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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对弈

传说中道祖的行宫—紫霄宫一直是极其神秘的存在。很少人知道里面充斥着光，却不会让人感到刺
眼。但现在这里多出了一个不会发光的人，他盘坐在了发光的地板上，和另一个发光的人下象棋。现
在棋盘上还有三十二颗棋子，一颗不少，但场面极其混乱，教人看不懂下一步会往哪里落，又会是谁
的优势。

发光的人经历了一番思考，面无表情的说。甚谁笑着回答：「这不是挺好的「甚谁，这是和局呢。」
吗？毕竟我的对手是传说级别的道祖，能和你对弈已经是了不得了。而且至少我没有输，已经心满意
足了。」
道祖说：「但在以后的情况下，你不能和，你只能输，这是天道制定的结果。贫道身合天道无数岁月
，见过无数妄图挑战天道的天逆天者，但无一例外的都被其他生灵抹杀掉了。你只是碰巧遇不到其他
比较强大的生灵，又碰巧先别人杀你之前先找到了贫道罢了。」
甚谁托着头，笑容依旧：「可我就是来到了这里，而且和你面对面。而你不能杀我，可以说是拿我没
有一点办法。你没有赢的可能，而我，只要活着就够了。」正说着，道祖大手一挥，棋子变得暗淡无
光，渐渐淡出视野。
看见了道祖这一手，甚谁倒抽一口凉气：「话说如果你愿意，也是可以挥挥手跟我说拜拜的吧？」
道祖也承认：「就像你猜的那样，天道规定我不能以任何形式伤害天道在之下出生的生灵，否则你已
经魂飞魄散了。」
甚谁放松的笑了：「就是说嘛，像我这种天生天养的人，还是不能随便的杀呀。相反，天还要我好好
活着呢。」
但道祖很快反驳：「不是天道不想杀你，只是不能直接让你瞬间蒸发而已。事发总有原因，你的死亡
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而不是说天道不喜欢你就让你消失的。
就比如天道规定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么做了坏事的人生前就要接受法律的制裁，死后还要接受
到地府接受阎王的审判。天道旨意，从古自今都是由天道之下出生的生灵替天行道，所以，你还是要
死，还是永不超生的那种。」
甚谁对自己很是自信：「不会的，我不会死。因为我答应了别人要活着，我要遵守诺言，不然她会失
望的。」
道祖挥手拿出了一盘瓜子：「也对，毕竟她能让你直至现在还能保持笑容的人，让你产生盲目自信也
是可以理解的。但你是不能笑到最后的，因为天道说了，逆天者身死道消。」
甚谁一手抓起了一把瓜子，磕了起来：「那有怎样？传说永远不会死亡，即便主角被虐千百次，他都
会逆袭；就算主角永不翻身，他都会被世人铭记；直到主角背弃了他一直以来的信念和坚持，人们还
是会相信那个曾经的他。我就算是死了，也是伟大的英雄，对你又会有什么改变？」
「传说？你做了什么贫道不知道的事？」道祖有点愤怒，身合天道的他可以截取一切天道监测的世界
，但甚谁的家乡地球并不在内。他又一挥手，甚谁手上的瓜子变成榴莲：「别以为你把地球给屏蔽了
就可以为所欲为，天道依旧在庇护着所有世界，你们也应该要顺天而行。」
被榴莲刺到的甚谁丢掉榴莲：「没有啊，只是让所有人都做出自己的选择，不受限制的为自己而活罢
了。所谓自由，不就是这样的吗？」
道祖回应说：「我不知道你对天道给与众生的自由有什么怨言，但我劝你收手，不然祸害你家乡的恶
行可不是三言两语就能打发了的。」
这时，一位穿着金丝白绸的贵公子出现在了道祖旁边。他穿着整齐，说话也是落落大方：「师尊，弟
子冒昧请求帮助。遗弃之地出现了不是天道创造出的生灵，似乎是从人族发展开来的…」说着，才注
意到甚谁正笑咪咪的看着自己。
贵公子瞬间冷汗直流，颤颤競競的确认道：「师尊，这该不会是那位吧…」甚谁也打了招呼：「嗨，
昊天。」
道祖听到了昊天的汇报，点了点头：「徒儿，为师也不能用天道为你查出点什么，但三清应该能做到
的。尤其是太清小子的太极图，这能让你瞬息万里探明究竟。不过，现在你倒是可以先向他请教一下



发生过什么。」
甚谁解释从前地球发生的事情：「有的人不想带着身体残缺过完一生，有的人一出生就不小心弄了个
不好的性别，有的人甚至不喜欢自己原本的身体和能力。人是万物之灵，拥有着最高的智慧和灵性，
不应该被躯体束缚。既然如此，改变一下自己的身体也是意料之中。别提天道规定了什么，人定胜天
，你们天道不过如此。」
「大道五十，天衍四十九。你不过是遁去的那一个不确定因素下诞生的世界之中其中一员而已，你别
说得自己那么厉害。」道祖手上一摇，就拿着一杯茶喝了一口，接着说：「之前你能上天庭屠杀仙人
，这是我们败了。败因是我们不熟悉，或者小看了遗弃之地诞生的生灵。刚才贫道重新估算了你的能
力，已经很能推算出你的能力了。算上刚才的那盘棋，我们的战绩是一负一和，三局两胜的情况下，
我们还要再来一局。」
「你们这样耍赖有失神仙形象啊，我都赢了一局，然后又顺你们的意思硬是来了个和局，你们怎么还
有脸再来一局？」甚谁双手抱胸，边摇头边笑着调侃：「还好你们的对手是我，其他人直接爆粗口了
。」
「算了吧，还在强撑。」道祖站了起来，挥手打开了一个传送门，里面是闪电交加，雷声轰轰：「你
要去到一个别的世界，在此期间天道不会让流星什么的砸向地球，为了你一直爱着的地球，你不能离
开那里。」说完，又是挥手把甚谁丢了下去。
昊天见甚谁走了，便问道祖自己不解的问题：「师尊，那逆天者同样是大闹天宫，为什么不是好像数
千年前的斗战胜佛那般被压制，而是送去另一个世界渡劫？」
道祖回答：「因为他实力比之孙悟空还要厉害，如果他愿意，甚至连如来都要被他一巴掌拍死。他会
上来见我完全是因为我能和他各取所需，而不是我能怎样威胁到他。我们终究不是完全的敌人，我们
理念不同罢了，在不必要的事情上我们都不会弄死对方。再说了，我们也的确弄不死对方。」
昊天再问：「那么逆天者的理念是什么？为何他能与师尊抗衡，至于连天都容不下他？」
道祖细细思考，半响后，说：「为师先说彼此相通之处。他与我们都知道天道规则，他们称呼这个为
科学。但他出生的地方是遁去的一，是天道所遗弃的世界，没有灵气就无法修仙。所以它们的道统失
传，变成了研究科学的世界。但规则本来就是天道的产物，研究这个并不会构成逆天的行为。
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相信变数的存在，而且甚谁知道变数在于人心。他相信只要人心足够强大，脑子
足够灵活，就可以逆天而行，甚至做出天道所不允许的事情。就比如你在地球所发现的生灵，他们是
改造的出来的，但天道不允许人通过修行以外的方式改变自己的生命形态。
其实在甚谁出生以前也有人都做过这般事，但他们只是想要能让农作物高产、住得安心而已。但甚谁
所在的组织主张自己的身体自己做主，带着一帮人逆天改命。好在他们全死了，就剩下唯一没有被改
造过的甚谁。」
昊天这时有些后怕，甚谁即便没有经过这样的加强都能大闹天宫，要是改造过，后果就不堪想象了。
「对了徒儿，你要好好的对待青帝。这次是他以身祭祀才引来紫霄宫现世，甚谁才有机会停止杀戮。
」
昊天汇报说：「徒儿已经以天帝权柄帮助青帝转世，只是无法干预转世何处，但愿还有机会相见。」
但昊天一时忘了，还保留人类身体的甚谁是怎么违逆天道的呢？
道祖：哎，管理整个洪荒宇宙数千年，我太难了。
作者：让有能力的修行者管理天地，这就是天道意志，你是天命之人呐！



第二章：地上的生活

在一处离我们的世界非常遥远的地方，有一处修仙大世界。这个世界地方天圆，世界的尽头是一片片
虚空。这个世界有着不同的种族，但人族居多，甚至在数量上完全碾压其他种族。所以，人们统一的
称呼其他种族为妖族。
人族和妖族都有各自的国度，就比如位于唐山旁边的唐国和狐国，就是其中之一二。
唐国与狐国相邻，中间隔着唐山。唐山盛产各类水果，可加工成为糖果出口到其他国家，而糖果加工
技术一直是唐国的立国之本；唐山的某些水果还有帮助修行、化形等功效，因此，这也是狐国非常看
重的地方。
在唐山，无论人族还是狐族都有采收者负责采收山上自生自养的果实。山上资源有限，但人和妖的欲
望无限。皇上为了提高国力想要收拢更多山上的果实，官员们为了皇上的旨意制定了买卖山上资源的
市场，而百姓们为了糊口就要上山采水果。
所以两国百姓上了山，碰到了来竞争水果的彼此，发生了一场又一场的冲突。
「不给糖果就捣蛋！」在狐族的采收区，一个有着狐狸耳朵的小女孩向另一个有着有着狐狸耳朵和尾
巴的男人讨要糖果。那女孩身高一丈四，看起来大约十三四岁，穿着褐色麻布粗衣，身材苗条，而且
脸型瘦瘦尖尖的，就是狐狸的模样。而男人则更像一个人，他身高一丈八，穿着花花绿绿的华服，除
了头上的耳朵以外，其余都是人身。
那男狐狸是骆舌琵，他紧握着手中五颗化形果种子，双手都放在身后：「你是哪家的孩子？不知道我
骆舌琵的收获大多都已经给了我心爱的姑娘了吗？还管我要糖？」说完，就要转身离开。
但女孩不想放弃，她大声呼喊：「快来看哪！有大狐狸抢小狐狸化形果种子啦！嘤嘤嘤！」
骆舌琵想到自己如果落下了个欺负小狐狸的名声，怕是不会有母狐狸再理会自己了。但等不到骆舌琵
离开，便听到脚步声渐近，很快就有了闻声而来的狐狸。
骆舌琵看着眼前狐头、狐腿、人身互相交合的身影，微微一笑，计上心来，大声对围观的群众说：「
各位，这是谁家孩子，在这人狐混杂的地方拿着这么几颗化形果种子，可是很容易被人族算计的呀！
还好在下发现了小狐狸，不然这等对我狐族化形有益的东西就要被人族糟蹋了。」
小女孩听到后越哭越大声，边哭丧着说：「这人刚才就是这样说，然后就把种子骗走了…」很快，就
有一个漂亮的母狐狸走了出来。
她低声安慰小女孩：「放心吧，小蛇皮不是坏人，他可温柔了。你看，这个狐狸吊坠可爱不可爱？」
说话的途中，又拿出了一个红绿相配的狐狸吊坠，显然是骆舌琵的模样。
小女孩眨了眨眼睛，说：「我不要你的吊坠，我要我的东西。」说完，又向着骆舌琵眨了眨眼，说：
「不然，就要麻烦其他人评评理了。」
骆舌琵戚了戚眉头，算是明白了她是在勒索糖果。衡量一番后，说：「小朋友，哥哥给你糖果，先不
要哭好不好？」说着，从衣服的里袋拿出一个袋子，伸手从里面抓出了一把黑色的丸子。
小女孩看见这一把黑色丸子，兴奋的大叫：「噢！是开心糖，谢谢蛇皮哥哥！」然后眼珠一转，祝福
眼前的两位璧人：「啊，大哥哥姐姐可不是一般的般配呀，如果结为道侣，丫丫一定过来观礼。」
「呀！小嘴真甜。那么你要记住了，要去骆舌琵和萧华的婚礼，要是这人找了其他的女子，你可要跟
姐姐报讯。你写信去狐族萧府就行，记得要在信上提到你是丫丫，收件人是我萧华。」萧华一高兴，
就拿出了更多的开心糖给小女孩，小女孩笑着接过，就跑开了。
「呀，那小孩忘了拿回种子了，你快去还给她。」骆舌琵答应下来了。但实际上他没想把自己的东西
「还」给小女孩，他只是想借机离开而已。于是它趁着人潮散开的时候混在人群当中绕了一圈，重新
回到萧华身边。
那小女孩也是绕了一圈，但当她发现没有狐族在附近的时候，悄悄的往东边，也就是唐国的方向靠。
当人族采收区在她的视线范围时，她的狐狸耳朵渐渐褪去，尾巴也缩小，脸型变得圆润，样貌也变得
人模人样，唯有身高和衣服不曾改变。她走到人族采收区的栅栏前，顺着地界找到了门，守卫对着她
打招呼：「小美，你回来啦。」
甄善美，也就是之前的小狐狸，现在的小女孩也打了招呼：「石围哥早呀，这次小妹可是收获不少呢



。」「那你可尽量在王姨那里上缴果实了，这次她好像出了点状况，急需一笔钱呐。如果你还有存货
，尽量先给王姨，能帮一点是一点。」
「哦。」说完，甄善美就拿出了一块身份牌给石围，他梢了一眼，就让出道来，甄善美就进到了人族
采收区。走过一路弯弯绕绕，甄善美来到了一处建筑林立的区域。这是居住区，人族的工人都会在此
地歇息或者交易。
这里的房子大多用木板临时拼凑在一起，四四方方，端的是方便临时拆迁移动。而此时，甄善美到了
一处不起眼的房子前面，只是这房子远离居住区中心，是最边缘的建筑。
「咚-咚--咚咚」甄善美按着节奏敲了门，等了一下，门就被打开了。有一个同样身穿麻布粗衣的小
男孩开了门。他打开了门，让到一边说：「善姐，你来得正好，炼成法阵出问题了。」
房子里面就一个房间，四周都是放着瓶子的架子，瓶子上面都沾着一张写着字的纸。这些纸有的是写
着「快乐丸」，有的写着「开心糖」，有的是「软糖」…这些都是唐国在卖的糖果。
而在中央有一座黑色丹炉，长、宽、高各一丈，上面有着十几道从三寸到五寸不等的裂痕。而且丹炉
下方的地板有着一道道刻痕，形成了一个长宽两丈、类似花朵的图案。
此时丹炉的裂痕迸发出光芒，好似快要爆炸的样子。
道祖：哎呀炸没炸呢？
作者：你心里没数吗？



第三章：天降之物

甄善美仔细的观察阵法，很快就确定这不是问题所在。她又看了看丹炉，分析：「炼成法阵没有问题
，倒是丹炉好像多了几道新裂痕，看来是丹炉自己本身的防火阵法有点问题。」
于是她解释说：「丹炉本身的防火阵法才是问题关键，你不该维持着炼成法阵的运转，这样会持续的
输入灵力给丹炉。但丹炉本身的防火阵法已经年久失修，这样会导致里面的灵火不能供应到里面的糖
果，但火力又被丹炉表面的绝灵材质挡住了。现在就好比是在给一个气球吹气，到了一定上限就会爆
炸。
你先停掉阵法，我来给这丹炉降温。」
两人立刻就开始了默契的合作，甄善美抬起右手，就有水灵力聚集在她的手上，随即就变成了实质的
水。甄善美左手一拉，丹炉的盖子便凌空飞起，右手一推，就把水引向丹炉。而小男孩则拿着锉刀在
地上磨平刻痕，把一条刻痕磨平以后，丹炉上面的光芒便变得暗淡，但室内随即就变得燥热起来。好
在随着一次次的浇水，终于丹炉不再发热，危机解除。
甄善美累的摊到在地上，大声的喘着气。而小男孩则在旁边赞叹：「善姐你可真厉害，没听说过炼气
期修士能使出实质性法术的，但你居然发出了五发水球术，真是…闻所未闻。」
甄善美面朝天花板道：「你这是孤陋寡闻，其实只要是天灵根都能在炼气期时使出实质性法术。只不
过灵力量受境界影响，无法使出更多法术了。刚才要是不能降温的话，我都打算带着你跑路了。」
小男孩见甄善美没有起来的意思，请缨说：「那我先收拾一下，等下休息好了你再看看丹炉的问题有
没有办法解决。」说完就从一旁的架子旁边拿出一个拖把把地上的水迹拖干。
甄善美对小男孩说：「小南，你有什么梦想？」
被称为小南的，也是还在练气期的肖楠。他放下拖把，看向天花板，说：「修炼成化神修士，算不算
？」
甄善美转头看向旁边的架子，说：「我倒觉得我们生活都是问题，修炼成化神？这太奢侈了。」
肖楠低头思考，喃喃道：「不会呀，我们现在用糖果反向炼成原液倒卖给工人的生意还能做呀，我们
的活计都没问题，怎的生活不下去了？」甄善美解释：「我们现在是对狐国的人去骗、去偷，是不道
德，是违法的。再说了，我们的原液不是按照唐国配方做出来的，也没法解释来源。一旦被人族发现
我们偷偷做出糖果原液，严厉的惩罚该是免不了的。」
肖楠一阵摇头：「王姨她丈夫王叔就是倒卖偷来的糖果才被人抓了去，要是我们被抓了，会是跟他一
样吗？」甄善美说：「这不一样，我们是倒卖原液，一斤糖果稀释出来十斤的原液才赚来的钱。他们
一旦发现，怕不是直接在唐国除名，连坐牢的机会都没有。」
这时，天边响起一阵阵「隆隆」的声音，甄善美反应到没法出去买新丹炉了：「下雨集市是不开的，
留在这里避雨吧。也正好让我看看你修行的怎样。」然后伸出手把住肖楠的手腕，肖楠也配合的运转
灵力，让甄善美检查。
「你这运转的灵力…」这时已经晚上了，但他们就这样讨论，忘却了时间。
突然，一颗流星从天而降，把屋顶砸穿。他们看着天花板莫名其妙的破了一个洞、雨水哗哗落下，顿
时呆住了。那颗流星突然的动了，原来他正是先前被道祖扔下来的甚谁。
在紫霄宫里面，甚谁的衣服被光所覆盖，所以即便是作者也看不到衣服是什么样。但现在在场的所有
人都能看见甚谁穿着黑色运动裤，海蓝色外套和天蓝色的衬衫。他的身体先前受了伤，又从天上掉了
下来，这使他的伤口被引动了，腰部变得尤其酸痛。
「啊！我的房子！」甄善美率先反应了过来。
「啊！刚拖好的地!」肖楠明显放错了重点。
「啊！我的腰!」甚谁…其实他也没什么事。
这时，有一个人敲门：「小美，没事吧？刚才我追着流星，看到它掉在你家了，没受伤吧？」还没等
甄善美理清思绪，那人便撞开了门，进到屋里。
原来他是今天当值的侍卫石围，他早前发现了天外陨石向住宅区飞了过去，向伙伴交代一声便马不停
蹄的跟着流星，免得出现重大事故而无法及时救援。



石围看见甄善美没事后松了一口气：「原来你没事，真是谢天谢地。咦？你什么时候有客人的？还穿
的那么前卫？还好流星没弄脏你的衣服，不然肯定要浪费钱去修修补补了。」
他眼光转向甚谁：「不对，没见过你来登记，是上星期来的？」
甚谁先是审视了一下当前环境，一念之间思绪万千：「他们会说话，而且连贯又有正常逻辑。周围有
放瓶子的架子，上面贴着不认识的字。现在从大的男人身上服饰看来，是要比其余两人更高的防御力
，而且他是破门而入，可能是守卫人员想要确认民众安危。女孩很是惊愕，受到刺激明显比其他人要
高，可能是什么东西因为我而被弄坏了。那个小男孩…怕是个佣人，地位较低。」
面对守卫人员的问题，甚谁很是干脆的选择坦白：「我是刚从天上掉下来的，屋顶的破洞就是我砸出
来的。」他指了一下洞口，云淡风轻的微笑了一下：「我很抱歉，如果可以的话，请务必让我帮忙修
补。」
「当然要补，你把房子给弄坏了，还得另外赔偿我们心理创伤和清洁费。」甄善美现在是狮子开大口
的勒索：「你还把我们原来的练功打断了，本来我们都快要突破了，就是你这一下让我们把破境的感
觉给憋了回去。所以你还要赔偿我和小南一人一颗培元丹。」
石围这是有点害怕甚谁发难，他想到了甚谁可是能从云上掉落而不死的人物，怎么能随便的被小辈威
胁？他为甄善美掩护说：「我看还是算了吧，『前辈』应该是不小心才掉了下来，不知者不罪，是我
等运气太差。」说完还连忙给甄善美疯狂眨眼。
甄善美凭借着深沉的城府，当然也想到了甚谁可能是化神老祖之类的人物。但他自己都说要为自己等
人修复房子，就说明了他本身并不是不讲道理的人，反而还是一个好人。如果赔偿一下可以让甄善美
损失减少，这人肯定是不会拒绝的。
这就是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
道祖：命运的齿轮开始运转，不对，应该是轮回又再次开启。齿轮这种不符合世界观的东西还是少说
一点。
作者：我笔下的角色会把握好现在，岂会屈服于区区历史和未来。



第四章：尊严可贵

石围刚才想让甄善美打消索要赔偿的念头，虽然她并不想放弃，但石围已经发话说不用赔偿，逆着来
的话可能会降低肇事者补偿的意欲。于是她转移话题说：「说了半天，还是先相互介绍吧。我是甄善
美，他们是肖楠、石围，唐国人族，唐山工人之一。不知你如何称呼？」
甚谁笑着回答：「我叫甚谁，有的人喜欢叫我九尾，但我还是比较喜欢别人叫我小九。而且你我没必
要这么见外，都是人类嘛。我叫你小美，叫他小南，他是小伟，怎样？」
肖楠看到甚谁在笑，有点惊讶：「你没事吧？从那么高的地方掉下来怎么还能笑出来？」
甚谁手指着下巴：「我答应了别人，要一直笑着，所以你能看见我的脸上一直都会挂着笑容。而且，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本来就是值得高兴的事呀。」
肖楠不禁退后了两步：「咦，真恶心。」
甚谁也重新评价肖楠：「说话像个二货，肯定和主人家关系较好，不然会被解雇的。」
石围提议：「不如我先去把头儿找过来，让他来看看小九的伤势？」
甄善美反对说：「不用，小九本身没有受伤，比起找人来替他检查，还不如让他静养更有好处。谢谢
石围哥关心，明天小妹一定登门致谢。」
甄善美拉起了石围双手，石围有点不好意思：「呵呵，我就是尽责而已，不用客气。对了，明天最好
别穿褐色衣服，我爸妈喜欢颜色鲜艳的。」
甄善美的声音显得甜腻：「好，我一定穿的漂漂亮亮的。」
于是，石围为了准备明天的约会，乐呵的走了。
甚谁站了起来，通过脚底的感觉发现下面有着大约四五倍现在所处房间大小的空间。他看了一下刚才
砸出的坑洞，已经能勉强看出下面另有乾坤，黑色的空间一望无际，还有黑暗中一点点光亮，仿佛星
星一般。
「有十三人的气息…」甚谁还没看得仔细，他的头就被肖楠从后面用拖把狠狠的抽了一下。甚谁在伤
势未恢复的情况下居然一时不查被阴到了，只是临倒地以前，他听到：「对不起…我不能让他们被人
发现。」
拖把后面，是满脸戾气的肖楠。
甄善美看着甚谁一声不吭的倒在了地上，忍不住跪了下来，双手掩面：「你怎么能杀了他？他只是一
个无辜的人。」
肖楠安慰说：「那是他的命，他自己掉到这里来的，又是他自己多看了一眼。不然，我们真的没必要
祭出拖把杀他。」
「可是他没有错的，他不是狐族，没有虐待过我们；他没有错的，他不是人族的官员，没有放弃我们
；他没有错，他不是那些路过的化神修士，没有作壁上观。」
甄善美不住的喃喃：「他就是…就是路过不小心看到而已，你怎么就下了杀手呢？你变成杀人魔了么
？还是说你本来就嗜杀，只是现在才激发出来？」
「不！」肖楠双手揽住了甄善美：「这是命运，我们的命运使得我们逃亡到这个犄角疙瘩，又在这里
藏身。也是因为这样，我们才会活得战战兢兢，打死一个会妨碍我们活下去的人并没有错。而他虽然
不知道为什么到了这里，但既然来了，就说明命运要他在此死去。因为我们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灭
掉我们的威胁，以前是这样，以后也是这样。」
甚谁终究是恢复得快，他坐了起来，笑眯眯的问：「可命运到底是谁定下来的？」「当然是天道…死
人复活啦！」肖楠抄起倒在地上的拖把，对着刚坐起来的甚谁又是一棍。然而甚谁只是伸手当了一下
，看起来气定神闲，脸上的笑容更像是嘲讽肖楠不自量力。
眼见拖把不起作用，肖楠有点慌：「是她要打你的，我只是在补刀而已。冤有头，债有主，你有什么
怨恨放她身上就好，不要撒在下面的那些孩子身上。」甄善美边擦眼泪边看向肖楠，说：「你这个叛
徒！」
肖楠只是眯了一下眼睛，缩头耸肩。甚谁手指双手负背，皮笑肉不笑的对肖楠说：「按你这逻辑，那
我拿你来发泄应该也是可以的。那么你给我跪下磕头，我就不生气了。」



这双手负背是有讲究的，既能给人一种「我不想动手的感觉」，又能提升人的气场，让肖楠不敢有什
么花花肠子，只能依照本能行事。
果然，肖楠双膝触地，把头点在地上：「对不起，我们真的对不起。」
甄善美虽然没有跪地，但也屈身说：「我愿意为你做牛做马，不要把他们的存在说出去。」
甚谁再次分析：「他们很关心下面那十三个人，即便我只是个白板路人，小南和小美为了保护他们不
惜放下尊严、甚至做出违背良心的事。趁着他们良心受到责备，可以好好利用他们暂时奔溃的心理防
线。」
于是他说：「这样，你们把来龙去脉给我捋一捋，我再看看能不能帮你们什么。现在我能猜到他们原
本是货物，而且小南也很有可能也是其中一员。你们怎么扯上关系的，现在在做什么，我没有任何头
绪。」
「你怎么知道的？」肖楠很惊讶，怎么眼前这个男人能猜出那么多信息。
但甄善美知道现在身家性命全在眼前这人手上，说：「那好，我把我们的事情告诉你。」
在十年前，甄善美本来只是一个普通的人族。她虽然有灵根可以修炼，但却是从小就没有依靠的孤儿
。她能成为工人，完全是因为她有着修道天赋和良好的品行，使得当时的监工很是欣赏，便让她进来
唐山工作赚钱糊口。
但在五年前，甄善美无意间走进了狐族地带，并且迷了路，越走越深。那时她想起了监工说过如若被
发现越界，无论狐族还是人族都要支付对方颇为昂贵的罚款。于是她越发着急，一不留神掉进了一个
洞，这恰好是人贩子用来抓捕路人的陷阱。
她被后来赶到的狐族人贩子蒙着面带到一处密室，里面是有二十几个幼小的人、妖。甄善美在这里被
告知她会被送到别的修士家中当奴仆，她吓得魂都要出来了。
在这里她学会了化形术和一些表演法术，而且因为她为人善良，被选为了孩子长，在里面管理众多孩
子。在此期间，她看见了那些学不会表演的孩子如何被惩罚，作为孩子长，她也要这样做。但她每一
次都会假意鞭打她管理的 孩子，实则让大家表演出一个受罚的样子。
后来人贩子们抓了一个筑基期的宗门弟子，这人的宗门长老随即过来救人。当时里面的人就趁乱逃走
，顺便把甄善美捞了出来。在从密室出去的途中，她亲眼目睹了一次次杀戮。有的狐狸为了震慑他们
而杀鸡儆猴，有的人为了自由而把挡路的狐妖杀掉，有的妖为了宣泄一直以来的压抑而疯狂的啃咬狐
狸，场面极其残忍。
甄善美忘了自己怎么跑了出去，但反正他们来到了一处开阔的地带。那里有一头牛正在趴伏在地，牛
角上还绑着一块金色牌子，显露出他化神修士的身份。但那头牛没有理会他们，即便有些孩子被后来
追上的人贩子狐狸从后面追上，并残忍杀害，都不带一丝动摇。
直到一头牛妖也跑了出来，他后面还跟着一个狗头人身的修士，腰间的银色的牌子表明他在宗门里地
位次于化神牛妖。他「哼」了一声，所有场上所有人、妖都被威压按倒在地。
他们随后就走，留下了甄善美等人面对人贩子。
甄善美说到这里时，甚谁突然起身，往门口走去。原来是甚谁有着极强听力，能远远的判断出石围正
在往屋子赶。
道祖：在这个世界里面，牌子就是身份。
作者：所以甚谁才能以「腰部没有牌子」这一特点推测出肖楠是和藏匿在地底的人是一伙的，他观察
得很仔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