穆濱城想要讓這些人為他賣命，當然要有所付出，於是不再僅限於簡單的饅

頭，每天只要訓練，他們都能吃到大塊的紅燒肉，而且紅燒肉濃油赤醬，味道絕

佳，不是他們從前吃過的那樣寡淡無味如同水煮的所謂紅燒肉可比。 

在高強度的訓練了快一個月之後，村中上山採集山貨並打獵的人早就安全回來了，

穆濱城他們這邊的訓練還在繼續。 

看到這二十個逐漸對穆濱城唯命是從的青年，還有看到這二十個人的精氣神全都

變得昂揚起來，村裡的人對穆濱城的行為雖然費解，卻都很識時務的不敢招惹穆

濱城了，就連平常最愛嚼舌根的婦人，最近都不敢再說琉夏的壞話。 

只是這二十個人的家人卻疑心穆濱城的目的不純，總是偷偷詢問這些人，「你們

穆隊長訓練你們到底是什麼目的啊？難道是想建一個莊園，所以訓練你們做看家



護院的打手？」 

這些人的回答是，「不知道。」 

因為他們的確不知道。 

可是在談話的末尾，這些人總是會想要維護穆濱城，於是他們會說：「你們可別

在背後說穆隊長的壞話！」 

直到一個月期滿的時候，穆濱城將這些人召集起來，對他們說：「我知道，很多

人好奇我訓練你們的目的。」 

此話一出，原本就靜默無聲的眾人此刻連呼吸都屏住了。 

就聽穆濱城繼續說：「我的目的很簡單，就是想保護我們的村子，可是我覺得被

動防守絕對不是最好的方式，我們要主動出擊。 

「蒙山的土匪肆掠，他們就是我們大青山村的潛在威脅，我要去消滅他們！你們

有沒有人願意跟我一起去？」 

眾人原本屏住的呼吸，在穆濱城短短幾句話的時間裡，就有人激動得大喘氣了。 

王虎原本是村子裡的搗亂分子，現在已經變成了穆濱城的忠實擁護者，他第一個

響應穆濱城的號召，大聲高喊道：「我願意！」 

隨後是二十個人爭先恐後的吼道：「我願意，我願意……」 

第二十六章 剿匪大勝利 

前天晚上下了雪，昨天早上穆濱城就帶著葛斌，還有新訓練出的二十人離開了大

青山村。 

穆濱城和沈宣早有計畫，要在今年下第一場雪之後，把缺少糧食的楊振興一夥人

引誘下山，將其一舉殲滅。 

臨行之前，琉夏什麼話也沒說，只是鄭重的將自己連夜做好的肉乾遞給穆濱城。 

她這次沒有再顯露出任何軟弱的情緒，雖然她知道，自己所有的表情都是在故作

堅強，可是此時此刻琉夏必須堅強。 

因為還有另外二十雙眼睛緊盯著琉夏，他們即將跟隨穆濱城出去流血拚殺，琉夏

不想因為自己的情緒問題，影響到整體的氣氛，不想在原本壯志凌雲的士氣上增

加絲毫灰色的陰影。 

雖然心頭依舊萬分不捨，琉夏也只是站在院子裡目送著穆濱城他們遠去。她本來

可以送到村口，但是她就止步於自家門前。 

琉夏在門前呆立了許久，直到遠去的人背影徹底消失了許久之後，琉夏對一直陪

伴在自己身邊的燕如說：「我們回去吧。」 

燕如是非常聰明的孩子，無論平時怎麼愛胡鬧，此時此刻都顯得很乖巧。 

聽到師父說要回去，她心中才鬆了一口氣。 

昨晚剛剛下過雪，屋子外面冷得讓人發抖，燕如早就凍得受不了，可是琉夏卻像

對氣溫失去感知能力一般，屹然不動的站在刺骨的寒風之中。 

現在聽到琉夏說要回去的話，燕如再也掩飾不住自己語氣中的雀躍，「好啊。」 

由此顯示出，雖然會看人臉色，但燕如畢竟還是一個無憂無慮的小孩子，根本無

法理解琉夏的愁苦為何。 



琉夏聽到燕如愉快的聲調，倒也沒有感到生氣，只是覺得羨慕。 

琉夏想到自己在沒有遇到穆濱城之前的歲月，也是跟燕如一樣，根本不知道擔憂

別人的滋味，即使會憂心自己的命運，卻從沒有過這種牽腸掛肚的感覺。 

直到遇到穆濱城，遇到這個可以共度一生的人，琉夏方才感到自己的生命不再屬

於自己一個人，有一半屬於穆濱城。 

不管琉夏的心裡如何忐忑不安，生活依然要繼續。 

 

 

轉瞬間，已經到了穆濱城帶人離開的第三天。 

今天上午許久沒有露面的太陽，終於艱難的劃開密集的陰雲，撒下一片過於和煦

的光輝，前天下的雪直到此時才完全的消融。 

潮濕凜冽的空氣將人們身上所剩無幾的熱度全都帶走了，一群人瑟縮的抱著肩膀

站在琉夏家門前。 

村長也在人群前方，他在勸解那些圍住琉夏家的人，「都先回去吧，琉夏跟你們

一樣在這裡等著，她男人也沒有回來，你們再逼她也沒有用。」 

穆濱城帶人走的時候，都讓這些人通知了自己的家人。 

當時說是有軍隊當主力，大青山村的人只是假裝成運送公糧的村民去誘敵，危險

程度不高，沈宣還以縣令的身分出面承諾，完成任務之後每人賞一兩銀子。 

沈宣看到自己外甥身上體現出的學習成果，所以對於穆濱城用心訓練出來的二十

人非常有信心。 

莫說是有錢，就算沒錢，這群被穆濱城訓練得渾身精力無處發洩的人，都會熱情

高漲的自願參加這次的戰鬥。 

對於這群血氣上湧的年輕人，即使是他們各自的家人也知道無法阻擋。 

所以起先的時候村民都表現得無動於衷，畢竟村中的成年人都是從戰亂年代走過

來的，心理的接受能力都很強。 

只是穆濱城帶著人出去之後，長達兩天的時間杳無音信，所以在這第三天的早晨，

按捺不住的村民們不約而同的聚集到了琉夏家門前。 

這些人也不說話，就那樣沉默的站在那裡，大多是中年男女，應該是跟著穆濱城

走的那些人的父母。 

琉夏看到這樣的場景，也沒有什麼好的解決辦法，而且她自己的內心也很焦灼，

她覺得自己甚至能夠對這些人的心情感同身受。 

那種對親人的牽腸掛肚，琉夏相信她不比在場的任何一個人少。 

但是她知道，此時此刻，自己不能表現出任何的軟弱，她只能堅定的相信，穆濱

城一定會帶著那二十個人平平安安的回來。 

跟之前不能影響士氣的情況類似，琉夏覺得只要自己稍微表現出一丁點柔弱的模

樣，就會使得這群本來就處於徬徨狀態的人直接情緒崩潰。 

看到自家被圍住之後，琉夏既不能表現得軟弱，又不能強硬的與他們起爭執，所

以她的表現跟圍住她家的人如出一轍，只是沉默的做著自己手裡的繡活兒。 



這樣的局面堪稱詭異，但是雙方都無意主動打破某種平衡，就是生怕自己克制不

住情緒。 

當然琉夏也沒有坐以待斃，她也害怕有人情緒不穩，最後做出什麼太過激動的舉

動，只要場面混亂起來，對方有三四十人，自己就單獨一個，結果會如何琉夏自

己都不敢想像。 

於是琉夏當著這些人的面出言將燕如打發走，卻暗中將繡了字的布條塞給她。 

燕如感覺到師父塞給自己的東西，也就很機靈的走了，沒再執意要留在這裡陪著

琉夏。 

當燕如跑過小溪上的橋，覺得距離足夠遠了，才小心翼翼的展開琉夏塞給她的布

條，上面用一根紅線很簡明的繡著—— 把村長找來。 

燕如將布條揣入自己懷中，便踏著泥濘的道路，飛快的向著村長家跑去。 

村長在得知消息後，立刻就從家中動身，拖著自己年邁的身體，顧不得化雪之後

泥濘的道路，拄著拐杖迅速趕過來。 

王猛緊緊跟在老爹後面，生怕他不小心摔出個好歹。他本來想扶著自家老爹，可

是村長生怕發生意外，覺得被扶著速度慢，堅決拒絕了王猛的提議。 

王猛每當看到自家老爹為了村民們的事情辛苦奔波，都會忍不住想勸他不要這麼

勞累。 

事實上這樣的話他的確跟自家老爹說過，可是村長卻用一種悠長的聲音，回味似

的告訴王猛，「我這一輩子已經和這個村子連接在一起，讓我放下，除非我嚥下

最後一口氣。」 

王猛聽完村長蒼老粗礪的聲音說出這番話，當時的心情深受震動，從此以後，他

對自家老爹的行為就再也不敢多加置喙。 

而燕如在將消息告知村長、看到村長趕去琉夏家之後，本能的打算跟著村長走，

可是走出去沒多遠，她又恍然間反應過來，母親一再交代她，這幾天如果琉夏遇

到什麼麻煩的話，就讓她回家通知他們。 

於是燕如又調轉回來，朝著自家的方向跑去。 

 

 

村長的出現打破了僵局。 

終於有一個年紀較大的婦人，嗚咽的哭訴起來，「我們家就勇子一根獨苗，還指

望他養老送終呢，他要是有個三長兩短，我們兩個老不死的也就不用活了！」 

琉夏給村長搬來凳子，雖然天氣寒冷，也只能讓他老人家暫時坐在屋子外面，因

為屋裡的空間有限，要是村長進去了，其他這三四十人必然也想要跟著一起進去，

屋裡可擠不下這麼多人。 

王猛扶著村長坐下，村長年紀大了，急匆匆的走來，確實累得有些氣喘吁吁，所

以很自然的便坐下。 

他仔細聽完哭訴，等到那情緒激動的婦人稍微冷靜下來，不再抽噎之後，才威嚴

的說：「這件事情是由縣令大人牽頭，事情還沒結果，你們到這裡來胡鬧什麼？」 



這時另外一個中年男子說：「我們也是擔心啊！」 

琉夏就站在村長旁邊，看到這個說話的中年男人，覺得他很面熟，這樣的面熟不

是因為琉夏真的認識這個人，而是因為琉夏認識他的兒子。 

這個中年男人是村長的同宗本家親戚，名叫王順，就是那個護衛隊剛開始時的刺

頭王虎的父親。 

因為王虎每次吃肉的時候都表現得最活躍、最積極，對於自己的廚藝大加讚賞肯

定，所以琉夏對這個王虎有比較深的印象。 

聽到王順說話，村長睜開自己那雙彷彿永遠耷拉著的眼睛，用比較親密的口吻訓

斥道：「順子，做人要厚道，別吃了人家的東西就想抹抹嘴走人。 

「你當初是怎麼在村裡吹噓的？說你們家虎子每次都吃到最大塊的肉，還說自己

要是年輕個十來歲，也想來訓練換口肉吃。」 

村長這句話，既是在罵王順，也是藉此告訴在場所有的人，天下沒有不勞而獲的

道理。 

村長看到自己兩句話下來效果明顯，所有人身上的怒氣都消散了許多，可是焦急

等待的心情並沒有因此放鬆下來，就開始跟他們說，琉夏的丈夫也沒有回來，她

現在的心情也跟在場所有人一樣焦急難過。 

人們在這裡為難琉夏，只是遷怒，根本不能解決問題。 

當周勝兩口子帶著隔壁的孫雄趕來的時候，圍住琉夏家外面的村民已經走了，只

有村長還留在這裡。 

村長看到周勝他們來了，就叮囑琉夏說：「我先回去了。在穆小子回來之前，妳

暫時別出門，如果非要出門的話，也一定不要自己一個人出去。」 

穆濱城完全不知道，因為自己帶領手下的人去收取戰利品，會導致琉夏遇到危機。 

當時的那種情況，只要稍微應對得不得當，群情激憤之下，琉夏將會面臨何種結

果，實在很難預料。 

幸好當天下午穆濱城就帶著自己手下的二十人回來了，不能說完好無損，因為王

虎搬銀子的時候太興奮，把自己的腳背砸傷了。 

楊家占據洺縣數十年，家資異常豐厚，當初殺楊文禮的時候，看到從他家裡抄出

來的財寶，就連穆濱城這個見過大世面的人也不由得為之驚訝。 

相比之下，楊振興這個新建起來的土匪窩裡的這點兒財物就不值一提了。 

穆濱城可以輕鬆自如的看待這些錢財，可是對於那些跟隨穆濱城打到這座山上來

的人，卻是前所未見的龐大數字。 

要知道，在一個月以前，這些青年們的未來不過還是一輩子當個面朝黃土背朝天

的農民，然而此時此刻，稍微精明點的人都明白，他們的命運已然更改。 

因為穆濱城看到這個存放銀錢的房間後，對手下的人說：「儘量搬吧，官兵來之

前，能搬多少搬多少。先前殺敵的時候大家很賣力，等回村子以後咱們平均分配，

誰也不會少。」 

這時候一向很活躍的王虎跳起來說：「老子有錢娶媳婦兒了！」 

然後他踢倒旁邊人抬起來的箱子，箱子落地，正好砸在他的腳背上，一道殺豬似



的嚎叫聲瞬間劃破了山嶺。 

沒有人同情王虎，所有人都用哈哈大笑來回應他的愚蠢行為。 

王虎痛得直吸氣，還不忘兇神惡煞的警告同伴，「笑個屁，你們給老子閉嘴！」 

此時穆濱城並沒有參與到這些人狂歡發洩似的笑鬧中，他對一直跟在身邊的葛斌

說：「想要軍心凝聚，領兵者不能貪婪，若有戰利品，必須與眾人一起分享。你

要知道，有人願意跟隨你，你就有義務給予他們實際的好處。」 

葛斌點頭稱是，將師父的教導記在心中。 

短短兩天的時間，穆濱城帶給葛斌的衝擊實在很大。 

由於穆濱城的用心教導，他此行做出的任何決定都不會對葛斌隱瞞，不僅沒有隱

瞞，還時不時的在一些重要場合中，細緻入微的向葛斌進行講解。 

如果不是看到被穆濱城親手射殺的楊振興，在葛斌看來，這一次的行動簡直就是

師父為教學而專門給他上的一場大型實踐課。 

葛斌看到整場戰鬥的過程，到現在依然覺得一切都很不真實，如夢似幻。 

但是恰恰相反，葛斌又是一群人中最清醒的，他瞭解事情的整個前因後果，所有

過程。 

事實上，在穆濱城出發前沈宣就將他的消息散播了出去——  

「縣令大人任命曾經救過他的穆大俠為洺縣新的收糧官，這次由新的收糧官出馬

押糧，那蒙山上的宵小鼠輩一定不敢再輕舉妄動！」 

這是對楊振興的挑釁，由他派人殺死桃桃的行為就可以看出，他一定不會放過當

初毀了楊家的人。 

穆濱城對於楊振興來說本來就是一種誘餌，更何況在這嚴冬下雪的天氣裡，還有

幾車被押送的公糧。 

因為楊振興非常謹慎，所以穆濱城讓包圍在外圈的官兵退到五里之外，除了帶著

熟悉的趙大，讓他穿上衙役的衣服，所有運送糧食的民夫都由他訓練出的二十個

村民扮演。 

實際上村民的扮演就是本色出演，毫無破綻，因為一個月以前他們都還只是真正

的農民。 

楊振興果然上當了。 

之後的一切在葛斌看來，敵人猶如穆濱城手中任其擺佈的玩偶，對方的一切行動

路線都無法逃躲他事先預料，於是敵人的行為看在不知情的人眼裡，簡直就像是

四處亂竄，自己往刀口上撞，簡直愚蠢得可笑。 

看著敵人按照己方預定的路線到一處地勢隱祕的山坡上打算埋伏，然後全部掉進

穆濱城前一天晚上帶人挖掘設置的陷阱裡。 

穆濱城卻用淡然的語氣告訴葛斌，「制敵機先，是一場戰鬥勝利的最根本的原因。

有充足準備的一方，打沒準備的一方，就像一個人提著寶劍去殺雞一樣簡單。」 

敵人想從山坡上埋伏，占據地利優勢，這是一個用兵的常識，可穆濱城卻利用了

這點設下陷阱。 

這時穆濱城帶的人離那山坡還有段距離，看到敵人人仰馬翻，他抓緊時機道：



「殺！」 

陷入混亂狀態的五百人，被形成戰陣的二十人殺得毫無還手之力。 

因為對於那五百人的每一個個體而言，他們是在用一個人的力量對抗二十人凝聚

在一起的千鈞之力。 

終於，敵人開始四散奔逃潰散，而穆濱城這邊在他的指揮下卻始終穩穩的維持著

一個戰陣，井然有序的不斷推進。 

在這種情況下，奔逃的敵人更加喪失了抵抗力，如果有人在圍觀的話，就會驚訝

於這些人簡直是在往戰陣的刀口上撞。 

不超過半刻鐘的時間，五百人被絞殺過半，其餘的都跑遠了。 

穆濱城一直沒有出手，就是在等待一個時機。 

在正式交鋒半刻鐘之後，他要等待的時機到來了，楊振興的身邊出現了空缺。 

剎那間，一支箭帶著劃破空氣產生的響聲猛然出現在楊振興的眼前，等他終於反

應過來的時候為時已晚。 

楊振興那死不瞑目的屍體被那強力一箭的力量帶著向後方倒去。 

撲通，這一聲倒地的聲響迴蕩在每一個人的耳朵裡。 

對於楊振興的手下而言，這預示著他們的正式失敗，於是士氣全無，一個個呆若

木雞，而對於穆濱城帶領的人來說，是他們最終勝利，一個個愈加士氣高漲。 

二十人要殺死五百人，就算對方站在那兒讓你砍殺，也不是那麼容易全部殺死的，

何況對方長了腿，懂得逃跑。 

雖然窮寇莫追，但是對於這群註定沒有援軍的敵人，這一條鐵律並不適用，所以

穆濱城帶著自己的人，一路衝進了對方無人把守的老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