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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人是谁呀？ 正是郭三。
那天，他昏厥后，被山里的

冷风一吹，又醒了过来。按说，领
受白山寨“家法”的人，是无一生
还的，估计是行刑的弟兄们手下
留情，才使他捡了一条小命。 他
对着山寨的方向拜了几拜，忽然
听见远处寺庙的钟声，在空寂的
山野显得分外凄凉。借着惨白的
月光， 在模糊中他看见一座庙
宇，那是朵山上的庆云寺。 无论
如何， 今晚也不能在山里过夜，
先找个存身之地才是万全之策。
求生的欲望让他鼓足了劲，晃晃
悠悠朝那个方向走去。当走上寺
庙的台阶，看见佛堂里摇曳的光
亮时，他一下子昏倒在地……

到寺里后，日夜听慧远法师
讲经， 他深觉自己罪孽深重，就
在庆云寺剃度出家， 法号“智
明”。这一段时间，他注意到一个
湖北口音的人， 每月十五准来，
一来就烧高香，嘴里一边念念有
词，一边虔诚地叩头，而且从不
吝啬香火钱。

在一个僻静处，郭三说了他
出家的前前后后， 姨奶频频点
头， 要他注意一个人的行踪：他
身量高大，操湖北口音。

郭三双手合十：“阿弥陀佛，
正有一人，不知是不是施主要找
的人？ ”

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
全不费功夫。随即，姨奶和书恒、
小赵组成“三人锄奸队”，并定于
下月十五“锄奸”。

这天正是二月十五。
上山的路，姨奶是再熟悉

不过了。 季节虽是初春，山上
树木次第发了新芽，有的还鼓
出了花苞，在灰褐色的枝丫间
藏藏掖掖，草色从鹅黄变成碧
绿，大片大片的绿色铺满整个
山坡。

今天是慧远法师的讲经日，
来山上踏青的人不少，上庆云寺
听经的人就更多了。锄奸队原想
在堂外烧香时，结果李建福的性
命，谁知佛堂外，香火缭绕，人们
摩肩接踵， 根本不见他的踪影，
难道他今天没来礼佛？

郭三在佛堂上，侍立在慧远
左右。 姨奶混在人群当中，在一
个蒲团上跪定， 焦急地寻找目
标。 郭三给她睒睒眼睛，示意目
标在前排中间的位置，原来李建
福今天并没有烧香，直接坐在佛

堂中央听经了。 姨奶会意地点点
头，暗中招呼小赵，转移到前排去。

小赵站起身， 伸手握住衣襟
下的手枪，快步来到李建福身后。
李建福似有觉察，往后看了一眼，
这时诵经开始了。 就在众居士闭
目诵经之时， 小赵对准李建福的
后脑勺射出了第一发子弹， 紧接
着又朝身上连开两枪。 他哼都没
哼一声，就趴在了地上。

佛堂大乱，姨奶将事先准备
好的《杀叛徒书》的传单抛向人
群， 大声宣布本次刺杀的目的，
趁着混乱，没一会儿，就和小赵
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慧远法师端坐在佛堂上，像
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继续诵经。

郭三跪下了：“师父，血光之
灾由智明而起， 弟子造下罪业，
自知业障深重，愿受佛祖惩戒！ ”
“阿弥陀佛，我佛慈悲，亦惩恶扬
善，当初你落发为僧，其心已向
善，如今日寇来犯，助纣为虐之
人，佛门超度他们，也是他们的
造化，阿弥陀佛！ ”慧远站起身
来，平静如初。

郭三双眼垂泪：“多谢师父！
智明得闻佛法太晚， 因缘果报，
故人生坎坷，幸得师父收留。 从
此之后，愿断一切恶，愿修一切
善，誓渡一切众生！ ”

慧远法师双手合十：“阿弥
陀佛，佛门广开，善者进来。 佛门
内乃清净修行之地，佛门外是五
浊恶世之所， 老衲久不出游，该
出门了!”说着就离开了佛堂，只
带一瓶一钵，留下郭三和智能和
尚看护禅院。

云游， 一般少则十天半月，
多则一年半载，谁也说不准。

下期预告：吐真情书恒拙表
白，藏名单小王费思量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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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木的脖子被他夹得喘
不过气来， 哪能喊出声音
来？ 他一听这说话的声音，
便知道这人是周驼子，平时
看着他像弱鸡一样，谁知他
竟是装的。 柴木瞪着一双血
红的眼睛，想说什么，却什
么也说不出来。“这回是真
的活不成了。 ”他心中绝望
地想道， 接着身体一软，瘫
倒在周驼子的怀中。

就在柴木昏倒那一刻，
他听到地洞外响起女人的
惊叫声和东西的碰撞声，似
乎是两个女人突然撞在一
起了，他好像还听见女人狂
叫着冲出院子的声音，那恐
怖的尖叫声伴着外面的暴
风雨瞬间消失了。

过后柴木才知道， 正是
这个突然闯入的女人无意
间救了他一命，可也是这个
没见过面的女人让他陷入
了更大的恐惧之中，他想解
脱却越套越紧。 也许就是因
为如此才把他逼得铤而走
险，最后险中取胜。 这，都是
他自己没有想到的。

“若不是那次地洞里的
生死劫，怎么会有今日的一
番天大的事业？ ”若干年后，
他得意洋洋地想着。“看来
人生不经历点大风大浪是
弄不成大事的。 ”但他每每
想起那次险恶的经历，仍不
免胆战，后怕的感觉冲遍全
身，连心尖也是颤抖的。

周驼子眼看着柴木瘫倒
在自己的怀中，刚才那凶恶
之势也松弛下来。 柴木若再
喊叫一句， 他绝不会手软，
一刀便会捅进他的心脏。 他
不知道， 柴木不是不叫，而
是叫不出来，他的手和胳膊
肘把柴木夹得死死的，他怎
么能喊出半个字来？

他在地洞里干这个活已
经几十年了，像今天这样有
外人突然闯进来还是第一
次。 万幸的是自己的老女人
在外面发现了， 把他堵住。

柴木一慌神一喊叫， 才使自
己惊觉。 而他当时听到有人
的声音，脑袋也“轰”一下炸
开了：“天啊！ 怎么会有人闯
到这里来了?”但很快一个念
头蹿了出来：“不管是谁，杀
了他！ ”心刚动，手便握住了
刚刚放在案上的那柄尖刀，
旋风般地冲向了洞口， 只一
下便扭住了柴木的脖子，刀
尖顶住了他的后心。 没有想
到的是，柴木这么不经吓，竟
瘫倒了。

他虽然也大口喘着粗
气，但心里却不紧张了。 可
随即，洞口外那几声撞击和
那几声女人的惊叫让他刚
松劲儿的心猛然又提到了嗓
子眼儿。

周驼子第一个念头是柴
木不是一个人来的， 柴木进
来后， 洞口被自己的老女人
给盖住堵死了， 他的同伙在
外面便开始收拾自己的老女
人。老女人不防还有别人，措
手不及， 惊慌而逃。 听那声
音，对手还是个女人；周驼子
第二个念头是， 这女人撞见
了怪异的事情， 这怪事肯定
和今天下午那怪异的暴风雨
有关， 要不然她不会吓得狂
奔而逃； 周驼子的第三个念
头是， 必须马上处置这个突
发变故， 弄清楚事情的缘由
才能进行下一步行动。

周驼子的脑子在一瞬间
转了无数个圈， 一旦下了决
心就不再犹豫。 他弯着腰拖
着柴木向洞深处走去。 灯光
逐渐亮了起来， 拖了大约二
十多米的样子， 进到一个宽
大的地下室里。 墙屋是砖木
结构， 两盏煤油灯幽幽地忽
闪着， 墙上挂着各种各样的
刀、锯、斧头、手电筒、铁锤、
铁钻、铁链、铁盆、铁架等物
什。 还挂着几张做皮鼓的皮
料，一股阴冷、潮湿、十分难
闻的血腥味儿弥漫在这个屋
子里。 一张钢板床上捆绑着
一个全身光溜溜的女人，打

眼一看便知是个年轻的女
性， 大拇指头粗的麻绳将她
的四肢绑得一动也不能动，
嘴里塞了一团臭布， 双眼睁
得血红血红， 身子不停地挣
扎抖动， 脚踝被绳子绑得乌
黑发紫， 嘴里发出的呜呜呀
呀的声音令人感到十分恐
怖。 看到周驼子又拖了个人
进来， 她吓得不敢出声和挣
扎了，只是浑身发抖，但眼中
似乎多了一丝生机。

周驼子心中有事， 不理
会床上那女人， 将柴木扔在
地上， 转身从墙上取了一根
麻绳， 将柴木的双手和腿反
倒过来，麻利地打上死结，然
后将刀别回腰间，“呼呼”吹
灭两盏煤油灯，拿起手电筒，
但并不打开，转身就往回走，
走了十几米，他止住脚步，在
墙上鼓捣着什么。暗夜中，听
到“咯吱”几下，他拧开了一
扇暗门，闪身便钻了出去，又
把门关上。

这周驼子真的是狡猾之
极，这道暗门，连他的女人也
不知道。

不一会儿， 他就转到了
西边屋子的地下， 他摸索着
用手托起墙角边上的一个盖
子， 双手伸出洞外， 用力一
撑，便钻出了地洞。 他靠在墙
上，一手把刀摸出来，一手拿
着手电筒， 大拇指按在手电
筒开关上，支棱起耳朵，认真
地听最东边房间的动静。 但
那几间屋子却一点动静也没
有。只有外面“哗哗啦啦”的风
雨声和树枝的摇摆声。“刚才
明明听到两个女人的惊叫声
和一个女人撞开门狂叫的声
音， 这屋里至少还有一个女
人。是不是对方也在暗处埋伏
着等我出来好暗算我？那这个
人肯定会在地洞口边上的木
柜子处等着。 好！ 这次我要趁
他不注意把他杀掉。

下期预告：心念刚动，他
已经把尖刀放在嘴中， 轻轻
挪着脚步。 ⑦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