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貴圈真亂 

每年的三月初三，是江湖中最熱鬧的一天。 

這才一大早，京城中消息最靈通的尋風客棧裡便已經人滿為患，無論是身帶刀劍

的江湖人士，還是前來湊熱鬧的圍觀群眾，都或緊張或期待或焦急地等待著，就

連門口的叫花子也按捺不住好奇，伸長了脖子往裡面看。 

不一會兒，客棧胖掌櫃腆著肚子走了出來，將手中一張大大的條幅掛在牆邊慢慢

展開。 

幾乎在同一時刻，所有圍觀人群忽然從椅子上彈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直奔過

去，頃刻便在條幅前疊了三五層人頭。 

而掌櫃早已為自己找好了逃生的路線，胖胖的身形飛速一閃，下一刻便已經安全

地躲到櫃檯後面。 

一個新來的夥計沒見過這地動山搖的陣仗，嚇得不輕，伸手扶住櫃檯剛剛站穩身

子，不由得問道：「掌櫃的，你剛才掛的是什麼啊，怎麼他們都、都跟蚊子見了

血似的？」 

「你剛來，自然不明白。」 

掌櫃從口袋裡掏出一方手帕，在額前擦了一會兒覺得沒用，又從櫃檯後面拿出蒲

扇，對著自己一陣猛搧，「今天是武林排行榜放榜的日子，我剛才掛的，正是剛

到手的最新排行。」 

夥計聞言，長長地「哦」了一聲，難怪江湖人士一個個都跟餓狼似的呢，原來是

事關自己的排行。 

正此時，只聽人群中爆發出一聲嘹亮的呼喊——  

「哈哈哈，今年的第一還是葉輕鴻！天下第一門的少主果然不是蓋的！」 

聲音一出，餘者反應各異，有的哈哈大笑，有的唉聲歎氣。 

夥計看了看，皺眉問道：「掌櫃的，這又是怎麼回事？」 

「這是在下注呢，葉輕鴻對賀錦如，今年賠率可是到一比十了。」掌櫃笑咪咪地

亮出一疊賭票，目露精光，「嘿嘿，還好我高瞻遠矚，今年還買葉輕鴻。」 

武林排行榜的評選在江湖中歷來成謎，目前最官方的說法是這樣的——  

它由一個神祕的組織負責評選，每年三月初三公佈。該組織的成員平日喬裝打扮

隱匿在江湖中，暗中觀察大俠小俠男俠女俠們平日的表現，並拿小本本記下他們

和旁人交手的勝負情況，行俠仗義、扶危濟貧的次數等等，再輔以所有還未公開

的考核指標，從而得出武林排行榜的結果。 

雖然這個排行榜的評價標準是個謎團，但它評選出的結果卻能讓絕大多數江湖人

士心服口服，故而久而久之也就被視作權威榜單。與此同時，某個特殊行業因此

興盛起來…… 

聽了掌櫃的話，夥計恍然大悟地點點頭。 

畢竟已經連續五年蟬聯榜首的可是斷天門少主葉輕鴻，自從十五歲那年打遍天下

無敵手，葉輕鴻這三個字扔進江湖裡就能濺起一大片水花，哪怕是「圈外人」的

他也是有所耳聞的。 



至於另一個人……誰啊？不認識。 

「至於賀錦如嘛，千松莊的莊主，雖然也是個挺厲害的小丫頭，但比起葉輕鴻還

是不夠看，在榜上被壓了五年，可以說是標準的千年老二了。」 

看出了夥計心底的疑問，掌櫃摸著小鬍子解釋，臉上露出得意笑容，「今天還有

人說她會爆冷登頂，我堅決不信，看吧，果然還是我有先見之明！」 

話音剛落，人群中又爆發出一聲驚呼，循聲而望，就見一條火紅色的長鞭不知從

何處飛出，越過眾人頭頂，一眨眼工夫便風捲殘雲似的把牆上的排行榜捲走了。 

再看門邊，不知何時站著個一身紅衣的女子，她抬起另一隻手，乾脆而輕巧地將

排行榜握在了手中，「唰」地展開。 

這女子模樣明豔俏麗，是個美人胚子，只是該美人在看到排行榜上的內容之後，

一張俏臉瞬間就黑成了鍋底，開口時，美人形象更是又減分不少。 

「葉輕鴻這個混蛋在哪裡？快滾出來！」 

長鞭往地上狠狠一抽，驚得客棧內眾人倒抽冷氣。 

「葉、輕、鴻！快出來單挑，老娘今天一定要把你打得哭爹喊娘！」 

這一聲大有河東獅吼的架勢，震得在場眾人都齊齊沉默了一陣。 

好一會兒才有人小聲道：「賀莊主，您也知道葉少主這幾年行蹤越來越詭祕，江

湖中好久沒人見過他了！」 

賀錦如聞言，臉立馬又黑了幾分。 

其實葉輕鴻在不在這裡，她心裡也沒底，剛才那一番話只不過想詐一詐他而已，

但轉念一想，自己在排行榜上已經輸了人，這時候如果還不能把狠話放響亮點，

以後還怎麼在江湖上混？ 

於是她清了清嗓子，虛張聲勢地嚷道：「葉輕鴻，你有本事當第一，就有本事出

來單挑啊！別躲在人堆裡不出聲，我知道你在這兒！老娘掘地三尺，遲早也要把

你找出來！」 

又轉向圍觀人群，一拱手，道：「勞煩各位英雄，若有葉輕鴻的消息還請立刻告

知千松莊，錦如定當重重酬謝！」 

說罷頗為瀟灑地一撩衣襬，一陣風似的走了。 

客棧裡眾人齊齊鬆了口氣，但下一刻，剛離開沒多久的人又轉了回來，竟是撥開

人群，逕自來到賭坊老闆在客棧專門設立的小櫃檯前。 

見她這氣勢洶洶的模樣，賭坊老闆嚇得聲音都帶了哆嗦，「女俠饒命，女俠饒命！

小人只負責開賭局，這一比十的賠率代表的是江湖民意，真、真的不關小人的事

啊！小人……」 

說到一半，面前傳來「啪」的一聲，卻是一大包銀子被重重拍在了桌子上，連同

一疊厚厚的賭票。 

「咳咳……」 

在周遭訝異的目光下，賀錦如有點不自在地別開了目光，「那什麼……我給自己

下了一百兩的注，這、這是輸的銀子！今年賀錦如認賭服輸，明年……不找到那

混蛋我誓不為人！」 



話音落下的同時，人也已經飛速沒了影子，只留下客棧中目瞪口呆的眾人。 

有人不禁開始竊竊私語，「這畫面好熟悉，去年也有這麼一齣吧？前年好像也

是……」 

「老闆，現在可以兌現銀子嗎？」 

此時，一個溫潤悅耳的聲音打破客棧內的沉默。 

驚魂未定的賭坊老闆抬頭一看，只見一個斯斯文文的青年男子立在小櫃檯前，正

瞇起眼睛微笑著看向他。 

男子模樣普通得讓人很難記住，身上穿著的也只是再尋常不過的粗布麻衣，然而

周身卻散發著一種文質彬彬的氣度，給人賞心悅目的感覺。 

賭坊老闆愣了一愣，下意識地對男人點了點頭，不知為何心中騰起一種不祥的預

感。 

果然，男子從袖中掏出個布口袋放在桌上打開，與此同時，在場的所有賭客看了

看自己手中的賭票，都羞愧地低下了頭。 

「賭票在此，麻煩老闆兌換一下，我押的是葉輕鴻。」男子聲音謙和，笑容無害，

「一萬兩銀子。」 

賭坊老闆兩眼一黑，直接口吐白沫暈了過去。 

又有人竊竊私語，「這是第幾個暈過去的賭坊老闆了？」 

很快，男子點了十萬兩的銀票，笑咪咪地轉身離去。 

夥計慌慌張張地給賭坊老闆掐了掐人中，這才讓人轉醒過來。 

他鬆了口氣，站起身又看見客棧門口地上深深的兩條鞭痕，不禁由衷地感歎道：

「貴圈，真亂啊……」 

 

 

江湖中人人皆知，千松莊莊主賀錦如和斷天門少主葉輕鴻是水火不容、有你沒我

的關係，不過這句話需要加上兩個注解——  

注解一：這兩個門派並無私怨，歷年也從未起過什麼爭端，相反的，關係還十分

友好和睦。 

注解二：所謂「水火不容、有你沒我」，其實只是賀錦如單方面認定而已。 

所以人們見過的，往往只有賀錦如滿天下叫囂著找葉輕鴻，但後者以及他所在的

斷天門卻從沒給過任何回應。 

而說到葉輕鴻此人，作為武林排行榜上連續五年把江湖中讓人聞之色變的剽悍暴

力女賀錦如壓成「千年老二」的神人，見過他的人卻屈指可數，因此關於他的傳

聞，江湖中流傳的版本甚多。 

有人說，他是個滿臉麻子的中年胖子，因為長得太醜不敢見人，所以整天藏頭露

尾。 

有人說其實帥到天怒人怨，因為每個見過他的女人都一哭二鬧非要嫁他，他不勝

其煩，所以才溜之大吉。 

還有人說他其實是女的，女扮男裝行走多年遇見了自己心愛的男人，於是決定退



隱江湖…… 

總之越傳越玄乎，時間一長，葉輕鴻幾乎成了傳說。 

而賀錦如恰恰是為數不多見過這「傳說」本人的人，即便已經是許多年前的事，

每次回想起當時的情形，她依舊非常有把葉輕鴻大卸八塊的衝動。 

就在武林排行榜公佈的第二天，「千年老二」賀錦如一點也不光榮地回到了千松

莊。 

在房間裡悶聲悶氣地坐了大半天後，她猛地一拍桌子，當即做出了一個決定。 

為振興師門她必須更努力表現，鋤強扶弱，沒想就在一次救助百姓時，小兒口中

傳唱的盛讚葉輕鴻的童謠讓她改了心意——  

就算是把整個江湖給翻過來，也要揪出葉輕鴻！ 

不只為了自己堂堂千松莊莊主的名聲，也為了年年都損失慘重的荷包，更為了某

個事關私人恩怨的原因…… 

 

 

在大堂裡宣佈了這個決定之後，底下幾條人影立馬竄近，淚流滿面的上來抱著她

大腿哭喊——  

「莊主啊，妳可不能拋下師兄們啊！」 

賀錦如黑著臉一腳踹飛一個，道：「你們好歹是我的師兄好嗎，能稍微有點出息

嗎！」 

一直以來，千松莊在江湖上都只是個芝麻綠豆大小、毫不起眼的門派，直到出了

賀錦如這麼個威武的天下第二，才算是略略揚眉吐氣了幾分。 

說起來，賀錦如在師門之中其實是年紀最小的師妹，卻遠比她的幾個草包師兄來

得有出息。 

她從五歲那年開始拿鞭子，苦練八年，居然從原本門派那本普普通通的家傳鞭譜

中得到頓悟，自創了新的招式。 

於是十三歲初入江湖，便一舉竄上武林排行榜第二的位置。 

只可惜那一年，十五歲的葉輕鴻接連打敗了武林中公認的三大高手，一舉成名天

下驚，於是她引以為傲的輝煌戰績，就直接被徹底無視了…… 

從那時候起「千年老二」的名頭就扣在了她的頭上，到如今她都二九一十八歲了，

還依舊甩不掉。 

身為一個有志氣的掌門人，賀錦如決定加快速度幹掉葉輕鴻，只有成為天下第

一，她才能把本該屬於自己的喝彩都掙回來。 

順便也報一報多年前和他結下的仇。 

想到這裡，她再也不理會不成器的師兄們，只轉向座中一人道：「我不在的這些

時日裡，莊中大小事務……以及眾師兄們，便勞煩冷大哥了。」 

冷冽人如其名，常年只穿著一身玄黑錦衣。一張輪廓立體如雕塑的臉上，向來只

有冷峻的神情，教人辨不出喜怒。 

聽聞此言，他沒有太多的表示，只是一頓首，道：「是。」 



賀錦如衝著他點了點頭，心裡十分放心。 

冷冽是在她十二歲那年來到千松莊的。他為人沉默寡言，惜字如金，她不曾同他

直接交手過，卻能感覺到他的武功絕對不弱。 

只可惜他為人太過低調，平日裡又極少出手，故而在武林中沒有什麼名聲。 

最開始賀錦如也懷疑過，以他這樣的身手，為何獨獨選中了並不出挑的千松莊效

力？ 

然而幾番試探之後，見他為人沉穩可靠，並且對莊中事務頗為盡心，便也漸漸放

下心來，反而將各種重要事務悉數交給他打理。 

再說了，不指望他，難道要指望自己那些不中用的師兄嗎？ 

第二章 撿到仇人怎麼辦 

臨行前夜，賀錦如獨自一人在房內收拾東西。 

她決定要揪出葉輕鴻並非出於一時的衝動，畢竟，在無數次被斷天門客客氣氣的

拒之門外後，她通過各種途徑也慢慢得知，葉輕鴻這人確實有許多年都不曾回過

斷天門了。 

至於他的人到底在哪裡，也只有先探探消息，走一步算一步了。 

正盯著包袱有些出神的時候，門外傳來輕緩的腳步聲，賀錦如立刻警覺地看過

去，問：「誰？」 

「是我。」門被輕輕推開，進來的正是一身黑衣，整個人幾乎要融入夜色之中的

冷冽。 

「冷大哥。」賀錦如緩和了神情，衝他微微一笑，「這麼晚過來，可是有什麼事

嗎？」 

冷冽沒有說話，卻幾步走上前，輕輕握住了她的手。 

賀錦如心中一動，掌心感覺到多出了一種軟軟的觸感，是冷冽將什麼東西交給了

她。 

和他一貫冰冷的面色不同，他的手和常人一樣是有溫度的，甚至連指尖都帶著明

顯的暖意。 

賀錦如低頭，發現自己拿到一包灰色粉末。 

這粉末看起來並不起眼，甚至有些粗製濫造的嫌疑，可她一看便知，這是江湖中

一種用於追蹤的特製粉末。 

這種粉末自帶一種隱祕的氣味，極為持久，尋常人無法嗅到，而受過特訓的人，

即便相隔百里也能辨別出它所在的方位。 

「去多久？」 

耳畔響起冷冽低沉的聲音。 

「我也不知道，一切都取決於什麼時候能找到他。」賀錦如回過神來，將灰色粉

末收入袖中。 

言下之意很明顯，除非找到葉輕鴻，否則她不會回來。 

「若是遇上麻煩，便用這個。」冷冽不置可否，只是點了點頭，凝視著她，幽深

的眸子如同一灘沉靜的湖水，「若是三個月沒有音信，我便去找妳。」 



語聲落下，他彷彿覺得自己說了太多話一般，立刻轉了身，留下一句「早些休息」

便匆匆離去。 

也不知是自己想多了，還是冷冽太不善於表達……賀錦如站在原地回味著方才他

的話，只覺得面上微微有些發燙。 

說來奇怪，平日裡不知有多潑辣剽悍的她，每每到了冷冽面前，便猶如受到某種

冰冷氣場的鎮壓，文靜到簡直可以配得上「靜若處子」幾個字了。 

 

 

次日一早，天剛濛濛亮，賀錦如便帶著簡單的包袱踏上了行程。 

初秋時節，晨露微涼，千松莊一眾歪瓜裂棗正立在風中瑟瑟發抖地打著哈欠，唯

有一人身形挺拔，如同青松翠柏般筆挺瘦勁。 

他一動不動地站在原地，直到賀錦如離開了很遠很遠，都不曾動過。 

賀錦如打馬不疾不徐地走著，思緒卻有些飄忽。 

方才離開之前，冷冽並沒有如旁人那般說著「保重」或者「一路順風」之類的陳

詞濫調，他只對自己低聲說了一句話——  

「回來之後，我有話告訴妳。」 

這話讓賀錦如一直到現在都還有些出神，她懷疑對方是故意賣關子想引誘自己早

點回來，可轉念一想，這實在不像冷冽會做的事。 

那麼他要對自己說的究竟是什麼呢？ 

賀錦如發現自己全無頭緒，原來自己對對方根本就一無所知…… 

思緒漫天遊蕩著，直到胯下的棕馬忽然高揚了馬蹄，發出長長的嘶鳴，她才回過

神來。 

賀錦如差點沒被掀飛出去，還好急忙拉住了馬韁，可一抬眼，卻驚訝地發現道路

中間正橫著一具屍體。 

屍體周圍只見刺目的鮮紅，濃重的血腥氣息更是撲面而來，血量之大，顯然不只

出自一個人。 

下了馬，賀錦如走到那具屍體前，蹲下身，抬手探了探鼻息。 

人果然已經死透了，只不過身體殘留著些許溫度，傷口處的血也依舊黏稠，可見

並沒有死太久。 

如此看來，這裡不久前剛發生過一場激烈的廝殺，並且這廝殺很可能還未結束，

正在前方繼續上演著。 

正準備起身，餘光忽然落在那人的右手上。 

心口一緊，她將那隻手握住仔細打量。 

右手的虎口處有一道厚厚的繭，細看之下，形狀如同月牙。 

而會在這樣的位置生出這樣形狀的繭，江湖中，也只有一個門派而已——  

斷天門由於劍招靈巧多變，門人右手虎口有一處便會時常著力摩擦，握劍的時日

長了，劍柄便會在那處留下一道月牙形的繭，這是別的門派所不會有的。 

三步並作兩步，賀錦如身手矯健地翻身上馬，一揚馬鞭，順著鮮血滴落的方向飛



馳而去。 

哈哈哈，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斷天門的人都在這裡，葉輕鴻那個混蛋還會遠嗎？ 

 

 

沿路上不斷有死屍倒在路邊，賀錦如都一一檢查過，大部分是斷天門的人，小部

分的身分卻無法判斷。 

而血跡直到前方的密林便停止了。 

在林子外打馬立定，賀錦如側耳傾聽，隱隱約約聽到打鬥的聲音。 

她沒有遲疑，立刻夾了夾馬肚子，策馬走了進去。 

林子裡長滿了枝葉參天的古木，幾乎連天空都要遮蔽了，道路崎嶇，碎石嶙峋，

也十分不好騎馬，故而走了片刻，賀錦如乾脆下馬步行。 

但走著走著，她很快發現了一個不幸的事實——  

她……迷路了。 

無論怎麼走，好像都在原地打轉，而打殺的聲音卻是來自四面八方，無處不在，

讓人根本無從判斷。 

賀錦如向來是個急躁性子，情急之下，乾脆揚起鞭子，劈里啪啦地往古木的樹冠

上亂抽一通。 

不管怎樣，抽掉些枝椏，讓日光射進來，也方便認路一些。 

誰知她這幾鞭子抽下去，枝椏沒掉多少，卻是忽然掉下個人來。 

這樣的情景實在是太過離奇，賀錦如全無防備，居然結結實實地被那人壓在了身

子底下，半晌才掙扎著爬出來，將人翻了面，看清了對方的模樣。 

那是一張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臉，扔進人堆裡必然立馬就找不著了。 

他胸口殘留著零星的血跡，似乎受了很重的傷，四肢動了幾下，沒能起來，倒是

結結實實吐了口血。 

賀錦如站起身，用腳尖輕輕踢了踢那人，道：「喂，你還好吧？」 

那人抬眼看了看她，接著張了口，似是想說些什麼，但話還沒說出來，又吐了一

口血。 

賀錦如這才想起來，這人受了傷，趕緊抬手替他點穴止血，但那人咳了咳，還是

繼續吐血。 

她疑惑地看向自己的指尖，自己的手法分明無誤，怎麼止不了血呢？ 

正準備再點穴的時候，卻被對方抬手止住，問道——  

「姑娘……姑娘可是迷路了？」 

沒想到居然被他一眼看出來了，賀錦如覺得有點不好意思，但還是點點頭承認了。 

那人極淡地笑了笑，道：「姑娘，我帶妳出林子，妳救我一命，如何？」 

他的聲音雖帶了些沙啞，卻仍掩藏不住談吐中的溫潤沉穩之氣，分明說著這樣生

死攸關的大事，卻是一副慢條斯理、半點也不著急的模樣。 

賀錦如聞言一挑眉，看來這人武功不行，腦子倒很機靈，這麼快就想到辦法讓自



己活命，開出的還是個讓她無法拒絕的條件。 

她性子也爽快乾脆，見此事對自己有益無害，便當即應了下來。 

將人馱上馬背，賀錦如按照對方的指點行走，果然很快便看到林子外頭的明亮光

線。 

與此同時，打殺的聲音也越來越小，顯然也是這人有意在避開打鬥。 

好不容易出了林子，眼前是一片天光大亮。 

賀錦如長舒一口氣，將馬上的人扶下來，就近靠著一棵樹坐下。 

忽然，她想起什麼，一把抓起他的右手。 

果然，虎口處是一道月牙形狀的繭。 

「你是斷天門的人？」不自覺地，她手上當即用了力。 

那人起初微微一驚，隨即悠悠笑道：「怎麼，姑娘對斷天門的人莫非特別情有獨

鍾？一提起來，便將在下的手握得這麼緊。」 

分明是一副彬彬有禮的口吻，說出的卻是這樣明顯調侃的話，乍然一聽，實在是

有些違和。 

而聽他這麼一說，賀錦如這才注意到男女有別，趕忙鬆了手，覺得有點不好意思。 

但很快她又揚起長鞭指著那人的鼻尖，一臉兇神惡煞地逼問道：「說，你們的少

主葉輕鴻人在哪裡？身為斷天門的人，別說你不知道！」 

她方才已經暗自留意到，這人虎口上的繭十分厚，足見習武多年，功力匪淺，絕

不是新進的小小門徒。 

「少主？」 

那人聞言不置可否，只是輕輕笑了一聲，隨即又彷彿有些受不住的模樣，捂著胸

口不住地咳嗽。 

畢竟是個傷患，不能太過強逼，賀錦如抱著手，歪著頭看著他，頗為耐心地等著。 

那人好不容易平復了氣息，才再度啞著聲音開了口。 

然而在賀錦如以為他要老實招供的時候，他卻微微一笑，道：「原來……姑娘是

對咱們少主情有獨鍾？」 

「你！」聞言，賀錦如的臉「唰」地就紅了，氣急敗壞地揚起鞭子就朝那人抽過

去。 

但對方身子根本沒動，只是微微側了臉避開幾分，面上頗為無奈地笑道：「姑娘

要抽在下自然可以，但還請……不要抽臉吧。」 

賀錦如無法理解在這種生死關頭，他腦袋裡究竟在想著些什麼？但又不願放過這

個好不容易得來的線索源，一鞭子下去之後還是收了手，只是繼續齜牙咧嘴作威

脅狀，道：「快點老實交代，葉輕鴻在哪裡？老娘不會濫殺無辜，說出來，你這

條小命就可以留下了！」 

那人依舊不正面答話，倒是分外坦然地側過臉，將雙眼一閉，道：「反正在下也

沒力氣逃跑，若能讓姑娘抽著解解恨，也算是格外榮幸了。」 

他的態度依然是客客氣氣、文質彬彬，可說出來的話卻遠非一個「賤」字所能形

容。 



賀錦如簡直有點拿這人沒辦法了，正氣急敗壞地想著是把他當陀螺抽呢還是抽成

篩子，目光無意中落在他側臉處的鞭痕上，忽然頓住了。 

自己方才一鞭子下去，應該要留下很深的傷口，只是他臉上雖破了皮卻不見半點

鮮血，這顯然有問題。 

那人等了一會兒，見對面的人遲遲沒有動靜，剛睜開眼，便見賀錦如扔了長鞭，

如狼似虎地撲了過來。 

這回他倒是真有些驚訝了，一句「姑娘，妳……」還沒說完，就被一雙白皙的手

毫不客氣地撫上了臉。 

賀錦如的指尖探尋著，從對方的面頰滑到耳後，揉揉捏捏、摸摸按按，觸到一處

驟然頓住，片刻之後猛地用力一扯。 

只聽「嘶啦」一聲，手中便多了一張人皮面具。 

再看看方才掩藏在人皮面具下的真實面孔，已絕對無法再用「普通」二字來形容。 

眉目挺拔如畫，氣度倜儻瀟灑，一雙桃花眼中似乎時時刻刻都含著三分懶懶的笑

意，縱然此刻受著傷，也分毫不減其翩翩佳公子的清貴之氣。 

無論怎麼看，都是張禍國殃民、顛倒眾生的臉—— 前提是那臉的主人不能開口

說話。 

「賀莊主方才那般主動，險些讓在下以為，賀莊主這是要對在下……欲行不軌之

事呢。」 

那人輕輕地吐出一口氣，拍了拍胸口，面上的神情居然帶著幾分逼真的驚魂未定。 

賀錦如愣住了。 

主動……你妹！ 

欲行不軌……你大爺！ 

但此時此刻她沒心思跟他爭辯這些，扔了手中的人皮面具，賀錦如幾步衝上前去

揪住對方衣襟，咬牙切齒道：「你早就知道是我對吧？那林子也是你動了手腳，

才讓我走不出去的，對吧？為的就是讓我救你出來？好吧，既然你今日主動落進

我手裡了，就別怪老娘不客氣了—— 葉、輕、鴻！」 

沒錯，面前這個冤家路窄自撞槍口的，正是賀錦如日找夜找天天找，化成灰也能

認出來的斷天門少主，以及自己單方面水火不容的仇人—— 葉輕鴻。 

「賀莊主且慢，針對賀莊主方才的話在下必須解釋清楚。」葉輕鴻輕聲打斷，一

本正經地道：「在下雖然早就知道來人是賀莊主不假，但在下尚且逃命不及，又

怎會有機會在林子裡佈置什麼機關？如果在下不曾猜錯的話，賀莊主之所以會迷

路，其實是因為……」 

他語聲微頓，伸出一指，正色道：「……路癡。」 

「……」賀錦如呆了片刻，悲劇地發現，好像還真被他說中了…… 

心裡想把他抽死的衝動越發強烈了。 

她狠狠地在地上抽出幾道深深的泥土印子，以表憤怒之情。 

葉輕鴻垂眼看了一下，問道：「賀莊主可是要在此取在下性命？」 

「葉少主何必明知故問呢？」賀錦如怒極反笑，「葉少主平素神出鬼沒，能見上



一面已屬不易，今日既然被我找到，就別想再躲！先乖乖地跟老娘單挑，等我把

你打敗了，咱們還有其他帳要好好算一算！」 

「賀莊主所言極是，且賀莊主因為不甘於在武林排行榜上長久屈居於在下之後，

要和在下決鬥的心情，在下也十分理解。」 

葉輕鴻一臉大人大量，道：「只是……賀莊主可曾想過，在下此刻身負重傷，無

法同賀莊主決鬥，或縱然決鬥了，賀莊主也是勝之不武，敗之可恥。傳出去，不

論輸贏，怕是都會受武林恥笑的。」 

賀錦如擰了眉，沒有說話。 

「反正在下這條命遲早都是賀莊主的，賀莊主又何必那麼心急……」葉輕鴻捂著

胸口又咳了幾聲，笑了笑，接著道：「還是說……賀莊主怕在下痊癒之後，便殺

不了在下了？」 

賀錦如眉頭擰得更緊了。 

「罷了，賀莊主若是等不及，此刻大可取了在下性命便是。」葉輕鴻一臉惋惜之

色，長歎一聲道：「在下其實很想堂堂正正地和賀莊主一較高下的。哎，只可惜，

天命不予啊……」 

賀錦如咬了牙，還是沒開口。 

這種明知道他是在花言巧語，但又覺得……他居然說得很有道理的感覺是怎麼回

事？ 

「夠了！」她揚聲打斷，遲疑了一下，道：「既然如此……」 

「那便多謝賀莊主饒在下一命了。」 

對方已然搶在她前面，順理成章地接了口，邊說還拱手鞠了大大的一躬，及至站

直了身子的時候，只看見他臉上那一雙桃花眼笑得悠然自得，燦爛如花。 

他笑得越燦爛，賀錦如就越覺得不爽。這種明明是上了當，卻又找不到什麼理由

反駁的感覺，真是太悶了！ 

罷了，反正他現在跟隻病貓似的，落在自己手上也耍不出什麼花樣……不對，就

算他病好了，自己也一樣能輕鬆收拾他！ 

於是她蹲下身子，盯著他問道：「那你先告訴我，你這傷是怎麼回事？誰有這麼

大能耐，能把武林中排行第一的葉少主……傷成這副模樣？」粗粗看了下，他身

上並沒有明顯的外傷，想來受的是嚴重的內傷。 

而這時，葉輕鴻卻做了個噤聲的動作，微微斂了眉，低聲道：「來了。」 

「什麼來了？」賀錦如不解。 

但她很快就「解」了。 

因為下一刻林子裡已然衝出來幾個人，在這之前她居然沒有覺察，足見他們的身

手都不差，至少輕功非凡。 

「賀莊主可務必要護在下周全啊，否則……哎，在下怕活不到和莊主決鬥的那一

日了。」葉輕鴻不失時機地道，說著還拉了拉她的衣角，面上流露出那麼幾許惋

惜的意味。 

賀錦如憤怒地瞪了他一眼，接著飛身而起，朝對手迎了上去。 



葉輕鴻靠回樹幹邊，攏著袖子，如同個富貴閒人一般，懶散觀戰。 

只是，當他看清來者沒有一個是自己人的時候，眼中的笑意瞬間便暗了下去。 

五指悄然扣上了身旁的泥土之中，一點一點，深深陷入。 

最後，無聲一歎。 

他們……到底還是沒能活下來…… 

第三章 千松莊逆徒 

另一邊，賀錦如揮舞著火紅的長鞭，同對方如火如荼地過著招。 

來者只有四人，但不僅武功路數十分古怪，連武器也是一種似鞭非鞭、似劍非劍

的奇怪物件，教人看不出是哪門哪派。 

賀錦如起初有些應對不暇，待過了幾招，摸準了對方的招式路數之後，倒也逐漸

占了上風。 

雖然是以一敵四，但畢竟對方方才已然鏖戰一場，有的還負了傷，故而賀錦如不

負天下第二的名聲，很快將人打得落花流水。 

待到人都動不了的時候，她走上前去揪起一個正準備問問究竟，卻見對方臉一

歪，唇邊直接溢出濃黑的血來，顯然是服毒自盡了。 

她在那些人衣服裡摸索了一番，也不曾找到什麼表明身分的東西，只能作罷，但

剛站起身，便聽到後面三聲擊掌。 

回過身去，看見葉輕鴻笑彎了眼，道：「賀莊主不愧是天下第二，果然身手非凡！

方才最後那幾招，實在讓在下飽了眼福。」 

賀錦如一見他這副樣子，當即氣不打一處來。 

自己可是在替他擋敵人呢，他倒好，居然一副事不關己看好戲的模樣！ 

更何況，她平生最不愛聽的便是「天下第二」這四個字，尤其當這話還是從天下

第一之人口中說出的時候。 

於是，賀錦如黑著臉走過去，單手一提，毫不客氣地將葉輕鴻扔上了馬背，還是

面朝下的姿勢掛著，隨後自己也翻身上了馬。 

身後傳來有些悶悶的聲音——  

「賀莊主……在下好歹是個傷患，受了重傷之人，這麼掛在馬上，似乎不妥

啊……」 

「葉少主的命若是當真這麼脆弱，也太配不上這天下第一的名頭了吧？」 

提著韁繩，賀錦如不以為意地夾了夾馬肚子，棕馬便十分會意地邁開了步子。 

賀錦如口中的話雖說得冷硬，但一路上還是刻意放慢了速度，以免顛簸到後面掛

著的傷患。 

而傷患本人也十分知趣，一路上都安安靜靜的，沒有廢話。 

 

正午時分，兩人來到鄰近鎮子中最大的一家客棧。 

賀錦如由於在這一帶走動積極，人生得漂亮又總愛穿一身扎眼的紅衣，故而很快

就被掌櫃認了出來。 

他搓著手客客氣氣道：「賀莊主大駕光臨，實在讓小的店裡蓬蓽生輝啊！」轉眼



看向她身旁的人，遲疑問：「這位公子器宇不凡，不知是……」 

與賀錦如這種本人比名聲響亮的情況相反，葉輕鴻則屬於名號在江湖上能震三

響，但本人站出來誰也不認識的類型。 

當他清了清嗓子，正準備擺出一副雲淡風輕、淡泊名利自報家門的時候，另一個

聲音忽然插了進來，搶先打斷。 

賀錦如手握成拳，放在唇邊低咳一聲，壓低聲音道：「這是千松莊的逆徒，犯事

出逃，剛被本莊主逮住了。」 

若是讓人知道她押著身受重傷的葉輕鴻，萬一半途中人死了，豈非還要賴在她身

上？ 

她說著還使勁衝掌櫃擠了擠眼睛，「家醜不可外揚，還望……」 

掌櫃立刻會意，點頭如搗蒜，「小的明白，明白！」 

而一旁的葉輕鴻看著這情形，張了張嘴，到底化作一抹笑，沒有辯解。 

這時掌櫃又道：「咱們這兒還有空餘的上房，賀莊主可是要兩間？」 

被這麼一問，賀錦如又犯了難。 

這要兩間嘛，人要是偷溜了可不划算；可是訂一間，傳出去對自己的名聲實在不

好。 

為了面子要兩間房，實際到了晚上時把人放在自己房間也不是不行，只是由於三

月三時她對自己下注太大虧錢太多，這次出門銀錢自然帶得少，直接導致了……

囊中比較羞澀。 

猶豫了好半晌，賀錦如腦中靈光一現，忽然計上心頭。 

「只要一間。」她淡淡道。 

「一間？」 

掌櫃看了下她，又看了下葉輕鴻，意思十分明顯—— 男女有別，就算是莊主和

門徒，也沒有共住一間的道理吧？ 

「嗯，一間。」賀錦如十分淡定地重複道。 

「呃……哎好，上房一間！」 

掌櫃面上自然還是殷勤的，忙招呼著兩人上了樓，心裡卻在悄悄琢磨—— 莫非

此二人有什麼姦情？ 

而回廊上，賀錦如忽然壓低了聲音，嚴厲地對葉輕鴻道：「孽徒，本莊主就給你

一次改過自新的機會，回去之後務必好好反省，休要再犯什麼龍陽斷袖的事！若

是膽敢再犯，本莊主連你和張二狗那小子一起逐出千松莊！」說著還十分眼疾手

快地點了他的啞穴。 

葉輕鴻瞇起眼睛看著她，無語地挑了挑眉，一臉「這是什麼省錢的鬼辦法」的表

情。 

賀錦如得意地笑著，進門時還假裝沒看見領著他們的掌櫃一臉了然與原來如此的

表情。 

進門之後，賀錦如拜託掌櫃請個大夫過來，回身看了看房中央一臉老實無辜表情

的人，這才抬手解了他的啞穴。 



葉輕鴻低歎一聲，攤了攤手道：「賀莊主，妳就不能給在下那『相好的』取個斯

文些的名字嗎？張二狗什麼的，實在讓在下……倍感壓力。」 

「……」賀錦如對他扭曲的關注點無話可說，清了清嗓子，惡狠狠地警告道：「想

活就廢話少說！」 

「賀莊主之命，怎敢不從。」葉輕鴻十分認命地點點頭，又彷彿有些力不能支似

的，徐徐弓著身子靠坐在桌子邊，捂著胸口，壓抑著低聲咳嗽起來。 

賀錦如見他斂著眉，面色確是有些蒼白，不由覺得是不是方才在馬上顛簸得太狠

了？ 

這人雖然嘴賤，但畢竟是個病患，等他好了，自己有的是時間殺他，若是在這時

候一味的折騰他，也實在不太光明正大。 

這樣想著，她不由得有些心軟，但語氣還是冷冰冰的，「不舒服就先去床上躺著！」 

葉輕鴻點點頭，身子動了動，卻只換來更厲害的咳嗽。 

賀錦如沒辦法，只好上前攙了他，往床邊帶。 

待到葉輕鴻萬分艱難地坐上了床畔，這時掌櫃已然帶著大夫來了。 

大夫把過脈之後，道：「這位公子受了很重的內傷，奇經八脈俱有受損，老夫雖

能開些藥方調理，卻也只能治標，到底還是得靠公子自己運功療傷，才是根本。」 

葉輕鴻搖搖頭，歎道：「可惜在下根本無法聚氣，又如何療傷？」 

大夫又把了把他的氣門，半晌之後奇道：「竟果真如此？公子經脈中的氣，不知

何故竟是停滯著的，如此情形，老夫行醫多年還著實不曾遇到過。」 

葉輕鴻笑笑，道：「大抵是對方的功夫太邪門了吧。」 

這話分明是敷衍，哄哄大夫還行，騙她可就不成了。 

賀錦如斜眼狐疑地看了他一眼，覺得其中怕是有什麼隱情。 

「公子經脈情況特殊，旁人若是強行代為運氣療傷，內功相沖，興許反而會損了

公子身體。」大夫聞言，果然沒有深究，沉吟了半晌，只能搖頭歎息道：「如此

情形……老夫也愛莫能助了。」 

「謝過大夫了。」葉輕鴻一拱手，面上笑容謙恭溫和。 

 

 

待到賀錦如按照大夫開的方子抓了藥，又煎好端入房中的時候，天已經黑了。 

而屋內的人此時已經歪著身子，靠在床欄邊睡著了，搭在腿上的手還抓著一本

書，只是書的封面被壓在下面，看不清是什麼內容。 

放下藥碗，賀錦如盯了那本書一會兒，心裡琢磨著斷天門好歹是天下第一門，其

獨門武學祕笈若說自己毫不垂涎，自然是不可能的。 

於是她放下藥碗，躡手躡腳地走過去，伸出兩指撚起書頁的一角，小心地拎起來。 

她心想，反正現在這人殺不得還得她管吃管喝，趁此機會敲詐一本武功祕笈也算

是撈點本回來。 

然後她把書翻過來，看到封面上大剌剌的三個字—— 金瓶梅 

賀錦如瞬間滿頭黑線，石化當場…… 



偏生此時，床上那主兒還迷迷糊糊醒了過來，看了看賀錦如和她手上的書，起初

微怔，隨即一雙桃花眼微微瞇起，面上也跟著浮現出一副了然的笑容。 

葉輕鴻伸了個懶腰，道：「賀莊主若是對此書有興趣，大可光明正大地問在下借

嘛，何必這麼偷偷摸摸？莫非在下看起來是那般小氣摳門之人？」說著還很適時

地露出一副受傷的表情。 

賀錦如趕緊將書扔在一旁，手忙腳亂地解釋道：「我我我……我以為是武功祕

笈！」話一出口，才發現說漏嘴了，立馬自動緘口。 

「武功祕笈？」 

誰知葉輕鴻聞言，嘴角又上挑了幾分，說話時的表情已然由「了然」變成了「非

常了然」。 

他微微挑了挑眉，想了想，慢慢又道：「嗯……其實這《金瓶梅》從某種程度上

來說，也算得上是武、功、祕、籍、了……」 

賀錦如順著他話裡的意思一想，頓時覺得這人實乃人面獸心之萬世典範，當即憤

而一拍桌子，試圖以暴力轉移話題，「你你你……你到底喝不喝藥？不喝死在半

途了，別以為我會給你收屍！」 

「自然、自然，有勞賀莊主為在下買藥煎藥了。」葉輕鴻也適可而止，恭恭敬敬

地從她手中接過藥碗。 

只是在喝藥之前，還不忘抬起頭看了賀錦如一眼。 

那眼神，自然是足夠的意味深長。 

賀錦如在心裡狂念忍字訣，同時腦補出了一百零一種將葉輕鴻殺到死的辦法，才

終於覺得出了口惡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