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遇
                           
晚⾃習下課，⼀道修⻑的⾝影⾛在寂靜的⼩巷。
這裡是精英⾼中的後巷，精英⾼是眾所周知的害群之⾺聚集地，

在裡⾯念書的學⽣⼤多數是不學無術的富⼆代，送來不過是混⽇⼦的
罷了。
提到精英⾼，腦⼦裡就會蹦出，有背景的害群之⾺，這⼀句話。
⽽這條⽐鄰精英⾼的後巷也因此成為禁地，⼀到晚上就無⼈經

過。不僅是怕惹到精英⾼的富⼆代們，還因為這裡經常有混混搶劫，
還有⼈約架。
⽽陸銘則每天都要穿過這條⼩巷回到出租屋，今晚也是如此。
他穿著精英⾼的⿊⾊校服外套，⿊⾊的西裝褲，學校的校服是那

種類似西裝的類型，胸前別著他的學⽣牌。
陸銘臉上戴著⿊⾊⼝罩，雙⼿插進褲兜裡懶散的⾛著，路上⼀個

⾏⼈也沒有，他能清晰的聽到⾃⼰的腳步聲在⽿邊迴響，踢踏踢踏，
膽⼦⼩點的肯定嚇得腿軟。
⼩巷兩邊是居住房，都是舊樓房，只有幾家亮著燈的窗戶，這裡

治安很差，所以⼤多數⼈都搬⾛了，只剩下些原居⺠或沒有錢⽽不得
不留下的⼈。
路燈以前也有的，不過後來不知被混混⽤磚頭砸壞了，換了好的

⼜被砸壞，反復幾次，管理局也就懶得管了，如今只剩下光禿禿的路
燈架⼦。
⾛到⼀個T字路⼝，剛抬腳正準備往右邊⾛的時候，他聽到⼀陣

雜亂的腳步聲，由遠及近，正朝他這個⽅向過來。
他腳步⼀頓，猶豫著是先避⼀避還是直接過去，傳出聲⾳的這條

路正是他回家最近的那條，⾛左邊他⼜得繞⼀⼤圈路，他有些犯懶。
就在他想著的時候，視線裡出現⼀個⼈影，朝他這邊沖來，速度

挺快。
朦朧的⽉光下，他看清那是個男⽣，穿著南海⾼中的校服，校服

很好辨認，是那種很中國的好學⽣校服，真是稀奇，南海⾼的學⽣晚
上居然敢跑進後巷裡來。
南海⾼是A市排名第⼀的⾼中，裡⾯都是成績好的⾼材⽣，想進

去只能憑分數，沒有後⾨可⾛。



可笑的是，南海⾼剛好就在精英⾼的對⾯，中間就隔了腳下的這
⼀條住宅區，⼀個最好，⼀個最差，導致兩個學校的學⽣相看兩厭，
⾒⾯不是吵嘴就是動⼿，據說就連兩個學校的⼀些教師們都互看不順
眼。
不⼀會兒視線裡⼜出現了幾個穿著精英⾼校服的學⽣，陸銘挑挑

眉，原來是兩個學校的⼩打⼩鬧，真是無聊。
南海⾼的⼩男⽣在陸銘⾯前兩⽶處停下腳步，喘著粗氣，抬眼氣

憤的瞪著他。
陸銘愣了⼀下反應過來，原來是看⾃⼰穿著精英⾼的校服，以為

是跟後⾯那幫⼈是⼀夥的，來這堵他的。
後⾯那幾個⼈也追了上來，沒注意看站在⿊暗中的陸銘。
他們圍住⼩男⽣，⼀個染了紅⾊頭髮的男⽣開⼝“死⼩兔崽⼦，怎

麼不跑了？”
申佑⾒跑不掉了，收回視線，嘖了⼀聲，語氣囂張“堵你⼤爺我有

事？”。
紅⽑怒吼“操，張茜茜是不是跟你表⽩了？”。
申佑⼀臉懵逼“張茜茜誰啊？每天跟我表⽩的⼈那麼多，我哪記得

住”
紅⽑吼道“你他/媽別跟我裝，那是⽼⼦⼥朋友，弄他”，後⾯兩字

是對他的兄弟們說的。
幾⼈聞⾔⼀起沖上去動⼿。
陸銘雙⼿環胸，靠在牆壁上，淡淡的看著這⼀場鬧劇。
他⾒那位叫申佑的倒楣孩⼦打架還挺猛，雖然有些狼狽，倒也是

跟紅⽑幾個打得勢均⼒敵，應該是練過跆拳道的。不過再過幾分鐘就
得被摁在地上摩擦，畢竟5個打1個。
他看了⼀會兒，就有些興致缺缺的收回視線，真是⿇煩。
他拉下⼝罩，從⼝袋裡掏出煙和打⽕機，抽出⼀根叼在嘴裡點

上，打⽕機發出哢的⼀聲輕響，在這打⾾聲中幾不可聞。
可還是有⼈聽到了，轉頭朝他這邊看了⼀眼，借著打⽕機的⽕

光，那⼈看清了陸銘的臉，接著仿佛⾒了⻤⼀樣，嚇得臉⾊慘⽩。急
忙拉住⾝邊的⼀個⼈，沖所有⼈低吼道“住⼿，住⼿”。
被他拉住的⼈還疑惑望著他“怎麼了，東⼦，繼續啊，這⼩⼦還挺

能……”



‘打’字還沒說完就被那位名叫東⼦的⼈打斷“繼你/媽個頭啊，是銘
哥”。
這兩個字仿佛是按下了暫停鍵，讓還在打⾾中的精英⾼的⼈同時

住了⼿。
由於停得太過突然，紅⽑還被申佑多揍了兩拳。紅⽑卻只是憋屈

的瞪了他兩眼，居然沒有還⼿。
申佑⽤⼿背擦了⼀把嘴⻆的⾎，剛才臉上被打了⼀拳，咬破了嘴

⻆，⾒他們都⿑刷刷看著⼀個的地⽅，也抬頭看去。
只⾒⼀個⼈靠在牆上，嘴裡叼著⼀根煙，那個⼈不是剛才堵他的

那個嗎？剛才居然沒上來動⼿，難道不是⼀夥的，申佑⼼裡默默地
想。
紅⽑顫顫巍巍開⼝“銘哥，你怎麼在這？你認識申佑？”
陸銘掃了他們⼀眼，在申佑⾝上停了兩秒，⼜收回視線，⼀語不

發的⾛進⼩巷。
紅⽑急忙他們給陸銘讓開了路，陸銘⽬不斜視的⾛過去，停在申

佑⾯前，⼩巷很⼩，只容三⼈並肩，申佑剛好站在正中間，他淡淡開
⼝“借過”。
申佑⽤餘光掃了紅⽑他們幾眼，⼼想，這些傢伙怎麼這麼怕這個

⼈，難不成有什麼了不得的背景，看這樣⼦還真不是⼀夥的。
他給陸銘讓開了路，接著轉⾝跟在他後⾯往外⾛，⾒紅⽑他們果

然不敢攔他，還回頭挑恤的沖紅⽑他們豎了豎中指。
紅⽑他們被氣得⽛⿒咬得咯吱作響，卻連屁都不敢放⼀個。
申佑感覺神清氣爽，剛才被群毆的氣都散掉了⼤半，他加快腳步

與陸銘並肩，轉頭打量著陸銘，對他越發好奇。
陸銘嘴裡發出氣⾳，應該是低笑了⼀聲。
申佑嘖了⼀聲，不爽道“笑什麼？”
陸銘將煙拿在⼿裡，彈了彈煙灰，淡淡開⼝“你不怕我把你交出

去？我只要說⼀聲不認識，今晚你的下場可能會有點慘”。
申佑聳聳肩“你不是沒說嗎，再說了，⼤不了跑唄”。
陸銘⼜低聲笑了“原來剛才已經做好跑的打算了”
申佑也笑了，卻扯到了嘴⻆的傷⼝，他疼得吸了⼝涼氣“嘶，對

啊，戰略性撤退嘛，我發現你不像精英⾼的”。
陸銘轉頭看了申佑⼀眼道“你倒是挺像”。



申佑停下腳步低頭打量了⾃⼰⾝上⼀番，藍⽩⾊的校服外套髒汙
不堪，腳上⽩⾊的球鞋也都是⿊印⼦，跟在泥裡滾過⼀圈似的。看著
是挺像的。
陸銘像是知道他在想什麼，淡淡說“我說的是你囂張的性格”
申佑乾笑兩聲，摸了摸⿐⼦道“那個，我請你吃夜宵吧”。
陸銘挑挑眉“哦？為什麼？”
申佑沉思⽚刻道“算是感謝你路⾒不平，拔⼑相助吧”。
陸銘笑了，剛想說不⽤，肚⼦就不爭氣的響了⼀聲，他只好改⼝

道“不……嗯”。
申佑也聽到了，很給⾯⼦得沒有笑出聲，他咬⽛忍著笑問“你想吃

什麼？”。
陸銘不在意的說“想笑就笑，我不會揍你的”。
陸銘帶著申佑來到⼀家燒烤店，這家店⼈挺多，屋裡幾桌桌⼦都

滿坐了，⾨⼝還擺了4、5桌，兩⼈在⾨⼝⼀張空桌上坐下。
⽼闆跟陸銘應該挺熟的，⼀看⾒陸銘就笑著招呼“來了啊，還是來

⽼樣⼦嗎？”
陸銘回道“不了，我還帶了朋友”。
⽼闆聞⾔看了申佑⼀眼，笑著招呼，“這位⼩友要吃點什麼過來看

看”。
申佑在冰箱裡看了⼀圈，拿了個菜籃⼦挑挑撿撿了滿滿⼀籃。抽

空還問陸銘“你喜歡吃什麼？”。
陸銘不在意道，“你請客你隨意”。
等了⼗幾分鐘，燒烤上來了，陸銘叫⽼闆拿來了兩瓶啤酒。
申佑先打開了⼀瓶啤酒，拿兩個杯⼦倒上，跟陸銘碰了⼀下杯，

開⼝“申佑，申明的申，保佑的佑”然後⼀⼝喝了⼤半杯。
陸銘也拿起杯⼦喝了半杯，學他說道“陸銘，⼤陸的陸，銘記的

銘”。
有其他桌的⼈不斷⽤視線打量著他們這桌，因為他們⾝上穿的校

服，特別是申佑⾝上的⾐服還髒兮兮的，嘴⻆還破了⽪，紛紛沖申佑
投去憐憫的⽬光，以為⼜是⼀個被精英⾼欺負的倒楣孩⼦。
陸銘視線掃過周圍的⼈⼀眼，猜到他們的⼼思，不在意的笑笑，

旁若無⼈的吃著烤⾁。
申佑吃了幾串烤⾁好奇的問“紅⽑他們為什麼這麼怕你啊？”
陸銘喝了⼀⼝啤酒“不知道”



申佑切了⼀聲，“裝什麼神秘”⼼裡越發好奇了。
陸銘把⾃⼰的那瓶啤酒喝完就站起⾝“我先⾛了，你慢慢吃”。
申佑也站起來朝陸銘揮揮⼿“哦，那再⾒”。

 

遊戲
                           
陸銘回到出租屋，⼀房⼀廳，加⼀個廁所⼀個⼩陽臺。
客廳中間吊著⼀個沙袋，還有牆⻆的⼀個⼩沙發，其餘的什麼都

沒有。
反正只有他⼀個⼈住，這間不⼤的房⼦剛剛好。
他洗完澡，把髒⾐服往洗⾐機裡⼀扔，就躺在床上玩⼿機遊戲，

植物⼤戰僵屍，他覺得這種不⽤動腦的遊戲還挺有意思的。
不知玩了多久，他迷迷糊糊睡去。
夢裡，他爸躺在冰冷的地上，⼀動不動，臉上，⾝上⾎⾁模糊，

⾝下的⾎蜿蜒到他的腳下，他想上去看看，卻被⾝後⼀⼈抱住，緊緊
捂住他的眼睛，他拼命掙扎，聲嘶⼒竭的喊叫。
陸銘猛的驚醒，坐起⾝，深深吐出⼀⼝氣，臉上滿是汗⽔，⾝上

的⾐服也被汗⽔打濕，他起⾝⼜去沖了個澡，換了⾝⾐服。
然後坐在床上抽煙，為了不讓⾃⼰深想那個夢，他⼜開始玩植物

⼤戰僵屍。
等他終於有了點睡意的時候，床頭的鬧鐘響了，他煩躁地伸⼿按

了。
歎了⼝氣，起⾝洗漱換⾐出⾨。
精英⾼中，全市最富麗堂皇的⾼中，⼤⾨上⼀直巨⼤的純⾦⽼鷹

作展翅⾼⾶狀，栩栩如⽣，學校外有專⾨的停⾞場，所以學校裡不能
開⾞進去，所以沒有電⼦欄杆，⼊⽬就是⼀扇⼤鐵⾨，進去就是⼀個
⼤噴泉，接著是階梯，教學樓，操場在教學樓後⾯，接著是學校⻝
堂。
⾼三5班，班上的桌⼦擺的七扭⼋歪，此時已是上課時間，卻不

⾒有⽼師來上課。
下⾯有的男⽣聚在⼀起⾾地主，有的⼥⽣拿著鏡⼦塗⼝紅，塗指

甲油，看⼿機視頻，⽽靠後⾨⻆落的那幾個⼈拿⼿機在開⿊打王者。
⿈⽑玩得上單死了，他氣憤的吼了⼀聲“操，打野，開團你跑哪去

了”。



胖⼦⼿指不停戳著技能鍵，嚷嚷“我在開⿓，操，你們怎麼死這麼
快，堅持⼀下，⿓殘⾎了”。
戴著眼鏡玩⾺可的男⽣淡定說“莫慌，看我拿5殺，⼩明給我加

⾎”。
不⼀會兒隻聽⼿機裡連續播報:
雙殺：Double Kill
三殺：Triple Kill
四殺：Quadra Kill
五殺：Penta Kill
團滅：Aced
“操，真的五殺，⽜逼啊，⽼班”⿈⽑激動得蹦起來⽤⼒拍著⽼班

的肩膀。
還沒得意夠就被⼀個灰頭髮的男⽣踹了⼀腳“⼩聲點”，說完指指

他們⾝後最靠⾨邊的桌位，桌上趴著⼀個⼈，正在睡覺，這⼈正是陸
銘。
他像是被吵到了，動了動，換了個姿勢。
⿈⽑訕訕笑了笑，⽤⼿從右邊嘴⻆劃向左邊，做了個拉拉鍊的動

作。
正在此時，⼀道中氣⼗⾜的吼聲傳來，⼈未⾄聲先到，“吵什麼

呢？都上課了你們班還鬧哄哄的，語⽂⽼師請假了，你們不會⾃習
啊”。
聽到這個聲⾳，下⾯的學⽣臉⾊巨變，紛紛閉上嘴巴，坐直⾝

體。
⿈⽑低聲罵了句“臥槽，⿊關公來了”⽴⾺把⼿機往桌⼦裡⼀扔，

以不可思議的速度掏出⼀本書，裝模作樣的看了起來，灰⽑定睛⼀
看，英語書，不由得嘴⻆抽了抽。
⼀位穿著中⼭裝，⼿拿保溫杯的中年男⼈板著臉⾛進教室，他是

教導主任，關主任。
⼤約45左右的年紀，⽪膚偏⿊，國字臉，板⼨頭，兩鬢有些花

⽩，⾝形微微有些胖，板著臉的樣⼦，還挺唬⼈。
只聽他站在講臺上唾沫橫⾶“裝什麼裝，別的班雖然也吵，但也不

像你們班，操場上都能聽⾒你們的⻤哭狼嚎”。
下⾯的學⽣低頭悶笑。



⿈⽑就坐在陸銘前⾯，他把英語書豎起來，靠在陸銘桌上，挺直
後背，想儘量幫陸銘擋住⿊關公的視線。
聽到笑聲關主任更加⽣氣了，聲⾳拔⾼“還有臉笑，都⾼三了，能

不能有點⾃覺，你看看你們⾃⼰，像什麼樣⼦”說著抬⼿掃了全班⼀
圈。
掃到後⾨處，⼿指頓了頓，然後⼤步朝陸銘⾛去。
⿈⽑⾒狀，⽤⼿肘撞了撞陸銘桌⼦，想提醒這位還在睡得⾹甜的

⼤佬。
撞了幾下，陸銘還是沒醒，⿈⽑只能向陸銘投去⼀個愛莫能助的

眼神。
關主任已經⾛到他們⾝邊，抬⼿⽤⼒拍了⼀下陸銘的桌⼦，啪的

⼀聲響。
陸銘這才動了動，緩慢的抬起頭，微微眯著眼看向⾝邊的關主

任，⼀臉茫然。
⼀邊的⽿機從陸銘⽿朵掉落，掛在⼿臂上，還晃了幾晃，像是在

跟關主任⽰威⼀般。
關主任臉⾊更⿊了些，⼜拍了幾下陸銘的桌⼦“陸銘，每次來你們

班你都是在睡覺，這裡是學校還是你家的床啊，下課來我辦公室⼀
趟”。
關主任說完就怒氣衝衝地⾛了。陸銘打了個哈切，對⿈⽑說了句

“下課了叫我”，然後把⽿機塞回去，⼜繼續趴著了。
下課，陸銘慢悠悠晃下樓，⽼師們的辦公室都在⼀樓，教導主任

的也在。
他敲了敲⾨，裡⾯傳來關主任的聲⾳“進來”。
他⾛進去，懶散的站在關主任⾯前，還打了個哈⽋，⼀副沒睡醒

的樣⼦。
關主任看他這副樣⼦，氣不打⼀處來，把保溫杯重重的放在桌⼦

上“站好了，你叔花這麼多錢送你來學校就是讓你來睡覺的？”。
陸銘沒說話，垂著眼。
關主任歎了⼝氣“你還是要學習才好啊”。
關主任接著說“我是知道的，你當初拿到的是南海的錄取書，我不

知道你為什麼後來來的是我們精英⾼，但能考進南海，說明你以前成
績很好，你跟學校裡那些混⽇⼦的富⼆代不⼀樣”。
陸銘似乎是不太喜歡這個話題，微微抿緊唇。



關主任繼續說“我沒別的意思，就是希望你考慮清楚，⾼中啊，就
三年，⼀輩⼦也就這麼⼀次，你可別以後回想起來後悔”。
陸銘終於給了他點回應，淡淡吐出⼀個字“哦”。他知道關主任是

真⼼為他好，可是他都不知道⾃⼰還有沒有以後，談什麼後悔不後悔
的。
關主任看了他⼀會兒，歎了⼝氣，擺擺⼿“回去上課吧”。
陸銘回到教室，⿈⽑他們在座位上聊天，沒發現他回來，他也沒

出聲，淡定的坐在座位上聽他們聊，聊的主題還是他。
⿈⽑說“⽼班，你說銘哥睡覺跟我們打遊戲不是⼀樣的嗎？為⽑⿊

關公每次都抓銘哥去辦公室，難道他特別討厭上課睡覺的？”
⽼班是班⻑，戴著⼀副眼鏡，⼀副⽂質彬彬的樣⼦，但只是外表

如此罷了，其實⼼臟得很，⼀肚⼦壞⽔，他語氣輕緩“不知道，不過下
次你可以試試跟銘哥⼀起睡覺，看下次能不能陪銘哥⼀起去”。
外號叫胖⼦的男⽣切了⼀聲“肯定是找優越感，覺得，哎呀，精英

⾼的⼤佬⼜怎樣，還不是被我罵得狗⾎淋頭”。
灰⾊頭髮的男⽣笑了“操，你以為都像你啊，幼稚，⼩學⽣都不這

麼玩了”。
陸銘假裝沒聽⾒，拿出⼿機打開植物⼤戰僵屍。

 

翻/牆
                           
中午放學。
申佑和他的損友張西⾔站在精英⾼⼤⾨⼝。
張西⾔雙⼿撐住膝蓋，喘著粗氣“柚⼦啊，幹嘛跑過來啊，累死我

了”。
申佑也有些微喘“我怕放學了他⾛了”。說著他還看了眼靜悄悄的

學校⼤⾨。“9臥槽，怎麼沒⼈，都⾛完了？”
張西⾔聞⾔爆了句粗⼝“操，早說啊，你回頭看看後⾯”。
申佑回頭瞅了瞅後⾯⼀排商鋪店⾯“什麼？”。
張西⾔無語“⼤少爺啊，你沒看到你後⾯都是賣⾐服，鞋⼦，⼿機

的嗎？”。
申佑踹他⼀腳“說重點，拐彎抹⻆的逼逼啥呢”。
張西⾔捂住被踹疼的屁股“你就不能有空的時候刷刷論壇，精英⾼

裡⾯有五家⻝堂，都是學⽣的⽗⺟捐的，⼀家川菜，⼀家湘菜，⼀家



西餐，⼀家⽕鍋，還有⼀家專⾨賣早餐，所以精英⾼的學⽣中午都不
出校⾨，以前這些也是飯店餐廳什麼的，後來倒閉了”。
申佑恍然⼤悟“所以……我得進去找⼈？”。
張西⾔看了精英⾼的保安⼀眼，這保安⻁視眈眈盯著他們好久

了，“⼤⾨估計是進不去了，翻/牆吧”。
申佑嘖了⼀聲，跟在張西⾔後⾯繞著學校的圍牆，找地⽅翻。
張西⾔看著圍牆，突然問“我還沒問你找誰呢？”。
申佑不在意得說“陸銘啊”
張西⾔猛得轉頭看他“你……再說⼀遍，陸銘？”。
申佑疑惑“怎麼，不能找他啊”
張西⾔收起⾃⼰因震驚⽽掉落的下巴，⼩聲道“不是，聽說他是

□□上的”。
申佑愣了⼀下“⿊/社會？⿊⿓幫？”。
張西⾔⼀副⼀⾔難盡的表情，懶得解釋“差不多吧，你⾼興就

好”。
說著，他兩停在⼀處牆跟前，上⾯很多腳印，⼀看就知道是翻/牆

的寶地。
申佑提起⼀⼝氣，準備翻時，被張西⾔拉住“等等，你就這樣進

去？這⼀進去就如同⼀隻⽺進了狼群，估計會被⽣吞活剝，我都不敢
想你那淒淒慘慘的模樣”。
申佑低頭瞅瞅⾃⼰的南海⾼校服，⼀把拉下拉鍊，把外套⼀脫，

他裡⾯只穿了⼀件短袖⽩T，秋⾵吹過，還是感覺到了點涼意。
申佑將外套塞給張西⾔“你回去吃飯吧，不⽤等我了”。
說完⼀個助跑，⼿⼀撐，動作瀟灑的翻進了牆。
⻝堂⼆樓，陸銘和⿈⽑他們幾個點好了菜，正坐著百無聊賴的等

著。
他們剛好坐在窗邊，⿈⽑視線⼀轉，瞧⾒遠處操場那裡圍了不少

⼈，他嘖了⼀聲“嘖，操場那邊出什麼事了，這麼多⼈圍著”。
⽼班他們幾個聞⾔也伸⻑了脖⼦往那邊看，只有陸銘漠不關⼼的

通關植物⼤戰僵屍。
⿈⽑“我問問群裡”。說著在學校的群裡問道[操場那邊出啥事了？]
[是南海⾼的校草，不知道喜歡我們學校的哪位美⼥，居然翻/牆

進來找⼈]。



⿈⽑看⾒這⼀句樂了，他笑了兩聲念了出來“哦，那邊是南海⾼的
校草，不知道暗戀我們學校哪個美⼥，居然翻/牆進來找，哈哈”。
⽼班他們幾個也跟著笑了。
⽽申佑被堵在操場，本來他也沒這麼容易被發現的，只是碰到昨

晚打架的紅⽑他們，才被堵在這裡，要不是學校裡不准打架，紅⽑他
們估計都沖上來幹了。
申佑無奈攤攤⼿，不理會⼀副要吃⼈的紅⽑他們，笑著問道“我來

找陸銘的，誰能告訴我他在哪裡嗎？”。
有看熱鬧不嫌事⼤的學⽣在群裡活躍的問[銘哥在哪？有誰看到了

吱⼀聲]
[在2號⻝堂⼆樓]
旁邊⽴刻有⼈回道“銘哥在2號⻝堂⼆樓”。
申佑點點頭，擠開⼈群，朝2號⻝堂⾛去，別問他怎麼知道2號⻝

堂在哪，剛才他在操場那⼀抬眼就看到了五棟三層⼩樓，上⾯掛著⼤
⼤的12345。
陸銘他們菜剛上來，正準備吃，就聽到樓下⼀陣嘈雜。
申佑上到⻝堂⼆樓，掃了⼀圈，剛好與陸銘的視線對上。
陸銘有些驚訝，沒想到他們說的南海校草是申佑，他淡然收回

眼，默默吃飯。
⿈⽑他們倒是驚訝“哎，那就是南海校草啊，怎麼來這？難道他暗

戀的⼥⽣在這裡？”。
說著⿈⽑還環視了⼀圈，沒發現哪個特別出眾的“難道他喜歡平平

無奇的，臥槽，他怎麼朝我們⾛過來了”。
申佑快⾛到陸銘那桌的時候被⿈⽑攔下“幹什麼？”
申佑說“我找陸銘”。
⿈⽑聞⾔臉⾊巨變“滾，銘哥⼜不是死基佬。
申佑問號臉“不是，我找陸銘跟他是不是基佬有什麼關係”。
陸銘聞⾔被嗆了⼀⼝，⽤⼒咳了幾下才緩過來，他喊道“趙彬”，

是⿈⽑的名字。
⿈⽑這才坐下，眼睛卻⼀直盯著申佑，怕他會對陸銘做出什麼變/

態的事。
陸銘抬頭與申佑對視“找我什麼事？”
申佑開⾨⾒⼭的說“你能不能帶我去昨晚我打架的地⽅看看，我要

回去找個東西”。



陸銘說“你不認識路？”
申佑懊惱的點點頭“我今早去找過，沒找到那條⼩巷”。
陸銘若有所思，掃了⼀遍申佑的穿著，家裡應該不缺錢，如果是

什麼普通東西完全可以再買，還費盡⼼思回去找說明這東西對他有特
別的意義，他開⼝問“很重要？別⼈送的？”。
申佑點點頭“很重要，可不可以？”。他知道他們還沒到那份交

情，陸銘完全可以拒絕他。
陸銘聞⾔站起⾝，對⿈⽑他們說“你們吃吧，不⽤等我，我陪他去

後巷⼀趟”。
說完對申佑揚揚下巴“⾛吧”。
兩⼈⾛出⻝堂，周圍看熱鬧的⼈沒啥可看的也都散了。
申佑⾛在後⾯，⾒陸銘帶著⾃⼰直接往學校⼤⾨⾛，好奇的問“⼤

⾨可以進出？”
陸銘好笑道“可以啊，在保安室簽個名字就可以進來”，說完掃申

佑⼀眼“你該不會真的是翻/牆進來的吧”
申佑覺得這件事有些丟臉，默默把臉扭向⼀邊。
陸銘⾒他⼼虛的樣⼦，低低笑了⼀聲。
兩⼈來到昨晚他們相遇的那個⼩巷，申佑⼀直低頭在地上找。
陸銘問，“⻑什麼樣？”。
申佑伸出⾃⼰的⼿腕“⿊⾊的⽪制⼿鏈，上⾯掛著個銀狗頭”。
陸銘意味不明的看了他⼀眼，點點頭，也低頭幫他找。
他們往前找了幾百⽶，陸銘就看到那個⼿鏈，好像被被踩了幾

腳，上⾯印著幾個鞋底印⼦。
陸銘彎腰撿起來，拍了拍上⾯的灰，拿在眼前晃了晃，發現這⼿

鏈做⼯粗糙，上⾯果真有⼀個卡通銀狗頭，他輕笑了⼀聲“申佑，你的
狗頭”。
申佑聞⾔轉過頭“你才狗頭呢”，說完看清陸銘⼿上拿著的⼿鏈，

興奮得⼀步蹦過去，⼀把奪過⼿鏈看了看，“臥槽，終於找到了”。
然後激動得⼀把抱住陸銘，⼀秒不到就鬆開了，陸銘眼神暗了

暗，很快⼜恢復正常“⾄於嗎，⾼興成這樣”。
申佑突然⼜不笑了，他將⼿鏈仔細的放進褲⼝袋裡，才開⼝“這是

我妹妹親⼿做的，送給我最後⼀件禮物”。
陸銘聽出了不對勁“最後？”



申佑深吸了⼀⼝氣，⼜緩緩吐出“兩年前，她不在了，8歲，⽩⾎
病”。
陸銘不知道此刻還說些什麼，他從來不會安慰⼈，只能沉默的拍

拍申佑的肩。
申佑收好⾃⼰的情緒，對陸銘笑了笑說“⾛吧，請你飯吧，你想吃

什麼？”。
 

王者
                           
精英⾼附近沒有賣吃的，他們只能穿過後巷去南海⾼對⾯。
他們隨意進了⼀家麵館，推⾨進去的時候，幾桌南海⾼的學⽣都

朝他們看過來，眼神微妙，陸銘想，可能不⽌是因為⾃⼰⾝上這⾝校
服，還因為⾝邊這個⼈的緣故。
陸銘點了份⽜⾁麵，申佑也點了⼀份⼀樣的。
陸銘問申佑“你在南海很有名？”
申佑將前⾯的劉海往後⾯擼了⼀下，勾起嘴⻆笑得邪氣“⼀般般

吧，主要是⻑得帥，低調不起來”。
陸銘笑駡⼀聲“你臉呢？”。然後才仔細打量了⼀遍申佑的⻑相，

的確挺好看的，張揚的帥氣，很有攻擊性，是那種第⼀眼看⾒就讓⼈
眼前⼀亮的類型。
⽼闆把⾯端上來，陸銘收回⽬光，⽤筷⼦攪拌了幾下，低頭吃了

起來。
申佑⽤筷⼦戳了戳碗裡的⾯，看向陸銘，陸銘⻑得也帥，不過是

那種陰鬱內斂的帥，他⾝上有種獨特的氣質，說不上來。
直到陸銘發覺申佑停留在⾃⼰⾝上的視線過於久，他才抬頭淡淡

的問“⾯不好吃？”。
申佑這才驚覺⾃⼰剛才⼀直盯著別⼈看，有些失禮，有點像耍流

氓，他尷尬的笑笑“沒，剛才⾛神了”。
陸銘點點頭沒再說什麼。
吃完⾯出來，陸銘正準備回學校，申佑本來想說‘陸銘，你的⼿機

號多少？’，話出⼝就變成了“陸銘，你⼿機號給我”。
陸銘愣了⼀下，笑道“你平時都是這麼跟⼈要號碼的？”。
申佑惱羞成怒“平時都是別⼈問我要，嘖，趕緊的，⼤男⼈婆婆媽

媽的”。說著拿出⼿機。



陸銘無語的念了⼀遍⾃⼰的⼿機號碼。
申佑輸⼊號碼，撥了過去，⼀秒，兩秒…⼋秒，沒聽到陸銘⾝上

有什麼聲⾳，他眼神兇狠的盯著陸銘，那眼神仿佛在說，你居然拿別
⼈的號碼糊弄我。
陸銘好笑的看著他，緩慢的從兜裡掏出震動的⼿機，按下接聽

鍵，放在嘴邊清冷的說“在學校所以沒開聲⾳”。
申佑這才訕訕的收回眼神，默默的轉⾝“早說嘛，那個，我先⾛

了”。說完⼤步離開。
陸銘望著申佑落荒⽽逃的背影，低聲笑了。
申佑回到教室的時候，下午第⼀節課已經上了⼗幾分鐘了，英語

⽼師正在講臺上講試卷。
“報告”，他喊了⼀聲，頓時全班同學都望向他，不過他臉⽪厚，

愛看就看。
英語⽼師問“怎麼遲到了這麼久”，南海⾼對學⽣的管理⽐較嚴，

⽼師也就是慣理性問⼀下。
申佑臉不紅⼼不跳道“拉肚⼦”。
英語⽼師沒說什麼，點點頭讓他回了座位。
⽼師講的試卷，有同學幫他放在桌⼦上了，他低頭翻了翻，只有

作⽂錯了兩個單詞，扣了2分。
於是他將試卷放在⼀邊，拿出英語競賽題冊開始寫，他報名參加

了英語競賽，拿到名次⾼考可以加分。
所以他沒事就刷題，還有⼀個⽉就開始⽐賽了。
寫著寫著，他開始⾛神，等回過神來的時候，題冊上寫了陸銘兩

個字，他鬱悶的罵了⼀聲“有病啊”，急忙把那兩個字劃掉。
他也沒⼼情寫了，偷偷在桌⼦底下看⼿機。
他翻了⼀會兒微信，想了想，在搜索欄裡輸⼊陸銘的⼿機號，點

擊搜索。
下⾯顯⽰[查無此⼈]，他失望的點了返回，然後愣了⼀下，如果

是沒有，下⾯會顯⽰該使⽤者不存在或者該⽤戶還未開通微信。
於是他⼜搜索的⼀遍，在[查無此⼈]那裡點了⼀下，果然，這是

個微信號，名字叫查無此⼈，頭像是⼀張空⽩的圖，這裡⾯有點⼼理
暗⽰，如果腦⼦笨點的，肯定被糊弄過去。
申佑嘖嘖兩聲，⼤佬真會玩，他點了添加好友。
精英⾼



陸銘從後⾨直接坐在⾃⼰座位上，講課的⽼師根本沒發現他來沒
來，眼神都沒往他那裡瞟⼀眼，⾃顧⾃的講課。
陸銘坐下後⼜繼續趴著睡覺了，班上的同學看⾒他回來，說話聲

都⾃動⼩了下來，⽼師雖然覺得奇怪，但也沒在意，還頗為滿意的點
點頭。
陸銘睡了兩節課，第三節是英語課，⽼師來發了⼀套卷⼦後就⾛

了，他從桌兜裡掏出⼀瓶⽔喝了⼀⼝，睡飽了。
⽼班在做那套英語卷⼦，他是屬於班上成績前幾名的學⽣，⿈⽑

他們都是等著他的卷⼦抄。
正準備玩植物⼤戰僵屍時，⿈⽑回頭問了他⼀聲“銘哥，打王者

嗎？”，本來他也是看⾒陸銘不睡覺了，隨⼝問問，沒想到陸銘居然應
了。
陸銘劃啦幾下⼿機，在⻆落裡找到王者榮耀APP，點進去的時候

發現要更新，他淡淡對⿈⽑說“要更新，等幾分鐘”。
⿈⽑擺擺⼿“不急”，然後與坐在他左邊的灰⽑程式對視，臥槽，

銘哥居然也玩，怎麼辦。
程式揚揚眉，該，做好被舉報的準備吧，騷年。
陸銘更新好了，登⼊遊戲，他們三個⼈排位，匹配到兩個雙排

的，⼀個ID叫[你佑爸爸]，⼀個叫[⾔之有理]。
選英雄的時候，⿈⽑選了伽羅，程式選了凱，[⾔之有理]選了諸

葛亮，[你佑爸爸]選了百⾥⽞策，陸銘排在最後⼀個，隊伍還差個輔
助，他翻開⾃⼰的輔助英雄，只有⼀個瑤。
開局的時候，[你佑爸爸]開語⾳說話了“怎麼有個鑽⽯的瑤，帶妹

⼦呢？”。
⿈⽑看了⼀眼陸銘，妹⼦沒有，⼤佬有⼀位，回了句“沒有”。
[你佑爸爸]“喲，野⽣的瑤啊，來幫我開紅”。
於是瑤跟在了百⾥⽞策⾝後，百⾥⽞策上去吸引紅爸爸的傷害，

瑤就站在草叢裡A，最後，紅爸爸就被瑤打死了。
百⾥⽞策愣了⽚刻說“瑤妹，你幹嘛搶我的紅？”。
瑤打字:⼿滑。
百⾥⽞策:……
過了⼀會兒百⾥⽞策說“瑤妹你第⼀件你就出法棒！你不出輔助裝

會吃我經驗的”。
瑤打字:哦！



紅⽑他們就靜靜看著百⾥⽞策被氣得跳腳，看戲看得津津有味。
瑤跟著百⾥⽞策過了⼀遍⾃家的野，有了4級，百⾥⽞策開始帶

他出去浪“瑤妹，坐好了，哥帶你去拿⼈頭”。
陸銘嘴⻆向上彎了⼀下，默默開了⼤騎在百⾥⽞策頭上。
第⼀次遇上對⾯英雄，百⾥⽞策“瑤妹，打不過就跑啊，沖上去幹

嘛”。
第⼆次遇上對⾯英雄，百⾥⽞策“臥槽，瑤妹你別搶我⼈頭，你這

傷害不科學”。
第三次遇上對⾯英雄，百⾥⽞策“瑤妹，你玩得是輔助嗎？對⾯打

野居然扛不住你打幾下的”。
第四次遇上對⾯英雄，百⾥⽞策“瑤妹，你能不能溫柔點，對⾯懷

疑你是掛”。
第五次遇上對⾯英雄，百⾥⽞策“厲害了我的瑤妹，第⼀次看⾒這

麼猛的瑤，⼀挑三，就是為⽑我都是助攻，你好⽍分我⼀個⼈頭啊”。
最後，百⾥⽞策忍無可忍“瑤妹，你別跟著我了，跟你玩毫無遊戲

體驗感，我⼀打野玩成了你的輔助”。
陸銘噗嗤笑了，他點開語⾳，緩緩吐出兩個字“申—佑”，聲線清

冷。
陸銘那邊很是吵雜，各種說話的聲⾳混在⼀起，但他清冷的聲⾳

還是清晰的穿過⽿機傳⼊申佑⽿中，其他聲⾳仿佛與他的聲⾳分隔開
來。
申佑下意識得應了⼀聲“嗯？”，然後第⼀反應是“臥槽，瑤妹是男

的，不對，你認識我？等等，你聲⾳怎麼聽著這麼⽿熟，你誰啊？”。
陸銘低低笑了聲“你猜？”。
申佑看了瑤的ID⼀眼，[查無此⼈]，驚訝道“操，陸銘”。
陸銘低聲說“是我，還讓不讓我跟了”。
申佑乾巴巴笑幾聲“呵呵呵，讓，隨便騎”。
張西⾔就是[⾔之有理]在申佑旁邊低聲說“臥槽，你節操呢？”。
申佑撇撇嘴“我有那玩意兒嗎？我怎麼不知道”。
陸銘笑了笑問“你不上課？”。
申佑“體育課，玩⼀局放鬆⼀下，沒想到這麼巧，你怎麼知道是我

的”。
陸銘“很難猜嗎，聲⾳，遊戲ID”。
申佑“嘖，你經常玩？”



陸銘“沒有，玩幾局就玩不了了”。
申佑“為什麼？”。
陸銘“每⼀局都有⼈舉報我開掛，三局就會被封號24⼩時”。
申佑⼤笑出聲“哈哈哈哈哈，剛才我就想著出去舉報你呢？”。
這時，對⾯投降了，遊戲結束，陸銘對⿈⽑他們說“你們玩，我不

玩了”。
 

陸叔
                           
陸銘打開微信，剛才玩遊戲到⼀半的時候，有⼈給他發了微信，

他沒理會。
是他⼩叔發來的
[今天不⽤加班，下晚⾃習我去接你吃個飯]
[我給你介紹個朋友認識⼀下]
陸銘回[好]
這位⼩叔不是陸銘的親叔，他叫陸⽂周，現如今是刑警⼤隊的隊

⻑，也是他爸爸的師弟，拜在同⼀個⽼師⾨下。
他爸爸姓魏，後來上⾯派他去做了臥底，怕連累到陸銘，所以從

⼩就寄養在陸⽂周名下，甚⾄連他爸的姓都不能⽤，後來他爸暴露，
犧牲了，他也就⼀直⽤這個⾝份名字。
陸銘⼿指在⼿機邊上點了點，突然看到通訊錄裡有個好友申請，

他點開，是申佑發來的，他挑挑眉，點了同意。
晚⾃習下課，陸銘⼀出校⾨他叔就給他打電話“叔，看到了，你的

⾞特別顯眼，瞎了才看不到”。
陸銘⾛到陸⽂周⾞旁邊，上了⾞，副駕駛上坐了個25上下的男

⼈，穿著⽩村衫，⻑得挺帥氣。
對⽅沖他笑著點點頭，陸銘也點點頭，轉頭對陸⽂周說“⾛吧，

叔”。
陸⽂周開了⼀個多⼩時的⾞來到⼀個莊園，⾵景很漂亮，⼩橋流

⽔，亭台樓榭。
他們沿著⼩路，⾛向中間那棟主樓，整棟樓2層，整體都是⽤⽊

頭建的，有古代的⾵格，⼤⾨上掛著牌匾，上⾯寫著[醉⽣夢死]。
陸銘覺得著家餐廳不正經，名字取得像古代花樓似的。
他們⾛進餐廳，⼀樓都是⼩包間，每張桌⼦之間都⽤屏⾵隔開。



他們三⼈坐下後，服務員遞上功能表，陸⽂周將功能表放到陸銘
前⾯“你先點”。
陸銘，翻了翻，上⾯的菜名他看不懂，什麼五⿓戲珠，⿓鳳呈

祥，騰雲駕霧，清清⽩⽩他知道，可能是煮⽩⾖腐，加點蔥。
他默默把菜單合上，推給陸⽂周“你們點，我隨意”。
那位⽩村衫男⼈低低笑了聲“上幾道招牌菜就好，這菜單看不

懂”。
陸銘聽他這話的意思不像是第⼀次來了，不過他沒說什麼，⼿指

在桌上有⼀下沒⼀下的點著，他無聊的時候就會做這個動作。
服務員⾛後，陸⽂周才介紹“⼩銘，這位是姜天林，我的男朋

友”。
說完緊張的盯著陸銘，看他會作何反應，畢竟從⼩看著⻑⼤，早

就把他當成⾃⼰親兒⼦來養了，他談了個男朋友這件事可⼤可⼩，必
須跟他好好談談。
陸銘笑著沖姜天林點頭“姜叔”。
姜天林⾯上鎮定，其實⼼裡有些忐忑的，他知道陸⽂周很在乎這

個孩⼦，然後他看到陸銘朝他笑了，讓他有些意外“⼩銘，初次⾒⾯，
以後多多關照”。
陸⽂周看陸銘這反應，奇怪道“你就沒什麼想問的？”。
陸銘望向陸⽂周，認真道“叔，不⽤太顧及我的感受，你喜歡誰，

男的⼥的，都是你的⾃由，我也不會⼲涉你的選擇，我只希望你幸福
就好”。
陸⽂周松了⼝氣，如釋重負的笑了“臭⼩⼦”，能得到陸銘的⽀持

與祝福讓他很⾼興。
這時，服務員正好端菜上來，擺在桌上，正好四菜⼀湯。
陸⽂周給兩位祖宗盛了兩碗湯，陸銘喝了⼀⼝，很鮮美，味道真

的對得起著棟樓的裝修。
陸⽂周奇怪“你怎麼⼀點都不好奇？”。
陸銘做出⼀個誇張的表情“哇，嚇我⼀跳”。然後⼜⽊著臉“你⼿機

屏保就是姜叔，我看⾒好幾回了，就你那情商，能追著⼈家也是⾛了
狗屎運了”。
陸⽂周不滿“臭⼩⼦怎麼跟⻑輩說話呢，我情商怎麼了？”。後⾯

⼀句是問的姜天林。



姜天林喝著湯，腦⼦裡斟酌著該⽤什麼委婉的話，才能不打擊到
陸⽂周“也就⽐直男好⼀點點吧，今年情⼈節，我給他發消息說我喜歡
紫羅蘭，他居然說‘你⼀⼤男⼈居然喜歡這種娘們唧唧的花’，後來我⼀
星期沒理他”。
陸⽂周好笑的嚷嚷“哎，姜天林，夠了啊，我那時候天天想著命

案，腦⼦⼀時轉不過彎來”。
陸銘在⼀旁看戲看得津津有味。
吃到⼀半，陸⽂周電話響了，他拿筷⼦的⼿頓了頓，拿出⼿機接

了“喂”。
那邊是刑警隊⼩峰的聲⾳“陸隊，城北⾦⾊年華酒吧報警稱有⼀具

死屍……”。
陸⽂周“好，我知道了，你們⽴刻趕往案發現場，我⾺上過去”。
他說完掛了電話，抱歉的看了陸銘與姜天林⼀眼“飯我是吃不成

了，要趕去處理⼀個案⼦，你們？”。
姜天林站起來“我跟你⼀塊去吧”。
陸銘也放下筷⼦“我也去吧，在這估計打不到⾞”。
就這樣，陸⽂周帶著⾃家男朋友和侄⼦去了案發現場，⾦⾊年華

酒吧。
趕到時，刑警隊的⼈早就到了，他們把酒吧發現死屍的後廚⽤警

戒線圍了起來。
下了⾞，陸⽂周腳步匆匆去了現場勘察，姜天林跟在他後⾯，陸

銘慢悠悠吊在最後。
刑警隊的⼈看到陸⽂周都紛紛打了聲招呼“陸隊”，然後⼜繼續忙

⼿上的⼯作。
刑警隊余⼩梅跟陸⽂周彙報，語速⾶快，“陸隊，死者為男性，⼤

約在27歲上下，是在酒吧凍庫裡被發現的，第⼀⽬擊證⼈是酒吧的酒
保，名叫張華，張華聲稱，他當時要去凍庫拿東西，⼀打開凍庫的
⾨，死者就倒在他⾯前，屍體已經被凍得僵硬，法醫做了體表屍檢，
死者的屍檢報考顯⽰，他死時是靠坐在⾨上的，有死前掙扎過的跡
象，說明死者是被活活凍死的，這就是第⼀案發現場，具體的法醫要
把屍體帶回去解刨才能瞭解”。
陸⽂周“死者⾝份查到了嗎？酒吧監控調了嗎？”。
余⼩梅點點頭“死者⾝上沒有任何可以證明⾝份的東西，⾝份還在

調查當中，監控調了，監控顯⽰，昨晚淩晨5點，死者是⾃⼰⼀個⼈



⾛進凍庫”。
陸⽂周上前，蹲在屍體旁邊，⽤⼿將蓋在死者臉上的⽩布掀開看

了⼀眼。
陸銘雙⼿插在褲兜，微微低著頭，正好也瞥⾒了死者的臉，他愣

了⼀瞬，急忙道“等等，叔，你再掀開我看看”。
陸⽂周看了他⼀眼，沒有多問，將死者臉上的⽩布徹底掀開，死

者的樣⼦就這樣暴露在空氣中。
死者臉⾊⻘紫，雙眼瞪得極⼤，嘴也⼤張著，⾯部表情⾮常猙

獰。
陸銘盯著那張臉看了⼀會兒，遲疑了⼀下開⼝“這⼈，我⾒過”。
陸⽂周站起⾝“哦？時間？地點？他什麼⾝份？”。陸⽂週⼀不留

神就⽤上了審訊的語氣。
被站在他旁邊的姜天林掐了他⼀把腰，他冷不丁被這麼⼀掐，差

點沒蹦起來“哎，怎麼了？”。
陸銘不在意的笑了笑，他早就習慣他叔的這種語氣了，職業病，

改不掉，他想了想，緩緩開⼝“6天前晚上，在地下拳館，他那⼀晚有
⼀場拳賽，當時他輸了⽐賽，情緒失控，⼤鬧了拳館，所以我才對他
有點印象”。
他說到這裡頓了頓，擰緊眉頭想了許久才想起來“他叫——趙⽂

強”。他在⼼裡歎了⼝氣，他叔不知道他去打拳，這⼈⼀死，遲早也會
查到地下拳館，他遲早會暴露，還不如坦⽩從寬，趁現在他忙案⼦沒
空搭理他。
果然，陸⽂周瞪⼤眼睛看向他，聲⾳拔⾼“你去那種地⽅幹

嘛？”。
陸銘後退了⼀步，討好的沖他笑了笑“叔，注意重點啊，現在在查

案呢？”。
陸⽂周⼜惡狠狠刮了他幾眼，才轉頭跟余⼩梅吩咐“派幾個⼈去地

下拳館查查”。
陸銘覺得⾃⼰再待下去，等下他叔騰出⼿了估計會被他揍⼀頓，

於是他決定三⼗六計⾛為上計。
他悄悄退到姜天林⾝邊，沖他討好的笑笑“姜叔，我先溜了，不然

等下我叔氣狠揍我，等下您可不可以幫我說說好話啊”。
姜天林忍俊不禁笑道“放⼼，他要揍你我肯定攔著，去吧”。



陸銘趁陸⽂周不注意，⼀溜煙出了酒吧，他攔了輛計程⾞直接回
了後巷的出租屋。
他洗了澡，站在陽臺上抽煙，幾年了，他看到死⼈還是會感到恐

慌，是的，不是害怕，是恐懼，想逃離，剛才看到趙⽂強那⼀瞬間，
他仿佛⼜聞到了當年那刺⿐的⾎腥味，讓他喘不過氣來。
他抽完最後⼀⼝，將煙蒂在窗臺上的煙灰缸裡按滅，轉⾝回了臥

室。
他躺在床上正準備繼續通關植物⼤戰僵屍的時候，突然看到微信

有個未讀消息，他點開，是申佑給他發得。⼀個壞笑的⼩表情。
他勾唇笑了⼀下，回克⼀個叼煙裝酷的⼩表情。
那邊很快⼜回了⼀條[還沒睡？]
陸銘看了眼時間[才11點]
申佑[也是，夜⽣活才剛開始，打遊戲嗎？]
陸銘[王者？]

 

⽕鍋
                           
第⼆天早讀，班級雞⾶狗跳，到處在借卷⼦抄。
只有陸銘是最淡定的，⽼師佈置的作業他要麼不寫，有時候⼼情

不錯也還是會寫，⽐如現在，他⼀⼿撐著頭，⼀⼿寫著英語卷⼦。
他碰到不會寫的就空著，他的字很漂亮，每個字都⼀筆⼀劃，不

像其他學⽣的英⽂單詞寫得⿓⾶鳳舞，⽼師就沖著他這字也得多給兩
分。
交了卷⼦，桌兜裡的⼿機震動起來，他拿出來⼀看，是陸⽂周

的，他嘖了⼀聲，不情願的接了“叔”。
陸⽂周中氣⼗⾜的聲⾳穿過⼿機聽筒傳了過來“臭⼩⼦，你昨晚敢

先跑了，我還沒跟你算帳呢”。
陸銘靠在椅⼦上，⼀臉慵懶“不跑，等你空出⼿了揍我嗎？我⼜不

傻”。
陸⽂周氣不打⼀處來“你也知道⾃⼰⽋揍呢，以後不准去那種地⽅

了，要是讓我知道你再去，你姜叔攔著我也要揍你”。
陸銘敷衍道“知道了”。
陸⽂周話⾳⼀轉“昨晚的那個案⼦結了，你要聽聽嗎？”。
陸銘垂下眼簾，淡淡道“說說吧”。



陸⽂周說“他⼀個⽉前開始吸毒，為了買毒品才去地下拳館打拳，
前天晚上他⽤了針管注射，可能⽤量把握不好，導致出現幻覺，⾃⼰
⾛到凍庫裡的”。
陸⽂周說完⼜拔⾼聲⾳“所以，那種地⽅了什麼⼈都有，你可別再

去了啊”。
陸銘漫不經⼼應了⼀聲“嗯，叔，我要上課了，你去忙吧”。
陸⽂周急忙喊道“等等，上次我讓你從後巷搬出來，你搬了沒有，

那地⽅治安太差”。
陸銘頭疼“正在找房⼦呢，找到⽴⾺就搬，不說了，⽼師都來了，

掛了”。
陸銘不等那邊反應直接掛掉電話。然後才呼出⼀⼤⼝氣。
他慶倖他叔⾝為刑警隊⻑⼯作忙，經常⼀兩個⽉⾒不到，不然他

估計得三天兩頭離家出⾛，也太能叨叨了，不知道姜叔怎麼受得了
他，果然是真愛啊。
這節是數學課，數學⽼師是個50多歲的⽼頭⼦，他語速緩慢，⽽

且沒有⾼低起伏，陸銘聽得只打瞌睡，後來真的睡著了。
醒來的時候已經中午放學，⿈⽑把他叫醒的“銘哥，去吃飯了”。
陸銘站起⾝，伸了個懶腰，跟在⿈⽑他們⾝後去⻝堂了。
今天⿈⽑他們商量著要吃⽕鍋，回頭問陸銘的意⾒，雖然陸銘每

次都說隨便，這次也不例外，但⿈⽑他們還是每次都問，不知道是不
是⼀種對⼤佬的崇敬。
他們在4號⻝堂⼆樓⼀張桌⼦坐下，剛坐下沒⼀會兒，陸銘⼿機

震動了，看到螢幕上的名字，有些意外，他接起“喂”。
申佑那邊在⾛路，說話有些喘“陸銘，你吃午飯了嗎？”。
陸銘掃了眼拿著菜單在看，眼神餘光卻不斷瞟向他的⿈⽑他們，

淡淡說“正準備吃”。
申佑有些⾼興“那好啊，等等我們，我們想嘗嘗你們精英⾼的⻝堂

的菜味道如何，有沒有傳聞中那麼好吃”。
陸銘挑挑眉“你們？”。
申佑“我和我⼀個朋友，等我⼀下，我到你們學校了，你們在幾號

⻝堂啊？”。
陸銘“4號⼆樓”。
掛了電話，他看向⿈⽑他們“等下再點菜，申佑要來這吃飯”。



⿈⽑撇撇嘴“他還真不避諱，南海⾼的就他不怕死的⽼往我們這跑
了，也不怕哪天被⼈堵牆⻆揍⼀頓”，說完看了陸銘⼀眼，⼜有些喪氣
“看來是看不到他被揍的那天了”，有銘哥罩著，沒⼈敢動他。
正說著，樓下傳來吵鬧起哄聲，⿈⽑他們⼀轉頭，果然就看到了

申佑旁若無⼈的從樓梯拐⻆⾛過來，他⾝後跟著⼀個⼈，有些畏縮。
申佑看到他們，咧開嘴伸⼿打了個招呼，然後直奔過來。
陸銘⾝邊正好還空著兩個位置，申佑拉開陸銘⾝邊那⼀張椅⼦坐

下，另⼀⼈坐在他旁邊，他沖⿈⽑他們點點頭，轉頭望向陸銘“這是我
哥們，張西⾔”。
陸銘點點頭，視線在張西⾔⾝上瞟了⼀眼。
然後將視線轉向⿈⽑他們，⿈⽑他們⼼領神會，⾃動介紹⾃⼰，
⿈⽑說“趙彬”，
灰⽑笑了笑“我叫程式”，
⽼班推了推眼睛“王志寧”，
胖⼦“⽜壯壯，他們都叫我胖⼦”。
申佑將他們的名字在⼼裡過⼀遍記住了，⼤⼿⼀揮“來，今天這頓

我請，你們隨便點”。
周圍很多想看熱鬧⼜不敢明⽬張膽看的，只能⽤⼩⼼翼翼往這邊

掃⼀眼，⼜急忙收回視線。
看得申佑好笑，他⽤胳膊捅了捅陸銘放在桌上的⼿臂，⼩聲對他

說“跟動物園裡的⼤猩猩似的”。
陸銘沒動，視線從申佑的⼿移到他的臉，淡淡說“也不知道是因為

誰才連累我們被圍觀的”。
申佑樂了“嘿嘿，嘖，沒辦法，我這張臉就是低調不起來，你得習

慣”。
陸銘翻了個⽩眼“有你這麼⾃賣⾃誇的嗎”。
申佑驚奇“哇塞，你這⾯癱臉居然會翻⽩眼，看來還沒到晚期，還

有得治”。
服務員剛好把他們點的⽕鍋和配菜推過來，聞⾔掃了陸銘的臉好

幾眼。
陸銘⼀把摁住申佑的頭，板著臉“閉嘴，吃飯”。
申佑捂著肚⼦笑了好半天。⿈⽑他們在旁邊往⽕鍋裡放⽜⾁，邊

津津有味的看戲，他們覺得這兩⼈有貓膩，但是沒有證據，只能默默
吃⽠。



申佑吃了幾⼝，豎了豎⼤拇指“好吃，跟外⾯開的⽕鍋店也差不了
多少，我都有點後悔去南海⾼了”。
張西⾔聞⾔狂點頭“當初我看了精英⾼的簡介，⼼動不已，要不是

我⽼爸說要是我敢來精英⾼就打斷我的狗腿，我早就是精英⾼的⼀員
了”
申佑歎氣“我想天天來這吃”。
陸銘夾了⼀隻⼤蝦，因為不想弄髒⼿，所以⽤⽛咬掉蝦頭，⼀節

⼀節的吃著，聞⾔打擊道“你偶爾來⼀次倒是可以，經常來估計會有⼈
跟主任告狀，到時候你爸可能會打斷你的腿”說完，丟給申佑⼀個幸災
樂禍的眼神。
申佑⼜歎了⼝氣“算了，先吃好這⼀頓再說”，他夾了只⼤蝦，學

著陸銘這樣慢慢琢著吃，眼睛⼀亮，果然懶⼈腦⼦就是好使。
張西⾔剛好坐在⼤頭旁邊，兩⼈聊得熱⽕朝天，⼀頓飯下來就稱

兄道弟了，沒有了剛開始的畏縮。吃完⽕鍋分開時兩⼈還依依不捨，
互加了微信才離開。
申佑和張西⾔出學校⼤⾨的時候，保安看了他們兩好幾眼，確認

他們跟進來時⼀樣，沒缺胳膊少腿的才放下⼼來，要是南海⾼的學⽣
在他們學校出事，那可夠嗆，南海⾼那幫⽼師耍起橫來可不好搞。
張西⾔被保安那眼神看得不⾃在，低聲對申佑說“那保安不會是想

收⼊場費吧”
申佑噗呲笑了出來“不知道，要不你去問問，可以辦年卡不，可以

的話我倆辦⼀張”。
張西⾔翻了個⽩眼“美不死你”。
住宿的學⽣中午吃完飯在宿舍午休 ，⽽⾛讀的則⾃由得在教室

裡。
陸銘回到教室，正準備睡覺，⼿機震了⼀下，是短信，
他點開[晚上8點，2萬，開局，來嗎？]，是賭拳賽，贏了能拿到

分紅。
 

賭拳
                           
晚上7點，陸銘翹掉晚⾃習，翻/牆出了學校。
他打⾞去了地下拳館，到⾨⼝時，正好7點50分。



地下只是⼀個場地，裡⾯有好幾個⽼闆，給他發短信的只是其中
之⼀。
他臉上戴著⿊⾊⼝罩，背著⼀個⿊⾊背包，從員⼯通道⾛進拳

館，⼀進去，喧鬧聲頓時就把他淹沒，裡⾯⼈很多，各種各樣的⼈都
有，空氣中充斥著汗⽔和煙味各種難聞的氣味。
不過陸銘早就習以為常，⼀臉淡然的⾛過，周圍的⼈有⼈認出他

來，低聲對⾝邊的夥伴說“哎，今晚有銘哥的拳賽啊”。
在這裡他不⽤真名，所以旁⼈都稱他為銘哥，無關年紀，只看實

⼒，實⼒過關別說叫哥了，叫爺爺都可以。
他先是去了休息室，從背包裡⾯拿出他的拳套，然後把包放進密

碼櫃裡，就坐在⼀邊的軟凳上戴上拳套，拳套是那種半截的，露出⼿
指，不怎麼厚。
過了⼀會兒，給他發短信的⽼闆⾛進來，他⼿上夾了根煙，緩緩

吸了⼀⼝道“銘⼦，今晚這個有點厲害，你⼩⼼些”，說完想伸⼿拍拍
陸銘的肩膀。
陸銘不動聲⾊的避開，淡淡開⼝“知道了”。
“到你了，去吧”  這位⽼闆也知道他這冷漠的性⼦，不在意的丟下

⼀句話轉⾝出去了。
⽐賽台就在⼤廳中央空地上，⽤鐵網圍住⼀個直徑為5⽶的圓

圈，規則很簡單，不能攻擊腰部以下，要麼認輸，要麼打得對⽅爬不
起來算贏。
陸銘的對⼿⽐他⾼了⼀個頭，⾚著上⾝，下⾝只穿了⼀件⼤褲

衩，⼿臂肌⾁隆起，⼀看就是經常練習舉重的，⼒道肯定不⼩。
陸銘則穿了⽩短袖，⿊⾊運動⻑褲，對⽅打量了陸銘⼀眼，⾒他

臉上戴著⼝罩挑恤道“你就是銘哥，聽說你從來不露臉，是不是⻑得太
醜，沒臉⾒⼈啊”。
陸銘⼀個眼神都懶得給他，想借此激怒他，未免太天真。
“叮”，裁判敲鐘已⽰開始，陸銘率先發動攻勢，這種拳賽誰先動

⼿誰先占了先機。
兩⼈都是不要命的打法，沒有任何打⾾技巧，但都知道打哪些地

⽅能讓對⽅最疼，拳與⾁的相博，不防守的抓住⼀切機會攻擊。
陸銘腹部中了幾拳，胸⼝肋⻣處被對⽅⼿肘狠狠頂了幾下。
被打中的時候他動作沒有任何停頓，仿佛這⼀刻⾝上的痛覺神經

⾃動封閉，⼀切⾏動都遵循⾝體的本能，動作流暢連貫。



最後對⼿被陸銘⼀個過肩摔狠狠砸在地上，他動了幾下，沒能爬
起來，裁判開始報時“⼗，九，⼋，七，六，五，四，三，⼆，⼀，銘
哥勝”。
周圍的⼈歡呼起哄“銘哥⽜逼，銘哥無敵，銘哥戰無不勝……”當

然，他們不是真的為陸銘⽽感到⾼興，⽽是為了剛剛開賭贏下的錢。
歡呼聲中，對⼿那邊的⼈進場將他扶出去了。
他⾛時⼀⼿捂著額⻆，那裡破了個⼝⼦，⾎順著臉⼀直流下，滴

在地上，沿著他的腳步⼀直延伸著，他⾛到鐵⾨那裡的時候轉頭陰戾
的看了陸銘⼀眼。
陸銘毫不在意的從另⼀邊下了場，回到了休息室，這種眼神他⾒

得多了，早就沒有什麼感覺了。
他坐在軟凳上，汗⽔從頭髮末梢滴落，順著額頭臉頰滑進⾐服領

⼝裡。
他緩緩解下⾃⼰的⼿套，⼿指關節處⻘紫⼀⽚，⽩短袖上染上了

星星點點⾎跡，⾐服後背完全被汗⽔打濕。
此刻，他的痛覺神經才剛剛覺醒，覺得全⾝每⼀處都叫囂著疼，

特別是肋⻣處，他抬⼿按了按，感受著肋⻣的疼痛程度，沒斷，估計
只是⻣裂。
整個過程他⾯部表情都沒有動⼀下，仿佛裂開的是別⼈的肋⻣。
⽼闆會直接把錢打到他的卡裡，所以他檢查完⾃⼰的傷勢，沒有

多做停留，背上背包就⾛了，這個地⽅多⼀秒他都不想多呆。
他在路邊打了輛⾞回了學校後巷，⾛到出租屋樓下的時候，他背

後突然有⼈襲擊他，⿊暗中他聽到棍⼦揮動時與⾵摩擦的嘩聲。他反
應很快，猛的蹲下就地⼀滾，躲過了背後那⼀棍。
⼩巷陰暗處沖出了⼗幾個⼈，陸銘借著⽉光，看清了他們每⼈⼿

上都拿著鐵棍，他還不明⽩他是被堵了那他就是傻/逼了。
他趁包圍還沒有形成，快速放到兩⼈沖了出去，這麼多⼈，還帶

著武器，他傻了才上去硬拼。
跑動的時候肋⻣處的傷尖銳的疼，仿佛是⾝體給他發出的警告，

他低咒⼀聲“操”。
他借著對後巷路況的熟悉，七拐⼋彎的倒是將那夥⼈甩在後⾯。
這種⼀上來就動⼿的，⽬標明確，⽤腳趾頭想就知道是今晚打拳

輸給⾃⼰的那幫⼈，來公報私仇，這種事他遇到不是⼀次兩次了。



他看著前⾯的路⼝，出去就到⼤街上了，在⼤街上他們不敢這麼
明⽬張膽的動⼿。
他加快了腳步，沖出了後巷，正想往右邊跑的時候，他看到了前

⽅50⽶處⾛著⼀個⼈，⾝上是南海⾼的校服，儘管是背影，他還是⼀
眼就認出來了，那是申佑。
他煩躁的⼜罵了⼀句“操”，左邊是南海⾼，他不可能跑學校那邊

去。
⾝後的腳步聲近了，他⼀咬⽛沖向申佑，拉住申佑的⼿就想跑。
申佑被這突然的⼀下嚇懵了，條件反射抬⼿⼀拳掄向陸銘，陸銘

擋下，他微喘的說“是我，先跑再說”。
申佑這才認出了陸銘，“是你啊，嚇我⼀跳，怎麼了？”。
這時候他聽到了⾝後的腳步聲，回頭看了⼀眼，剛好那⼗幾⼈沖

到路邊，往他這邊看來，他罵了⼀句“臥槽”。反應過來陸銘是被⼈追
了，也不⽤陸銘再提醒，伸⼿拉住陸銘就跑。
跑了幾分鐘他們看到路邊停了輛計程⾞，申佑拉開⾨⾶快串上

去，等陸銘也上來後，急忙對司機說“師傅，快開⾞”。
司機⼀踩油⾨，⾞開了出去，申佑這才松了⼝氣，轉頭看向陸銘

“怎麼回事啊？”。
陸銘往座椅上⼀靠，找了個讓⾃⼰的肋⻣不這麼疼的姿勢，⾯上

⾵輕雲淡“這幾隻狗蹲我家樓底，⼀回來就被追了”。
申佑想到他剛才看⾒的起碼⼗幾個⼈，沖他豎起⼤拇指“你⽜，怎

麼惹到的？”。
這時候司機插話道“你們要去哪？”
申佑看向陸銘“去哪？”。
陸銘淡然道“去最近的五星酒店，我擋了別⼈的財路”後⾯是回答

申佑的問題。
司機沒說話了，透過後視鏡看了他們好幾眼。⾒陸銘戴著⿊⾊⼝

罩，⼀副不好惹的樣⼦，話都不敢多說⼀句。
酒店很快到了，兩⼈下了⾞，司機⼀踩油⾨⾶快的⾛了。
申佑被⾞尾氣嗆了⼀下，罵道“操，急什麼，趕投胎嗎？”。
陸銘看向申佑“你要回去嗎？”。
申佑聳聳肩“不急，既然遇上了等下去吃個飯唄”。
陸銘無奈“你怎麼每次碰上我都說去吃飯”。



申佑顯然是沒想到這點，愣了⼀下“因為碰上你都是在飯點上
啊”。
陸銘笑了“這樣啊，那你得等我⼀下” 。陸銘說完進了酒店，去了

前臺那裡開了間單⼈房，五星級酒店雖然貴，但乾淨。
進到亮堂的地⽅，陸銘往前臺遞⾝份證的時候，申佑才看到陸銘

⼿上的傷，他皺了皺眉頭。
陸銘拿了房卡和申佑坐電梯來到他開好的房間，刷卡進⾨。
五星級酒店就是不⼀樣，看著挺乾淨的，申佑⾛在後⾯反⼿關上

⾨。
坐的地⽅只有⼀張床，他⾛過去坐在了桌⼦上。
陸銘將背包放在桌⼦上，打開，從裡⾯拿出⼀套換洗的⾐服“我先

洗個澡，我都聞到我臭了”，他每次去打拳都會帶上⼀套乾淨的⾐服。
申佑湊過來在陸銘領⼦那裡聞聞“沒有啊，有⼀股花⾹還有點汗

味，和煙味，不臭”。
申佑靠得很近，呼吸都噴灑在他脖⼦上，他可以聞到申佑頭上洗

髮⽔的⾹味，他不⾃在的別過臉。
申佑聞完就退回去了，看著陸銘“你噴⾹⽔了？”。
陸銘搖頭“沒買過⾹⽔”。
申佑疑惑“那你⾝上那花⾹哪來的”。
陸銘“沐浴露，薰⾐草味的”。
申佑好奇“什麼牌⼦的？哪買的？挺好聞的”。
陸銘轉頭看他，眼神有些⼀⾔難盡“舒膚佳牌的，隨便⼀家⼩超市

就有賣，三⼗幾塊錢就能買⼀⼤瓶”。
申佑“……”
陸銘脫下⾝上穿的⿊⾊外套，露出裡⾯的⽩T恤，上⾯染了斑斑

點點的⾎跡。
申佑⼀愣，顧不得尷尬了，猛的站直抓住陸銘得⼿問“你受傷了？

哪裡流⾎了嗎？”，問完還不等陸銘回答就⼀把掀起他的⾐擺，露出了
陸銘⼋塊腹肌的⼩腹，看得申佑⼀愣。
陸銘急忙喊“停，沒流⾎，不是我的”，說著拉下了⾃⼰⾐服。
申佑⼜掀起來“等下，我剛才看到你肚⼦上⻘了⼀⼤⽚”。
果然，⼩腹上⻘紫⼀⽚，申佑板著臉問“怎麼受的傷？”。
陸銘無奈的笑笑“嗯……打⽐賽，賭拳”。

 



收留
                           
陸銘拿起乾淨的褲⼦進了浴室，浴室是那種全磨砂玻璃的，在外

⾯可以看⾒⼈影輪廓。
申佑不經意間轉頭，就看⾒陸銘在裡⾯脫上⾐，到褲⼦，最後到

內褲，他⼀瞬不瞬的盯著。
等陸銘脫完的時候他才反應過來，臉⾊爆紅，猛得轉過臉盯著

床，不過沒過⼀會兒⼜偷偷⽤餘光掃著浴室，他覺得⾃⼰簡直有病，
可是他控制不住⾃⼰這種時不時腦抽的⾏為。
陸銘可不知道⾃⼰美⼈沐浴被外⾯的申佑看了個全，他洗完澡⾚

著上⾝出來的時候看⾒申佑臉很紅，還好奇的問了句“你臉怎麼這麼
紅，熱嗎？”。
申佑聞⾔臉更紅了，他視線在陸銘□□的上⾝轉了⼀圈，陸銘頭髮

沒擦乾，⽔滴在他脖⼦上，再順著胸前，後背滑下。
申佑吞了吞⼝⽔，⼼虛的低下頭看著⾃⼰的腳尖“嗯，有點熱”。
陸銘信以為真，⾛到窗邊打開了窗，然後回到桌⼦那裡在背包裡

翻了翻，拿出了幾瓶藥和⼀盒藥貼。
他坐在申佑旁邊，把藥酒倒在⼿掌和⼿指的關節處，然後搓了

搓，申佑從桌⼦上站起⾝“我來吧。你肩上擦不到”
陸銘點點頭將那瓶鐵打藥酒遞給他，淡淡開⼝問“會擦嗎？先倒在

⼿⼼搓熱”。
申佑愣了“剛才你直接倒的”。
陸銘笑了“這不是有⼈服務嘛，⾃然要選擇優質的”。
申佑笑駡了聲“操”，還是服務周到的倒在⼿⼼搓熱了再揉搓著陸

銘⾝上⻘紫的地⽅。
擦到肚⼦上的時候陸銘往後靠了靠，聲⾳有些沙啞“可以了，你去

洗洗⼿吧”。
申佑指了指肋⻣處的紅腫“這不⽤擦？”。
陸銘“這裡得擦別的，抹點藥膏就好，我⾃⼰來吧”。
申佑不疑有他，蓋好藥瓶去了洗⼿間。
陸銘松了⼝氣，從⼀堆藥中找出治療⻣裂的藥膏，塗抹在⾃⼰肋

⻣處，然後貼上⼀張藥貼。
申佑洗完⼿出來的時候，陸銘正好把⾐服穿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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