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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 皇 帝
對申時行越
來越弱的掌
控力也肯定
早就不耐煩
了，這一次
再出事，就
算不會成為
壓跨駱駝的
最後一根稻
草，但最少
申時行也會
灰頭土臉一
番。

    政治斗爭就是這樣，兩邊斗生斗死，
絕不能放過任何一次打擊政敵的機會，很
可能最終的勝利就是在一件微不足道的小
事上頭。

    況且眼前這事，也確乎不是什麼小
事。

    “好，就照王曰乾說的辦。”
    張惟賢用贊賞的眼光看了兩個幕僚一

眼，對著屋角的長隨吩咐道：“一會叫帳
房那邊給老王和孔學家裡各送五百兩銀子
去。”

    “小人不敢。”孔學趕緊躬身謙謝。
    王曰乾也道：“為大都督參謀計劃，

呈獻微薄之力是下官的職責，不敢當此重
賞。”

    張惟賢確實是大手筆，萬歷皇帝賞賜
閣老一級的大臣，最多也就五十兩三十兩
的，一個知縣能拿到手的年俸也就四十兩
左右，當然算上灰色收入肯定不止如此，
一任知縣干下來，三年撈個幾千兩問題還
是不大的，但在京城之中，京官收入遠不
能和外官相比，冰炭敬印結銀子數目是有
限的，普通的武官就更困難，吃空額喝兵
血那是勳貴和世家出身的大根腳們才能干
的事，他們只能按俸祿過活，很是艱難，
象孔學這樣賣卦的江湖術士，這一生怕也
賺不得幾百兩銀子到手。

    以往張惟賢也賞銀，一次不過十幾
二十兩，每賞一次，其實也等於這兩人一
年或大半年的收入了，此番一出手五百
兩，倒是真的十分罕見。

    “此非常之時，有很多事我要和你們
商量，你們的精氣神得全部放在我這邊，
家裡自然顧不上，我亦不能叫你們餓著
肚子跟我辦事，區區幾百銀子，張某人這
一點氣量還是有的。”張惟賢從容一笑，
用結束談話的口吻道：“一會領了銀子回
家，總能叫家人高興一些兒。”

    “是！”王曰乾一副士為知已者而死
的神情，鄭重道：“下官才力雖然低劣，
但從此往後，定要一心用在最近的亂局上
頭，請大都督放心好了。”

    孔學也是感激涕零的模樣，躬身道：
“小人著實感激，請老爺放心，小人一定
竭力報效。”

    “好，你二人去吧。”
    兩人這一次齊齊一躬身，從綠天小隱

出來，但見天色黑沉，滿天星斗和半輪彎
月掛在天空，空氣雖然燥熱，但一陣陣
的帶著水氣的涼風不停的從四面八方吹過
來，兩人身上殘留的汗意燥熱頓時就被吹
的無影無蹤。

    他們知道張惟賢離了書房就到湖中的
水閣中起居，那裡的環境更加舒服，也更
為涼爽，甚至為了防止潮氣濕氣，晚上還
需蓋被睡覺，這在京城別的地方，著實並
不多見。

    “四處湖居，再以建築引風，到處
‘穿堂’，光是這建築就是百年世家才有
的格局氣度啊，思想起來，我等這一生再
撲騰又有何意思？”

    孔學一路穿過來，身上道袍吹的辟裡
啪啦直響，嘴裡說著這樣恬淡的話，臉上
的神情卻滿不是那麼一回事。

    “野道士你別裝。”王曰乾笑罵道：
“你這廝最近這兩年撈了多少當我不知
道 ？ 我 們 倆 還 這 麼 瞞 來 騙 去 ， 有 意 思
麼？”

    “得，咱們大哥不說二哥，你可也沒
少弄銀子。”

    “哼。”
    王曰乾和孔學其實彼此爭斗嫌隙甚

深，兩人都在張惟賢身邊得用，都很得張
惟賢的信重，是以彼此間爭斗頗為嚴重，
只是兩人都沒有能致對方於死地的把握，
現下只能互相隱忍，若是外人不知，看兩
人說笑的模樣，定會以為兩人是多年的摯
友。

    至帳房處管帳的已經在等著，張惟賢
並沒有用英國公府公中的帳，他這些年弄
的土地莊園和相當的好處都是落了自己的
私囊，錦衣衛和內操要用錢，誰也說不得
他什麼，張元德父子幾個都是打公中的帳
上支錢用，排場越來越大，漸漸弄的青黃
不接，年頭的銀子弄到年中就差不多快用
完，下半年就開始打饑荒，得等年底莊子
上的糧食和銀子送了來才能接濟的上……
日子過的這般荒唐，張惟賢早就沒力氣去
管，況且他若不是被惟功再三再四的刺
激，好幾次爵位差點不保，在當年那種孤
苦無依的境地裡時，他下定了決心，此生
一定要掌握權力，越來越多越來越高的權
力，對錢財女子一類的享樂他反而是淡了
許多，若非如此，恐怕今日英國公府荒唐
的一群人中，必定也會有他一個。

    因為張元德父子的荒唐，也為了不叫
宗人說太多怪話，張惟賢早就和父親兄弟
幾個分清楚家財。

（二○四七）

（一六六七）

當 然 ， 這
樣的認識是不
對的。

事 實 上 ，
作 為 一 個 廳
級 干 部 地 兒
子——還是交
通局這種超大
實權的，高雲
風這麼想很正
常，但是對南
波來說，一定
要先找熟人探

路才肯露面，也真就有點縮頭縮腦了。
不過，這也許是南波地位性使然，陳

太忠不好妄加評判，只是，這突如其來的
感慨，讓他堅定了完善科委辦事流程的想
法。

他這念頭要是真傳到科委，那三個主
任可就委屈得要哭了，我們已經傾注了太
多的注意力在流程上，比其他行局強得太
多太多了。

憑良心講，這絕對是一個思維誤區，
是政府公信力喪失的一個縮影，然而，滑
稽的是，最先相信關系萬能的，正是老百
姓眼裡那些有辦法的人，這多多少少有點
諷刺的意味。

有辦法的人離了關系不會辦事，沒辦
法的人只能按著流程去辦事，而這流程恰
恰是職能機構存在的基石——我們該說是
有辦法的人可以高貴到無視流程呢，還是
說這機構的存在，只是為沒辦法的人提供
地辦事途徑？

然而，在太多的時候，偏偏通過正當
的流程還辦不好事，辦不成事！

所以，陳太忠想笑，卻是又笑不出
來，只能干咳兩聲，“好了，都是點屁大
的小事，倒是南女士，不知道你哥哥怎麼
不來？”在他印象中，系統內的人辦這種
事，多少是要方便一點的，不過……“男
女氏”這稱呼，真的很渣啊南波笑一笑，
也沒解釋，後來陳太忠才知道，她的哥哥
身為高管局的人，知道這裡面水深水淺，
是先讓妹妹探路子來的。

“你是看上她了？”高雲風總覺得
陳太忠剛才那調笑，似乎帶了點說不清
楚的味道，少不得把他拽到一邊輕聲嘀
咕，“你不能太花心吧？已經那麼多美女
了……不過，你真想上她，那倒也不難，
她跟老公過不到一塊。”

“去去去，我沒興趣穿你的舊鞋，”
陳太忠笑著推他一把，這女人十有八九跟
高雲風有一腿，這不需要證據，而是常
識，他心裡挺奇怪的，“雲風，那條路還
早啊，她怎麼這會兒就來聯系代理了？”

“ 家 裡 沒 辦 法 唄 ， ” 高 雲 風 答 他

一句，“不過，你不要我可是就不給了
啊，正好她跟娜娜關系好，良家婦女的雙
飛……那滋味，嘿嘿！”

看著他一臉的淫笑，陳太忠不屑地哼
一聲，笑著搖頭，“良家的雙飛就把你美
成這樣了？唉……這境界上的差異，我就
不希地跟你講了。”

“說正經的，她現在真是沒什麼辦
法了，”高雲風臉色一整，“人在人情
在，老南一下台，她跟老公都過不到一塊
了。”

南波地愛人是她大學同學，兩人就是
那會兒好上的，畢業之後在南廳長的安排
下，進了中國銀行落寧分行，勞動廳雖然
是跟銀行沒什麼太大的交集，可是老南好
歹也是個副廳，有點人脈，很快就把他捧
成分理處的副主任了。

南廳長退休的時候，因為種種原因，
沒將自己的女婿扶正，導致女婿產生了強
烈的不滿，正好這時候南波生了一個女
兒，還是天生聽力低下，夫妻關系急轉直
下，做丈夫的整天花天酒地不回家，外面
也有了小的。

“ 那 家 伙 做 人 太 缺 德 了 ， 屁 眼 裡
還夾著的高粱籽兒沒消化呢，就翻臉不
認人了，”說到這裡，高雲風也是一臉
的氣憤，“沒小南的話，他回去干鄉長
吧……”

“鄉長也不是那麼好干的！”陳太忠
瞪他一眼，“八五年畢業的大學生，現在
還干鄉長呢，跟你這文盲我就沒話。”

“反正，這個忙你得幫啊，不許答應
別人了，”高雲風也不計較他這話，他在
意的是霸住這個資源。

說穿了，南廳長沒給後輩留下什麼余
蔭，南波現在這日子過得比下綽綽有余比
上卻是略有不足，丈夫又指望不上，就是
自己出來接點工程來做。

由於關系不是很硬，所以她就來個
“笨鳥先飛”，想著找到鳳凰科委，盡快
把這件事情敲定，就算是大大的一樁外
財。

高雲風的毛病挺多，不過，有一點還
是比較拿得出手，那就是認賬，既然是他
情人介紹來的，又玩了“良家雙飛”，那
就要幫著成就此事。

“這事兒……”陳太忠猶豫一下，
還是抬手撥通了文海的電話，側頭看高雲
風一眼，“靠，我也是為你破例了，單位
的事兒，我從來不亂插手的……她哥叫什
麼？”

高雲風一愣，才說這事兒跟她哥有
什麼關系，不過下一刻他馬上就反應過來
了，太忠為一個花枝招展的少婦破例的
話，那難免就要引起不必要的物議了，
“好像叫南濤……”

白晨粗魯
的翻過傷者的
腦袋，看到他
的臉側上還有
一道觸目驚心
的傷痕。

「 這 野
獸的爪牙都含
有毒素，如果
是壯年男子的
話，微量的接
觸不會致命，
可 是 這 些 毒

素順著傷口流入體內奇經八脈，又流入心
脈，導致心力衰竭……」

其中一個大漢突然跪在地上痛哭起
來：「都是我們的錯，我們沒有聽熊濤的
話，我們一意孤行要去捕殺伏地蛟，最後
還連累他為了保護我們受傷……」

其他人也是一臉的悔恨與絕望，洛仙
看向白晨則多了幾分驚奇。

她都不知道，白晨居然能看出這麼多
東西。

即便是她，也只是大致的瞭解傷者的
情況，還有少部分的猜測。

至於實際怎麼受傷的，自己又不是神
仙，自然算不出來。

可是她突然發現，原來從傷痕還能推
測出這麼多的東西。

「如果你們早點帶他來，還不至於如
此棘手，你們為什麼拖到現在才來？」白
晨突然眼露精光，質疑的看著幾個人。

「我們尋遍了京城大大小小的醫館，
沒有一個醫館願意接手。」那個跪在地上
的漢子解釋道。

「一群庸醫，學藝不精也敢出來坑害
性命。」白晨暗罵了一聲。

「大夫，熊濤……他他是不是……沒
救了？」

白晨瞪了眼那人：「你以為我們洛仙
館與那些庸醫一樣坑人性命嗎？進了我們
洛仙館的病人，還沒躺著出去過的！！」

洛仙低著頭，暗罵白晨吹牛吹過頭
了，眼前這漢子估計就要躺著出去了。

只是這時候白晨正在興頭上，她是沒
臉當面揭穿白晨。

「放心，我們洛仙館的招牌可不是
那麼容易砸的。」白晨拍了拍那漢子的肩
膀，同時側頭看了眼洛仙：「是吧，洛大
神醫？」

「嗯……啊？」洛仙愣了愣，你要吹
牛也別扯上我啊。

「多謝洛神醫，多謝洛神醫……多
謝。」幾個漢子一股腦的跪在洛仙面前，
不斷磕頭。

白晨在洛仙的背後一推，小聲道：
「愣著做什麼，救人啊！」

「救……怎麼救？」洛仙臉都憋紅
了，今天之後是沒臉見人了，這洛仙館也
沒臉再開下去了。

「先用止血散止血。」
「就這麼簡單？」
「廢話，不止血讓他繼續這麼流血流

成人干啊。」之前見洛仙也沒見她這麼愚
鈍，怎麼這會兒的智商突然直線下滑了。

「你們幾個別待在這，礙手礙腳的，
去外堂待著去。」白晨已經喧賓奪主，直
接接過六神無主的洛仙的指揮權。

趕走幾個大漢後，白晨看向洛仙，
洛仙也看著他：「現在怎麼辦？等著他
死？」我草，就這水準，也敢打著大爺的
名號招搖撞騙，毀我聲譽。

「覓宗草、魚腥草、鐵樹根各三錢，
搗碎後，餵他服下。」

白晨發出一連竄命令：「這漢子命不
該絕，本身身體素質就不錯，又練了一點
粗淺的運氣法門……」

洛仙按照白晨的吩咐，一絲不苟的照
做後，依然是一臉茫然。

「過來，掐住他的人中，用力掐……
這時候絕對不能讓他昏迷過去。」

「雙手捧住他的頭，別放下，食指
摁住他的太陽穴，用力揉……舒緩他的氣
血……」

白晨同時掀開漢子的衣衫，看到他的
胸口一片模糊，根本就無法直視。

「你這有飼養的食腐蟲麼？」
「有……有……」洛仙又是匆匆忙的

轉身，很快便拿著一個罐子來。
裡面爬滿了密密麻麻的食腐蟲，白晨

看了眼，立刻感覺頭皮發麻。
食腐蟲是一種專門醫用的蟲子，這

種蟲子與蛆蟲很像，而且多是在屍體上滋
生。

醫師多有飼養一些，專門用來處理一
些傷患身上的潰爛部位。

「整罐全給我倒在他身上。」白晨可
不會去精心的處理，看到這些蟲子就感覺
一陣反胃。

隨後白晨又是一連竄的指令，偶爾親
自動手。

洛仙一直處于盲從的狀態，完全沒有
自己的主見。

這是她第一次處理這種嚴重的傷患，
以往最多也就處理過小傷小患。

哪怕她的醫術還算不錯，可是因為緊
張的心情，讓她的醫術發揮不出三成。

「他真的救的活？」稍稍空閒下來
後，洛仙依然還有點心有餘悸的感覺。

在過去的半個時辰裡，她整個人都繃
得緊緊的。

雷 震 呢 喃
自語道。

萬 雷 宗 ，
乃 是 蒼 海 之
地，雷道修行
宗派裡的佼佼
者。

在 聖 地 ，
其實力也是接
近三星宗派，
遠超金山宗之
流。

就連“風雷大帝”，當年也在“萬雷
宗”修行過。

如果沒有萬雷宗，就沒有風雷大帝的
輝煌。

“聖地十天才，沒有一個簡單啊。”
趙峰留意了十天才中的每個人，董文

劍也為他詳情介紹了。
時間一點點推移。
頭頂上，那園林輪廓，由原來的模糊

虛影，一點清晰實體化。
萬古聖峰所在的虛空，一陣的輕晃。
那種感覺，好似空間與空間的擠壓碰

撞。
趙峰的神靈眼，洞悉到一些端倪。
如果把空間，比作成泡沫。
那麼現在，就是一個小泡沫，融入聖

地空間的大泡沫。
半神遺園，就是一個秘境空間。
是由昔日一位“半神”，以逆天手段

開辟。
“半神遺園，馬上就要開啟了……”
萬古聖峰上，兩三百聖地天才，抬頭

仰望。
此刻。
眾人所看到的，僅僅是“半神遺園”

全部輪廓的一角，並且呈現出兩個青銅大
門。

“半神遺園，有兩個入口。一前一
後。”

趙峰腦海中，有相關的資料。
當前。
兩個銹跡斑斑的青銅大門，分別被玄

真聖宗和千幽聖宗把持。
其次，才是後面一些二星強宗。
嗡轟
空間界面，再度一陣晃動。
還好，萬古聖峰這裡的空間，無比穩

定，且構建了穩固空間的大陣。
視野中。
那實體化的“半神遺園”一角，往下

一沉，完全的傍依在“萬古聖峰”上
“遺園空間的一角，融入了萬古聖

峰。”
“半神遺園，開啟成功了”

虛空中，徘徊著一股股神念，來自聖
地諸多大宗強宗。

“半神遺園，進軍。”
南宮聖傲氣凌雲，一馬當先，化作一

道玄銀虛線，進入古銹斑斕的青銅大門。
同一刻。
那夢曦，飄然一躍，原地只見那瀑布

般的幻夢青絲，一晃而逝。
聖、夢兩大超級天才，站在一個制高

點，以旁人不可企及的速度，進入半神遺
園。

嗖嗖嗖
兩大聖宗的天才，各占據一個青銅大

門，飛快進入半神遺園。
“趙師弟，進入半神遺園後，你最

好要能與同門弟子會合，那樣就不容易吃
虧……”

董文劍提醒了一句，也飛躍近青銅大
門。

趙峰點了點頭，不再猶豫，原地留下
一道紫電殘風，其身影，已是消失不見。

“果然是紫滅風雷。”
後面，萬雷宗的“雷震”，嘴角泛起

一抹冷意。
嗡轟
隨著一個個聖地天才，進入半神遺

園，那兩個青銅大門，光芒暗淡，隱隱呈
現不穩定的趨勢。

直至。
兩三百聖地天才，全部進入半神遺

園，青銅大門，暗淡到極致。
光當
兩扇，青銅大門，同時關閉。
萬古聖峰上，只剩下一個“半神遺

園”的實體輪廓一角。
縱然是虛神境的王者、大帝，其神

念，也極難滲透到半神遺園中。
唰
趙峰身形一沉，置身一片古老的園林

中。
霎時。
半神遺園中，一股宏偉天地壓力，轟

壓而至。
“果然。”
趙峰身形，稍微一頓，便邁起步子

來。
半神遺園內，空間層次高，遠勝過聖

地，比普通島域，更高幾個層次。
相關信息，趙峰在前幾日，就了解

過。
同一時間段。
許多進入半神遺園的天才，身形一個

踉蹌。
“好強的壓力”
那些聖地天才們，倉促進入半神遺

園，一張臉憋的通紅，呼吸困難。

(四六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