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浴血黄龙镇

出赌场前行不到一里之
地，被符秀英迎头拦住，执意
要请他去寒舍小坐。

街坊邻居，听说符秀英家
来了一个活神仙，一是想一睹
风采。二是充满感激和敬
意。曹万福是黄龙镇的一霸，
不只开赌场、放高利贷，还奸淫
良家女子、拐卖小孩，黄龙镇几
乎没有人不恨他的。但曹万福
有个好舅，姓韩名通，在襄阳做
官，人们敢怒不敢言。

大伙儿轮番儿给赵匡胤敬
酒。赵匡胤的酒量再大，能受
得住如此敬法？

他醉了，醉得不省人事。
曹万福来了。
曹万福领着他舅来的。
韩通的官并不算大，仅仅

是襄阳府的一个狱官。听说外
甥挨了打，当即纠集一百多地
痞无赖，浩浩荡荡开到黄龙镇。

符秀英眼睁睁地看着曹万
福一伙将赵匡胤架走，绑在赌
院里的沙木杆上。

不知夜风将他吹醒了，抑
或是猜拳声将他吵醒了，反正
他是醒了。

这是哪里呀？我怎么会被

绑在这里？这里咋会有这么多
人在喝酒？直到曹万福站起来
给韩通敬酒的时候，他才猛然
想起，这里是曹万福的赌院。

一定是曹万福趁我酒醉之
时，将我绑到这里的。

“王八蛋，看爷怎么收拾
你！”赵匡胤几次用力，想把身
上的绳索挣断，都没有成功。

“你后悔了吧？这世上卖
啥的都有，就是没有卖后悔药
的！”说到这里，曹万福将声音
抬高了八度，“小子们，拿刀
来！”

曹万福握刀在手，对着赵
匡胤的胸膛，正要下刀。院门
外闯进来一个面如黑炭，提着
一条铁扁担的汉子。这汉子
一边往里闯一边喝道：“呔，直
娘贼，休要伤了爷的红脸大
哥！”

还没等众人醒过神来，黑
汉的铁扁担已经抵住了曹万福
的前胸，厉声说道：“快，快放了
爷的红脸大哥！”

就在黑汉说话的时候，一
小厮手持钢刀，朝黑汉袭来。
那黑汉背后好似长了一双眼
睛，反腿一脚，将那小厮踢倒在

地，妈地叫了一声。
曹万福乘黑汉转身的机

会，挺刀直刺黑汉后背。
黑汉又是一个反腿，踢中

曹万福拿刀的手腕，只听呛啷
一声，曹万福的刀掉在地上。

黑汉又一个转身，抢刀在
手，去割赵匡胤身上的绳索。

他只割了一刀，韩通手执
大刀，扑了过来。

完了！
想不到我张琼闯荡了五年

江湖，从未遇到过对手，今日却
死在一群宵小之手！

他死不了。
像他这样的汉子，像他这

样一个一身侠肝义胆的汉子，
老天爷不会让他轻易死的！

救他的不是别人，是那个
被绑在沙木杆上的赵匡胤。

只因为黑汉那一刀，赵匡
胤身上的绳索断了一股。

就因为断了这一股，赵匡
胤再次发力，方才将绳索挣断。

因韩通一伙都在围攻黑
汉，没有人关注赵匡胤。

赵匡胤这一次出手，与前
一次大不相同。前一次仅仅是
帮符秀英讨回借契而已，这一

次是怀着仇恨出手的，蟠龙棍
所到之处，便是一声惨叫。不
到盏茶工夫，伤在蟠龙棍之下
的近二十人，气得韩通嗷嗷大
叫，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扑向
赵匡胤。但他毕竟技逊一筹，
战了不到二十个回合，便有些
不支了。

施放暗器的那个狱卒，故
伎重演，一镖射中了赵匡胤的
臂部。他原以为赵匡胤必逃
无疑，谁知，赵匡胤不逃反进，
一连三棍，打得韩通手忙脚
乱。又三棍，打折了韩通的右
臂，连臂都伤了，那刀还能拿
得住吗？

韩通弃刀而逃，连曹万福
的亲舅都逃走了，谁还会为他
卖命？

众人如鸟兽散，赵匡胤追
了几步，没有追上韩通，掉头欲
追曹万福。追了几步，忽又站
住，回头寻找黑汉。

黑汉左手捂着右肋，斜坐
在院墙根，额头上冷汗如雨。
他见赵匡胤回来，似是寻他，忙
低声叫道：“红脸大哥，小弟
……”一边说，一边挣扎着站了
起来。（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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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至时节，安心为上

上/期/回/顾

赵匡胤拉开抽屉，取出来三锭白
花花的纹银，啪地拍到曹万福面前：

“这债，在下替她还了，请你把借契还
给在下！”

夏至时，阳气到达极致，我
们得到的阳光是南半球的两
倍。但盛极必衰，易经中乾卦
的卦辞“上九，亢龙，有悔”，对
应的就是夏至。从夏至起太阳
一天天离我们远去，所以古人
认为仲夏月是阴阳互争之月 ,
到了夏至时则“一阴生”，阴气
开始起来了。

大家都知道“春夏养阳，秋
冬养阴”，但这只是一个粗略的
划分。夏天并不是一味地养
阳。夏至一阴生，我们要顺势
对阴气进行养护，保护这一点
点阴气的萌芽。中医对于人体
健康的标准有一个定义，就是

“阴平阳秘”。阴气平和，阳气
固秘，身体就不得病。所以，养
阴和养阳一样的重要。

夏至节气把夏天分为两

半。在夏至之后的这一半，我
们要养的阴主要是“心阴”。心
阴不足时，会使人心烦、失眠、
燥热、上虚火，甚至是心悸不
安，引发心脏病。心脏病不
只是在冬天易发，每年的盛
夏是心源性猝死的第二个高
峰期。

夏至之后如何养心阴呢？
首先要定心气，就是使心

神安定，切忌扰乱心神。《黄帝
内经》里说：“心动则五脏六腑
皆摇。”心安才能身安。为什么
人们爱说“心静自然凉”呢？这
是很有道理的。心不静，就会
心烦，产生内火，耗伤心阴。夏
至之后天气很热了，我们更要
保持平心静气不急躁，特别是
老年人，这样才能养护好心脏。

其次是食补。心在上属

火，肾在下属水，心阴与肾阴是
同源的，所以养心阴的食物也
必定养肾阴。在夏至节气，有
两样好东西可以帮助我们滋养
心阴。

一是鸭蛋。在蛋类中，鸭
蛋是滋阴的。鸡蛋偏平性，而
鸭蛋是凉性的，不仅滋心肾之
阴，还能清心肺之热，比如老人
感觉心胸烦热，或是小孩热咳，
都有调理作用。在《回家吃饭
的智慧 1》中讲端午节时给大
家讲过咸鸭蛋的好处。端午的
节俗与夏至关系密切，对于夏
至也是适合的。

二是桑葚。夏至时桑葚上
市了，这也是滋养心阴肾阴的
好东西。夏天吃它，对于心悸
失眠很有帮助。常吃还能延缓
衰老。年纪不大，两鬓提前斑

白的人，可以吃桑葚来调理。
夏至时节的补心肾食方：

桑葚膏
桑葚分黑白两种，黑桑葚

的效果更好。我把它比作水
果中的“乌鸡白凤丸”，可滋
阴，可养血。更年期的女性，
可以常年吃。其实乌鸡白凤
丸男性吃也有保健作用，同样
的，男性吃桑葚也很好，既补
肾，又清虚热。很多男性乱吃
补肾药，这样很危险，甚至有
人吃出肾衰竭。不如经常吃些
桑葚。

一年中，我们能吃到新鲜
桑葚的时间特别短，不足以让
桑葚发挥补心肾的功效。趁此
时桑葚大量上市，我们可以多
买些回来熬成桑葚膏，保存起
来慢慢吃。（5）

辛欣来归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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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欣来是否活着，活在哪里，只
有辛开溜知道，可他不会跟任何人
说。安雪儿怀孕后，他庇护辛欣来的
意志更加坚定，至少他要保证孩子出
世前，辛欣来是安全的。这样，就算他
落网后被执行死刑，还能看一眼他的
孩子。

安平去花老爷洞，是为了缉
拿辛欣来。喜温猎场丢了一杆
猎枪后，他就怀疑是辛欣来干
的，但他始终想不通他会藏在
哪里。

…… ……
白马驮着安平，顺利到达

花老爷洞。安平下了马，也没
拴它，从背囊中取出杀猪刀、手
电筒和绳索，将刀子插在腰间，
将绳索装进裤兜，左手持手电
筒，右手提捕蛇器，走向洞口。

安平拨开覆盖在洞口的树
枝和野草，弯腰站在洞口，打着
手电，照了照石壁，又照了照洞
底，未见传说中的蛇，这才放心
大胆地进去了。洞口宽阔，但
越往深里走越狭窄，只能容身
而过。但是通过四五米的狭长
地带后，又是一番天地了。

辛欣来穿一身迷彩服，佝
偻着腰坐在灯下的地铺上。他
的脚畔放着一把斧头和一根木
棍，手持猎枪，长发及肩，瘦得
脱相了，脸颊凹陷，颧骨凸起。
他张着空洞的嘴，面目扭曲地
望着安平，一字一顿地说：“你、
敢、靠、近，老、子、他、妈、的，

拿、枪、崩、了、你！”
安平冷笑一声，说：“蠢货！

你偷来的猎枪和子弹，不是一个
妈养的，你要是能让它们说一
家话，我宁可吃你的枪子儿！”

辛欣来颓然放下猎枪，迅
速抓起脚下的斧头，显然他已
试过，猎枪和子弹是不匹配的。

安平扔下捕蛇器，将手电
筒揣进裤兜，从腰间抽出七寸
杀猪刀，朝辛欣来靠近，说：“孬
种，站起来吧！”辛欣来挥舞着
斧头，眼睛盯着杀猪刀，“呸”了
一声，说：“这刀子是我家的，妈
的，穿警服的也偷东西啊！”安
平冷笑道：“你是头猪，就得用
这样的刀子对付你！实话告诉
你吧，你爹允许我拿的。不过
我今天不想当屠夫，不想因杀
了你而脏了自己的手。给你两
条路，你是伸出手来，乖乖让我
捆了你到公安局呢，还是你自
己用这刀抹脖子？反正抓回你
去，你也是个死。”

辛欣来哆嗦了一下，眼里
现出绝望的光。

辛欣来扔下斧头，示意安平
将杀猪刀给他。安平蹲下来，将

刀子轻轻顺过去。辛欣来拿到刀
后，用手试了试锋刃，嘟囔着：

“还他妈这么快啊！”然后
将刀插在腰间，对安平说，按照
死刑犯被执行枪决前的老规
矩，他得好吃好喝一顿，不然去
了阎王爷那儿，是个饿死鬼，也
让鬼们瞧不起。

安平卸下背囊，取出酒壶，
扔到辛欣来怀里。他迫不及待
地旋开壶盖，连喝几口。放下
酒壶，凄凉地说自己快死了，想
跟他说说心里话。

安平说：“那就说吧。”
辛欣来抽了一下鼻子，然

后诉说他的委屈。他说杀害养
母，是个意外，如果养母不骂他
是孬种的话，他不会将斩马刀
挥向她。他说那刀多年不用，
他以为早哑巴了，切豆腐都难，
谁知那么锋利！他开始咒骂养
父辛七杂，嫌他当年将斩马刀
磨得太快了；接着咒骂王铁匠，
不该打制这样一把刀；再跟着
怪罪绣娘，说刀柄是她镌刻的，
一点也不滑手，不然他握不牢
刀，使不上力气，也杀不了人。
说到强奸安雪儿，他低下头。

…… ……
安平不想再听他啰嗦，提

示他吃饱了喝足了，该上路了。
辛欣来撇下酒壶，怪笑两

声，从腰间抽出杀猪刀，在脖颈晃
了晃。安平以为他真要对自己
下手了，急切地问他：“要是你做
了父亲，你会想着活下去吗？”

辛欣来晃着刀子，撇着嘴
说：“托生在我家的孩子，哪他
妈会有好命，我才不要那个累
赘呢！再说我也不会有孩子。”
看来他除了从广播里听到的一
些消息，对龙盏镇发生的其他
事，一无所知，辛开溜什么消息
也没传递给他。

其实辛欣来不将刀扔掉，
安平也要夺刀，将他绑走。在
他看来，一个灵魂彻底腐烂的
人，不配自杀。在他眼里，真正
的自杀是清洁的，自尊的。他
要让辛欣来活一段时间，让他
经历灵与肉的审判，让他知道
他以为的光明，是人世真正的
黑暗，会将他送上不归路。

安平用绳索捆上辛欣来的
手，拽着他走出花老爷洞。(本
书授权连载部分到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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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是天地阳气到达顶点之时，
也是各种病邪毒虫活跃的时候。所
以，端午节不只是吃个粽子那么简单，
要把握老天爷给我们安排的卫生保健
的好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