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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筆直圓潤的大長腿，波濤洶涌的大凶器，美豔的面龐，這不妥妥男人成功路的絆腳石嘛。

    素有島片鑑賞大師稱號的李曉，卻無暇在意此等美景。

    緊盯着眼前指向自己的黑洞洞槍口，李曉艱難的嚥下口水。

    李曉有點後悔，他自己就不應該來這末日般的世界，就不應該貪圖未知的富貴。

    如果再讓李曉自己選一次，說不定他會在藍星老老實實的當起打工仔，爲公司老闆的下一部跑車
、下一位美人祕書助力。

    “你是什麼人？來自什麼地方？。”

    冷麪美人晃動手裏科技感十足的武器。

    她帶着渴望又疑惑的眼神，看着眼前細皮嫩肉的男人。

    “還有，你這揹包裏的罐頭，還有各種食物都是哪裏來的？”

    不等李曉說話，大凶女人再次開口發問，言語中似乎皆是貪婪。

    “我來自遙遠的東邊。”

    李曉胡扯的說了句，任憑大凶美女自己腦補。

    “遠東？曙光城。”

    美女瞬間說出個地名詞。

    李曉沒敢接這茬，因爲他完全不知道曙光城是什麼地方。

    “好歹，我也是救醒你的人。”

    李曉苦笑的反問：“可以先幫我鬆綁嗎？”

    同時心裏暗罵，‘色字當頭是把刀。’

    冷豔美女表情漠然沒說話，卻將手裏的傢伙放回套中。

    李曉見狀，不禁鬆了口氣。

    他知道，自己的小命算是暫時保住了。

    “或許，我們可以好好聊聊。”



    “我帶着善意來。”

    “說不定，我會成爲你未來的老闆。”

    李曉緊張盯着這讓自己救醒，瞬間就翻臉不認人的尤物。

    “老闆？”

    “你想僱傭我？這廢土世界的僱傭兵，可沒那麼容易打發。”

    女人表情玩味的看着綁在椅子上的男人，獨狼慣的她還沒接過太多僱傭任務。

    大多時候，只是爲生存而混跡在殘酷的廢土世界。

    因爲她知道，人心比起廢土的喪屍、怪物要更可怕。

    “我相信，我可以出起價格。”

    “你喫到舔手指的罐頭，能讓你喫到飽。”

    李曉不確定他自己的說辭，能否讓大凶美女動心。

    可他自己要嘗試，總不能擺爛、放棄。

    就算是要芭比q，也要掙扎掙扎，再芭比q，

    “這玩意你有很多？”

    女人滿臉驚疑。

    聽到眼前女人的驚訝語氣。

    李曉沒猜錯，這世界對於食物的需求，非常大。

    “不多，可也絕對超出你的想象。”

    李曉不敢將話說太滿。

    他自己對於這陌生的世界，還有諸多不瞭解。

    但有一點，李曉可以肯定。

    這末日廢土似的世界，對於食物等等的資源，極度稀缺。

    “可曙光城的人？怎麼會出現在這裏。”



    “你們不都是自視甚高，瞧不上邊境的貧瘠。”

    轉眼，大凶美女用質疑的目光，注視起綁在椅子上的李曉。

    “美女，我有自己的任務。”

    “正巧我對這地方不熟，你不想我當你的老闆。”

    “那我們彼此成爲合作伙伴也可以啊。”

    生怕這貨亂想的李曉，臉色微變忙解釋起來。

    二人各自陷入思緒，短暫的沉默過後。

    “合作愉快。”

    “關於你救醒我的事情，暫且算是彼此間的信任基礎。”

    大凶美女邊說，邊手持利刃劃開死綁住李曉的繩子。

    “我還不知道你的名字。”

    李曉活動下身子，綁着的滋味可不好受。

    大凶美女豪爽的回道：“林芸，你呢？”

    “李曉。”

    “我們現在去哪裏？”

    名爲林芸的冷麪美女問向李曉。

    “這地方就不錯，我們可以加固下這處隱蔽的房屋。”

    “暫且將這當成我們的臨時營地。”

    李曉沒有直接回答林芸的問題，而是繼續說道：“我需要黃金。”

    “黃金？”

    “你要這些玩意幹什麼？”

    美眉微皺的林芸表示不解，這些黃金、珠寶等等東西，早已沒用任何用處。

    “我自有打算，你不必多問。”

    “我會付你更多的酬勞，每有1公斤的黃金，我多給你1盒肉罐頭。”



    李曉補充道：“這就相當於你的業績提成吧。”

    “我可是非常慷慨的人。”

    “好。”

    名爲林芸的美女，她在聽到肉罐頭的時候，雙眼中的瞳孔微不可察的緊縮。

    顯然，她是動心了。

    “你放心。”

    “我以自己的人格擔保。”

    稍微平復會兒心情的李曉承諾到，他自己可算是忽悠過去了。

    “人格？你們曙光城的人還會在乎這玩意。”

    林芸嗤笑道：“你怎麼把報酬付給我？”

    “物資的運輸，可不是容易的事情。”

    “我們的人自然有辦法，這你不用擔心。”

    李曉臉不紅，氣不喘的胡諂道。

    誰都有祕密。

    林芸對此沒有再多問，想到什麼的她又提起。

    “我記得附近有處商業銀行，裏面應該有你需要的黃金。”

    “我等會兒就去帶點回來給你。”

    “不用這麼急...”

    李曉的話未說完，大凶美女粗暴的打斷道。

    “我又不是喫乾飯的貨色，你在這等着吧。”

    “要不了多久時間。”

    “我期待自己的第一筆報酬。”

    林芸說着便踏門而出，向滿是狼藉的街道外走去。



    好一會兒，李曉在確定這大凶美女真的走後。

    “我也是時候回去了。”

    現實世界。

    華國，京城外環的出租屋。

    時空扭曲，藍光閃爍。

    “呼——”

    “終於回來了，可真夠險的啊。”

    直到現在，李曉自己還有些心驚。

    李曉死盯着掌心的淡藍色光點。

    “穿越末世，存儲空間。”

    “老天，真不知道應不應該感謝你。”

    昨天在酒店睡醒，李曉就發現自己可以自由穿越，滿目瘡痍的末日世界與現實世界。

    剛到末日世界的殘破房屋內，李曉見到倒地的美人，本以爲自己會走桃花運，沒想到剛剛救醒她
就來個潑天大反轉。

    也就是開頭那幕....

    腦海正回憶起事情，李曉又讓粗暴的敲門聲拉回現實。

    ‘咚——’

    ‘咚——’

    “李曉，我知道你在裏面，給我出來。”

    “今天到交租的日子了。”

    心有餘悸的李曉還未回過神，他就聽見來自這間房真正主人的問候。

    “來了，包豬婆。”

    李曉拉着臉，啥都是錢。

    萬能又萬惡的金錢，讓人又恨又愛的小可愛。
    “古德貓寧，包豬婆。”



    拉開出租屋門的李曉滿臉賠笑。

    “古你媽個頭！”

    “你今天再不交租的話，立馬給我捲鋪蓋走人。”

    滿頭復古造型卷的包租婆，她在見到李曉後就發動失傳已久的獅吼功。

    “交，我馬上交。”

    李曉說着，掏出大米手機打開付款碼，‘餘額不足...’

    “沒錢趕緊滾蛋，老孃這地方可不缺人租...”

    包租婆話未說完，旁邊聲嬌音

    “阿姨不要生氣，我今天回來晚了。”

    “房租我來交吧。”

    只見名身形高挑、皮膚白皙的美豔女人踏着高跟，走到二人身旁。

    她瞧都未瞧李曉一眼，直接向包租婆亮出自己的付款碼。

    隨後，交完房租的美豔女人向李曉所在的出租屋走去。

    “發了工資，記得把錢還給我。”

    “窮貨。”

    隱約間，李曉還聽見美豔女人吐槽句。

    美豔女子李曉自然養不起，她是李曉的合租室友。

    沈佩琪，是名在樓盤混銷售的樓姐，男人眼裏的成熟蜜桃，早已到可以採摘的時候。

    這名姿色尚可的拜金女，深知自己的身體、長相是她的最大資本。

    一直沒有男朋友的她，實則是在待價而沽。

    ‘早晚讓你自己爬到我身上。’

    李曉舌頭劃過嘴角，心裏暗暗發誓。

    不等李曉的慾火升騰，包租婆煩人懟道。



    “看到沒有，小沈比你懂事多了。”

    李曉沒說話，懶得理會這豬婆。

    京飄的他暫時還需要住的地方，房租可剛交。

    等臃腫的包租婆轉身，李曉方豎起中指，以表示尊重。

    ‘唉，這京城的出租屋，價格一如既往的感人。’

    保險還只是郊區，李曉已經不敢想象京城內的房屋價格了。

    京城大學畢業的李曉，本想憑藉自己的本事在這大城市闖出一片天地。

    可現實，卻無情的給了他個記耳光。

    還是嘎嘎響的那種。

    要人脈沒人脈、要金錢沒金錢，社會實踐經驗、人生閱歷等等，與混跡在社會的老江湖相比，也
遠不能及，再加上自己還不是富二代。

    李曉能怎麼辦？

    他自己也很無奈啊。

    瞧了眼手機裏不夠碗飯的xv餘額

    “只能搏一把了。”

    李曉眼色決毅，他勢必要從末世帶回自己的第一桶金。

    他要成爲人上人，住大別墅、開豪車、抱美女，這是李曉一直想要過的生活，也是大多數人想要
的生活。

    可完成這些事情的前提，是要有錢。

    這玩意，在天朝有時候比很多東西都有用。

    野心升騰的李曉下到出租樓，直奔附近的小超市。

    不久，拎着大包大袋的李曉，出現在超市前臺。

    “結賬！”

    超市收銀員瞧了眼李曉，還有他手裏的大堆東西。

    感到疑惑的收銀員沒有多想。



    她稍稍清點商品後，職業性的微笑道：“您好，888rmb。”

    李曉付完款，拿着東西就朝出租屋的方向回去。

    不一會兒。

    李曉回到出租屋，看着地上大堆商品。

    他自己專門挑選了保質期較長、密閉性好的罐頭、壓縮餅乾等等食物。

    保險起見，李曉還買有砂紙，就是要將商品的生產日期、生產地等信息處理掉。

    這些小問題，關鍵時刻可能會要自己的命。

    絕不能大意。

    “搞定！”

    費去不少功夫的李曉，可算是把這些商品的信息清理乾淨了。

    ‘我不是我——我就是我，你不是你...’

    大米手機的鈴聲響起。

    “喂，誰啊？”

    滿頭大汗的李曉，拿起手機接起電話。

    “李曉！你特麼死哪裏去了，昨天爲什麼不接電話？”

    “不想混早說啊。”

    “裝什麼大尾巴狼啊你。”

    文扒皮！？這貨是李曉所在保險公司的上司，

    聽到這熟悉又可惡的聲音，李曉臉色瞬變。

    ‘還當老子是打工人？’

    心裏想到，李曉的國粹開始加載。

    “你特麼的文鋼，你特麼的、你特麼的，你以後不許這樣跟我說話。”

    “你特麼的，槽——”



    一頓炮轟，李曉就掛斷電話。

    他自己早想這麼幹，以前沒機會。

    現在嘛。

    ‘老子還需要那點死工資？’

    李曉轉眼看向滿地的食品。

    這些東西，可都是他現在的資本。

    ‘等到大凶美女搞到我需要的黃金，自己再回到現實世界。’

    ‘老子就是土財主，真正的有錢人！’

    稍微準備會兒。

    李曉抱着滿是食物的大揹包，睡在牀上，他的五指緊握。

    ‘空間’雖然能用，可帶這點東西，還不值動用。

    等以後在末世站穩腳跟後，自己的‘空間’用處就大了。

    “開始吧。”

    右手掌心的藍色耀芒乍現。

    時空扭曲——

    “又來了。”，李曉長呼口氣。

    李曉大屁股坐在破爛不堪的沙發，隨意甩下裝有物資揹包。

    “你回來了？”

    “這房屋周圍都讓我加固過，大門外的地方全都封死。”

    林芸滿臉疑問的說道：“你從哪回來的？”

    “這...我有自己的辦法。”

    李曉自然不可能告訴眼前的大凶美女，自己的特殊之處。

    林芸白了眼李曉，也沒多說什麼。

    “你要的黃金。”



    林芸擡手指向邊角的黑袋子。

    “暫時只找到十公斤，更多的鎖在商業中心的金庫裏。”

    “那玩意，可不容易打開。”

    她自己本想用炸的方式打開保險庫，可又怕引起喪屍、怪物的注意力，所以也就放棄。

    所以她只在金庫外邊撿了些金條，直到裝滿袋子。

    “十公斤。”

    李曉竭力抑制心中的震驚，不動聲色的說道：“沒想到你的效率這麼高。”

    “小意思。”

    林芸沒有在意，她只在乎自己的報酬。

    “不要忘記我的報酬。”

    李曉不自覺的揚起嘴角

    “你自己打開揹包看看。”

    林芸順着眼前男人的目光，看向角落裏的大揹包。

    她也不矯情，直接拉開揹包的拉鍊。

    “不可思議！”

    “這些食物...你到底是來自哪裏的！？”

    “恐怕曙光城的人都沒你出手大方。”

    林芸難掩心中的震撼，拿起揹包內的諸多喫食，輪番端詳起來。

    李曉微微笑道，“合作愉快。”

    “合作...”

    林芸的話音未落。

    房屋外‘轟隆’的聲音打斷二人的談話。

    “該死。”



    “可能是異獸，它們總是神出鬼沒。”

    林芸扔下揹包，拔出腰間的‘裂變’。
    ‘吼——’

    嘶吼聲愈近，李曉的心裏不免有些緊張。

    對於來自和平的現實世界，他自己對於末世的各怪物、喪屍等等還是有億點點印象。

    當然，這印象都是源自現實世界的電影、遊戲、小說等等。

    “你自己小心點，我可沒工夫管你。”

    大凶美女手持武器，滿臉凝重。

    她丟下這句話後，沒再理會李曉就大步向外走去。

    “喂，我可是你的boss....”

    李曉話未說完，大凶美女的身影就消失在他的視線中。

    想來她話中所指的‘異獸’，應該不會是什麼太可愛的生物。

    ‘怎麼辦？’

    心裏猶豫再三，李曉還是決定探頭出去觀察會兒。

    大丈夫生於天地間，豈能在女子身後。

    常自詡是猛男的李曉，準備見識下末日世界的怪物。

    “阿彌陀佛，願真主安拉保佑我。”

    “阿門。”

    三教信仰的加持下，李曉又了勇三分。

    ‘要是真遇到危險，大不了自己直接回到現實世界。’

    ‘十公斤黃金也能換不少rmb。’

    心裏盤算起小九九的李曉，全然無懼。

    熟悉李曉的人都知道，他超勇的哦。

    探頭出到窗戶邊，李曉見到末日世界的街道場景。



    所入眼的建築，皆是殘破不堪，廢棄的車輛停滿在狼藉街道，還能見到些遊蕩在路面的喪屍。

    ‘吼——’

    嘶吼的怪物，映入李曉的視線。

    面目猙獰的異獸，它的體型近於猛虎，四肢着地，渾身漆黑且佈滿尖銳短刺，部分地方還流着綠
色的血。

    ‘它受了傷。’

    ‘臥槽！往這邊跑來了。’

    李曉雙眼瞪大，第一次見到末日世界異獸的他，心裏不免感到震驚。

    林芸手持科技感爆棚的武器，趴在牆邊。

    她準備等這頭異獸靠近點，再開槍，以提升命中率、造成更高的傷害。

    五十米...三十米...二十米。

    見到這頭異獸達到預想中的位置後，林芸扣動手裏武器的扳機。

    ‘砰——’

    ‘砰——’，

    清脆利落的聲音持續響起，激光般的子彈點向奔來的異獸。

    直到彈夾打空，林芸方嫺熟的換起彈夾。

    隨後，她又是頓精準的點射。

    ‘吼——’

    異獸似乎憤怒了。

    拉近距離的它高高躍起，兇猛的撲向剛剛攻擊它自己的生物。

    “該死。”

    林芸大罵，顯然她自己是沒料到，會出現這情況。

    ‘芭比q。’

    ‘我的黃金。’，窗邊的李曉不忍在看下去，恐怕她性命難保。



    他可不認爲，大凶美女能抗住這怪物的撲擊。

    ‘轟隆——’

    劇烈的爆炸震到耳膜接近撕裂，隨後是引擎的聲音愈加靠近。

    李曉回過神，擡眼望去。

    滿地的血漿灑在狼藉的路邊，怪物變成碎肉落在街道各處，它的全部身軀沒有完好的地方。

    林芸與探頭出來的李曉對視眼，她自己也有點懵圈。

    隨着引擎的聲音拉近，大腦回路瞬間清晰不少。

    “可能是別的倖存者，你自己小心點。”

    神情凝重的林芸，

    她向引擎聲的方向投去目光，手裏握着的武器隨時待命。

    生存在末世，要防備的不止是遊蕩的喪屍異獸，更多的是居心叵測的同類。

    李曉重重點了點頭，沒多說什麼。

    ‘要是情況不對勁，自己隨時準備跑路。’，瞧了眼掌心的藍芒，李曉心裏已有決斷。

    他來求富貴，沒想把命丟在這裏。

    大約五秒後，街道外停下輛武裝車。

    “裏邊的人注意，要是你們不能在兩分鐘內走出來。”

    “我就讓人轟平這地方。”

    拉扯着煙嗓音的男人沒有客氣，直接點明他自己的手段。

    ‘毀滅者-m24重機槍、巡迴者-rpg反殖裝炮....糟糕。’

    林芸從牆體裂縫觀察數秒，她的美眉微皺起來，對方攜帶着重武器，想跑的可能性不大。

    ‘應該不是掠奪者。’

    林芸心裏這麼想到。

    她壓低武器的槍口獨自走出，可瞥見大凶女人藏在身後球形手雷，李曉就知道她遇到特殊情況，
絕不會坐以待斃。



    “不要誤會，我是路過的倖存者。”

    瞧見武裝車邊上的數人，林芸不敢有絲毫大意，處於人性泯滅的世界，什麼事情都可能發生。

    “算你走運。”

    “再晚點的話，‘銳獸’就能把你撕碎。”

    煙嗓男瞧了眼走出的女性武裝人員，確認安全後就準備離去。

    “開車！”

    ......等到的武裝車開遠，李曉方來到大凶美女旁邊。

    “他們是誰？”

    “是邊境營地的巡邏隊。”，林芸沒好氣的回道。

    貌似剛剛這貨一直躲着不敢出來，她自己混跡的時間不長，可還沒見過那個大男人像他這麼慫。

    “邊境營地？”

    李曉疑惑的問道。

    “我真懷疑你是不是這世界的人。”

    大凶美女林芸白了眼懵圈的李曉，繼續解釋道：“‘邊境營地’是附近倖存者營地中最大勢力。
”

    “所幸它是中立勢力，不然我們也沒那麼容易脫身。”

    ‘中立...’

    李曉暗自搖頭，‘所謂的中立，也只不過是利益不夠罷了。’

    “你拿到所需要的黃金，有什麼打算？”

    聽着大凶美女的話，李曉陷入沉默。

    ‘回到現實安心當自己的百萬富翁，忘記這裏的一切。’

    ‘還是...想辦法經營、發展這邊的末日世界。’

    答案是。

    貪心的李曉，決定兩者都要。



    “我帶來的食物，你全部拿着。”

    “過段時間我會再回來，還會帶更多的物資。”

    李曉直視大凶女人，他知道自己的決定多少有點冒險成分。

    “另外，我需要你的幫助。”

    “....你說。”

    林芸思索會兒，才緩緩開口應道。

    “我要你.....”，話完

    李曉轉身正要離開，返回現實時。

    “等等。”

    “留着它防身。”

    林芸目光泛起光彩，說着向李曉遞過去自己的手槍。

    李曉猶豫會兒。

    雖然現實世界不太可能用到，可李曉最終還是接過它。

    ....現實世界。

    華國，京城外環出租屋。

    時光扭曲，藍光閃爍。

    拎着裝有十斤大黃魚的黑色袋子，它傳來的沉甸感讓李曉爲之振奮。

    “回來了。”

    右臂提着裝滿黃金的袋子，強烈的興奮感直衝李曉的天靈蓋。

    “黃金啊。”

    “這玩意可是硬貨，什麼地方都能有流通。”

    透過出租房的窗口，看着窗外的景象，是京城的遠景，李曉伸手向它虛抓去，誓要緊緊攥在手心
。

    “哈哈哈哈。”



    激動、張狂，肆無忌憚的笑聲從李曉的嘴裏發出。

    以前身爲社畜的他，壓抑的太久了。

    李曉酣暢淋漓的笑着，心裏暗自發誓起，往後要主宰自己的生活。

    “李曉！！”

    “你大白天的鬼哭狼嚎什麼！？我好不容易休息一天，就讓你這麼攪和。”

    出租屋內，讓李曉吵醒的沈佩琪，揉搓着睡醒的眼眶。

    略帶怒氣的她，踏着可愛兔拖鞋走出，嬌美的臉頰尚帶些迷糊，白皙的大腿不客氣的暴露在外。

    這份突如其來的美好。

    讓李曉心神盪漾，恨不能將她連皮帶骨的吞下去。

    “不好意思，佩琪姐。”

    “我想到高興的事情。”

    李曉深呼口氣，沒太在意沈佩琪的嬌喝，表達起自己的歉意。

    “我看你是窮瘋了。”

    ‘砰——’

    沈佩琪習慣性的瞥了眼她口中的窮貨，旋即摔門走進她自己的房間。

    現在的年輕人，生活壓力大嘛，白天要上班，晚上還要應酬，難免情緒激動。

    李曉能理解，因爲他自己也有過段不眠的悲傷夜晚。

    他的手臂使勁，提了提手裏的黑色袋子，李曉揚起嘴角獨自輕道：“不裝了。”

    “我是百萬富翁我攤牌了。”

    李曉查過，市面的單克金價在400rmb左右。

    他自己手裏近十公斤的黃金，也就是四百萬左右，成功處理的話，起碼能留下三百萬。

    沒來歷的黃金，敢收的人自然有，可手續費卻是不低。

    銀行、金店、當鋪，還有黑市。

    銀行肯定是不行，沒有黃金髮票的李曉去了的話，就是自投羅網。



    稍事思考，李曉自己已有所決定。

    金店、當鋪，還有黑市。

    風險最大的黑市，李曉沒渠道，也不太想在黑市上處理掉。

    理所應當的放棄。

    當鋪，雖然能成功兌換到需要的小可愛，可還是存在一定風險。

    最穩的就是金店。

    知名的金店背後，通常是龐然大物，不然就開不了金店。

    再者，李曉這次拿去換錢的黃金也沒多少，不至於讓金店的幕後大佬動貪心，以至於讓自己送命
。

    打對摺的處理掉，給金店經理點好處。

    能換四百萬的黃金，李曉大不了只要三百萬。

    最壞的情況，無非是店員不上道，報警處理。

    到時候，李曉大可說是自己撿的，又能怎麼樣？

    這年頭到處都是監控，還怕他們喫掉自己？

    黑色袋子裏的黃金，李曉還不放在眼裏。

    他的末日世界，還囤儲着更多黃金，就是取出來會有點麻煩。

    沉下心的李曉思考許久，想到諸多的可能性。

    最終打定主意。

    李曉決定拿着黃金，去到京城較大的金店換錢。

    ...出租車後座上的李曉，兩隻大手摟着黑色袋子，這是他的人生第一桶金。

    沒一會兒。

    李曉走下出租車，甩過去張大額鈔票，滿臉豪橫的說道：“不用找了。”

    “剩下的當小費。”

    李曉提着沉甸甸的黑色袋子，身姿挺拔的向名字是‘金大福’珠寶店走去。



    錢包鼓了，整個人都要自信不少。

    “先生您好。”

    “請問是來購買金飾品的嗎？”

    李曉剛進門，金店導購小姐姐就熱情的迎上來，職業性的向他微笑道。

    “你們經理在嗎？”

    “我的這單生意太大，你應該做不了主。”

    沒回答導購小姐姐的話，李曉神情淡然的解釋句。

    “你....”

    “經理。”

    導購員小姐姐沒想到眼前的男子會這麼說話，她正想說些什麼的時候。

    一名身穿西服，打扮斯文的男人走過來，擡手迴應示意她去幹別的事情。

    金店導購的小姐姐白了眼李曉，就自顧自的離開。

    “這位先生，有什麼是需要我幫助的嗎？”

    西裝男面帶職業性微笑，說話不偏不倚，當他瞧着眼前青年不修邊幅的樣子，臉色依舊如常。

    可他眼裏的傲意，卻是出賣了他表面的謙和。

    “你確定要和我在這裏聊嗎？”

    李曉用左手拍了拍右手提着的黑色袋子，眉毛輕挑暗示着身前的勢利眼。

    王峯面色稍沉，猶豫兩秒後說道：“先生請跟我來。”

    他側身右手擺出請的姿勢，然後走在李曉身前，態度卻是多麼絲慎重。

    ‘鄉巴佬，要是敢耍我。’

    ‘等會就讓保安扔你到大街上。’

    心裏這般盤算着的王峯，已引導李曉來到處vip室。

    “先生請坐。”



    “有什麼話，您現在可以說了。”

    王峯依舊淡定，他自己倒是想看看鄉巴佬似的年輕人，能拿出什麼好貨。

    爲此，他還多瞧了眼李曉提着的黑色袋子。

    “坐就不必了。”

    說話間李曉劃開拉鍊，露出裏面的黃金。

    “袋子裏有10088克千足黃金，抹掉零頭算十公斤賣給你們。”

    “能收嗎？”

    李曉面色坦然的問道。

    王峯見到袋子裏的‘大黃魚’，心裏咯噔震了下。

    “先生稍等，我瞧瞧。”

    本身就是鑑定師的王峯沒有急於回話，而是拿起袋子裏的黃金塊塊的觀察起來。

    片刻後。

    確認沒問題的王峯笑道：“麻煩先生您出示下黃金的發票。”

    “沒有發票。”

    李曉直接承認下來，沒過多解釋。

    “先生，沒有發票的黃金我們可不能收。”

    金店經理王峯眼裏閃過抹精光，笑盈盈的盯着李曉看去，試圖要將他看穿。

    李曉來之前，他就料到會有着情況發生。

    於是開口說道：“市面上的單克金價我調查過，375到410間。”

    “你要是能收的話，我按照350的單價賣給你，並且我保證，黃金的來路不存在隱患。”

    “先生您誤會了。”

    “我們可是官方認證的正規金店，絕對權威。”

    王峯臉色肅然的向李曉解釋起來。

    “我不相信你沒渠道處理掉。”



    “我也沒空和你廢話，最多讓步到300的單價，不行就算了。”

    李曉直視面前的中年男人，他的底線單克金價就是300。

    “成交！”

    “您要現金，還是轉賬。”

    王峯話語帶着一絲驚喜，等送走這尊金主，倒手就是接近百來萬。

    老油條的他，數年時間都未必能混到這麼多錢。

    “轉賬吧。”

    李曉旋即說出他的銀行卡號。

 



第5章 商城購物

    “李先生慢走。”

    王峯畢恭畢敬的送走李曉後，就站在金店的臺階前。

    看着離去的背影，金大福經理的表情開始猶豫起來。

    思來想去。

    貪婪心作祟的王峯，還是在利益的驅使下掏出手機，撥通個存放許久的號碼。

    ‘嘟——’

    “誰？”

    電話另一頭，說話的聲音輕佻且張狂。

    “彪子，是我。”

    王峯沉吟會兒說道：“我有件事情需要你去辦。”

    “峯哥啊，事情您說。”

    “我保證辦妥。”

    確認是熟人的聲音，電話裏的聲音多了些鄭重。

    “幫我查個人，相片等下發給你。”

    “要是點子不扎手的話，就綁回來。”

    “五萬定錢我已經打給你了，事成後會再給你十五萬。”

    “好！”

    聽到利落的回答，王峯這才掛斷手機。

    敢來金店主動銷贓的人。

    要麼是普通人、傻帽，要麼就是不怕死、亡命徒般的棘手貨色。

    王峯心裏盤算着。

    要是前者的話，他自己肯定能拿捏着剛剛那人，想辦法套出他黃金的來源。



    後者嘛，自然就選擇放棄。

    柿子要撿軟的捏。

    杵在原地許久的王峯緩緩念道：“一定沒問題。”

    李曉走在回家的街道上，看着手機裏的三百萬餘額，頓時感覺周圍的空氣，新鮮了不少。

    “還不夠。”

    燃起熊熊野心、慾望的李曉緊握着手機，一字一頓道：“只是開始，還只是開始。”

    ‘叮——’

    手機的提示音響起，是條短信。

    李曉點開看，神情玩味的笑道：“去？還是不去？”

    手機短信的內容，無非就是前女友結婚，邀請自己過去參加她的婚禮。

    要換成以前，窮小子的李曉還真不願意去丟人。

    可現在手握鉅款的李曉，倒是不要介意走一趟。

    心裏惡趣味滿滿的李曉，賤兮兮的笑道：“當然要去，不去怎麼晃瞎她的眼睛。”

    “時間是明天。”

    華貴服飾、香車美女、大金鍊子名錶都不能少，成功人士的標配。

    他決定給嫌棄自己窮，背棄自己的前女友來點驚喜。

    另外，李曉也想看看。

    到底是什麼樣的男人，能與自己那有着幾分姿色的前女友結婚。

    大學的時候，李曉可記得。

    他的前女友連牽手都不讓，最多就是讓自己和她肩並肩的走路。

    就這，還讓當時只是純情小處男的李曉苦等。

    果然，到最後。

    舔狗舔狗，舔到最後一無所有，前女友也理所應當的與他自己分手。

    守身如玉的李曉，他的下場自然就淪落爲職場上的老處男。



    直到今年23歲，還沒個女朋友。

    李曉攔下輛出租車。

    出租車師傅熱情的問道：“帥哥去哪？”

    坐到車輛後座，李曉瞧出租車師傅的的年紀，確認是老司機無疑。

    “百貨商城。”

    “好嘞，您安全帶繫上。”

    下到出租車，李曉二次豪橫。

    他甩下張大額鈔票，扭頭就走。

    出租車師傅麻利收起座位上的大額鈔票，一臉羨慕的說道：“有錢人就是好啊。”

    錢包鼓起來的李曉，準備在百貨商城買身好行頭。

    所謂佛靠金裝，人靠衣裝。

    行頭要能上臺面，辦事情的時候也方便。

    要是之前在金店的時候，李曉渾身上下都是名牌，怕也不用與導購的小姐姐費口水。

    “男人裝。”

    李曉擡眼說了句，旋即揚起嘴角，漫不經心的走進這家名爲‘男人裝’的服裝店。

    “先生，歡迎光臨。”

    “請問您是來看衣服的嗎？”

    青春靚麗的導購員瞧見客人進來，下意識的問道。

    “是的，麻煩幫我挑身適合自己的衣服。”

    今時不同往日，財大氣粗的李曉，他說話的嗓門都比平常大了不少。

    “你的預算大概是多少啊？”

    導購員熱情不減，繼續微笑的問道眼前主動上門的客人。

    “十萬以內。”



    李曉掃了眼店內的環境，看着樣子還行就隨口說道。

    眼前客人的話讓導購員她臉上的笑意更盛，整個人也更熱情起來。

    “那您跟我到裏邊來吧。”

    “小麗倒水。”

    “您請，您請。”

    導購員在李曉前面引導，三步一回頭的看向他。

    李曉淡定的跟在導購員身後，向着試衣間走去。

    不一會兒。

    西裝革履的李曉從試衣間走出，渾身溢出成功男人的氣息。

    “先生，，零頭抹掉一共是8萬7千。”

    導購小姐姐洋溢着微笑，她已經預見筆不小的提成向她招手。

    李曉掏出手機，打開付款界面。

    付完款後的李曉瀟灑離去，沒在意‘男人裝’導購員們的火熱眼神。

    還沒走多遠，後面急促的腳步聲，還有嬌滴滴的聲音就讓李曉止步。

    “先生，先生，您的衣服和鞋子。”

    追到外邊的導購員，正是開始服務李曉的那位，姿容靚麗、青春氣息十足的導購員。

    “扔掉它。”

    聽着客人的話，樣貌身材不錯的導購員，她熱情的臉蛋略帶失望。

    “等等。”

    李曉盯着眼前容貌靚麗的導購員說道：“有興趣一起喫個便飯嗎？”

    “當然可以。”

    這名年齡與李曉相仿的導購員當場應道。

    她走到李曉身前遞過手機，然後嬌聲說道：“我的vx。”

    “下班後聊。”



    李曉笑了笑沒說話，用手機掃碼就轉身離去，等她驗證通過。

    ‘接下來是名錶。’

    ‘等買完表，再去挑輛不錯的跑車就大功告成了。’

    李曉正美滋滋的想着，李曉的手機嘟的聲系統提示音。

    ‘謝嵐’

    【我通過您的朋友驗證請求，現在我們可以開始聊天了】

    【帥哥你好。】

    ——【美女你好，幾點下班我來接你去喫飯。】

    【18點。】

    ——【ok。】

    【表情‘嬌羞’】

    看着手機裏對方發來的表情，李曉邪惡的笑了笑，也滑動手指發過去個表情。

    ——【表情‘色’】

    李曉舌尖劃過嘴脣，他心裏已經期待起晚飯過後的節目了。



第6章 全款買車

    李曉瞧了眼手機上的時間，離18點鐘還有五個多小時。

    出去買輛百來萬的跑車，隨便兜兜風，也差不多到點了。

    太貴的也沒必要買，代步的東西而已。

    自從大學畢業的幾年，考到的駕駛證還沒用過。

    李曉開心的說道：“有錢了，心底的想法要挨個實現。”

    現在他手裏的兩百多萬算不了什麼，甚至無法在京城的內環區買到間廁所。

    沒關係。

    李曉擁有末日世界，又怎麼會擔心錢的問題？

    光是末世的黑科技，隨便拿出一樣就能喫一輩子。

    不過，李曉在沒自保能力前，他自己絕不會傻傻的帶到現實世界。、

    還有就是，他自己有更好的想法。

    提起末日世界。

    李曉的臉色凝重起來。

    末世不是遊樂園，它的兇險，李曉早已切身體會過。

    他自己沒有主角光環，時刻算計、小心謹慎，是唯一能提升他生存概率的手段。

    “但願大凶女人能搞到自己需要的東西吧。”

    李曉的腦海裏，閃過二人初次見面時的畫面。

    回到現實世界前，他交代給林芸的事情，會在未來很大的程度，決定他的發展速度。

    想到回來前，大凶女人遞給自己的高科技手槍，他便多了分安心和信任。

    那危險的玩意讓李曉藏在牀板下，他自己可不敢隨意的帶在身上。

    不久，李曉就來到售賣車的地方。

    “先生，歡迎光臨。”



    “請問要看什麼車？”

    濃妝豔抹的前臺微笑地問道，當她見到來的人西裝革履，面容的笑意顯得更加真誠。

    李曉無所謂的說了句：“有什麼推薦嗎？”

    他自己沒研究過車，不太懂行。

    主要是以前沒錢，感興趣也沒太大用。

    “帶您看看這邊的款式。”

    前臺小姐姐邊說着，就引導李曉向車行側邊走去。

    “您看一下，這款是我們最新推出的....”

    “就它了，多少錢？”

    瞧了眼車身黑色的最新款，標價是126萬。

    不等導購的話說完，李曉就做出決定。

    小姐姐的表情愣了下，顯然沒想到會遇到這情況。

    李曉面不改色的繼續說道：“刷卡。”

    讓暴擊的職業裝小姐姐迅速反應過來，滿臉欣喜的應道：“好，我馬上去準備合同。”

    接着濃妝豔抹的小姐姐，她一陣小跑向休息室拿合同。

    感受到有錢人快樂的李曉，百無聊賴的掃了眼，然後來到休息的地方獨自坐起來。

    突然。

    耳邊傳來陣嘈雜聲。

    “小哥，你再想辦法給點優惠。”

    身着廉價西裝的中年男人連連懇求道：“給點優惠我一定買下來。”

    他自己中意這款車太久了，已經賣到剩最後一輛，勢必要拿下。

    “抱歉先生，我們是有規定的，價格不能隨意變動。”

    “我給您的價格，已經是最優惠的了。”

    職業裝的年輕小哥面帶難色，他自己還沒見過這麼難纏的客人，兩小時還不放棄，各種殺價。



    ...聽聞動靜的李曉轉眼看去。

    咦。

    不是自己辭職前的公司小領導，文鋼嘛。

    確認是熟人後，李曉的整蠱心思產生。

    ‘踏踏踏踏...’

    高跟鞋的聲音，清脆的落在瓷磚地板上。

    “先生您好，這是您的合同。”

    “您看下沒什麼問題就可以簽約了。”

    小姐姐話語急促，行動迅速，額頭甚至流出不少汗水，就是生怕眼前的客人會反悔。

    她的職業生涯，不乏會遇到這樣腦子一熱的客人，所以要趁熱打鐵。

    “那是什麼車？”

    沒有回她的話，李曉擡手指了下老上司要買的車。

    導購員小姐姐順着李曉的手指看去，耐心的解釋道：“這款是我們的最新限量款，目前門店只有
這一輛。”

    李曉繼續問道：“多少錢？”

    “按照現在的折扣力度是143萬。”

    “您剛剛的看上的那輛車也不錯，比起這輛車的性能沒差多少。”

    轉移話題，是許多客人後悔不買車的方法。

    李曉依舊淡定的說道：“行吧，要它了。”

    “啊？”

    “和剛剛那輛一起嗎？”

    導購員小姐姐櫻桃般大小的嘴，現在卻能塞下顆雞蛋。

    “是的。”

    李曉面不改色的回答，讓眼前的導購員目瞪狗呆。



    “噢，你稍等會兒。”

    “馬上給您打份新的合同。”

    導購員轉身，她滿臉興奮向打印合同的員工間走去，順帶向正在限量款車旁員工喊道。

    她已經猜到小孫遇到的麻煩了。

    “小孫，那輛車有人買了，過來幫我準備下合同。”

    “好勒，姐。”

    小孫如釋重負，終於可以遠離與自己殺價，殺了兩小時的客戶了。

    “先生，這輛車已經有人買了。”

    “非常能理解您想購車的心情，但是非常抱歉。”

    說完，孫視轉離去，不再理會眼前煩人的牛皮糖。

    文鋼滿臉錯愕，心裏疑惑。

    ‘什麼情況這是？’

    ‘我一直守在這裏，還沒看車就買了？！’

    興許是碰到某大款的原因，文鋼暗歎道：“倒黴。”

    正要離開的時候，身旁出現道戲謔的聲音。

    “這不是我們的文組長嗎？怎麼在這啊。”

    李曉表情玩味的來到老熟人身前。

    “李曉？”

    “你怎麼在這裏？這是你能來的地方嗎？”

    文鋼當然知道李曉的底子，偏遠山區來的打工仔，妄想在京城混起來的癡夢人。

    “我嘛。”

    “我來看車，有問題嗎？”

    李曉微笑道，全然沒在意以往老給自己穿小鞋的上司。



    “看車？”

    還以爲李曉是窮小子的文鋼，他自己正巧氣不順。

    於是，沒猶豫的出口嘲諷道：“車軲轆你都買不起個，還看車？”

    “呵呵。”

    李曉笑了笑，沒說話。

    李曉的深知不能與傻子一般見識。

    “先生，您的合同好了。”

    “沒問題的話就可以簽約了。”

    汽車行的導購員說着，她就遞過去兩車鑰匙到李曉手邊。

    “我字寫的不太好看，你幫我籤。”

    “刷卡吧。”

    李曉接過鑰匙，掏出張銀行過去。

    “切。”

    文鋼不屑的說了個字。

    ‘裝，繼續裝。’

    ‘到時候我看你的卡怎麼刷出錢。’

    文鋼不信，喫飯都要借貸的窮員工還能買起車。

    流程有條不紊的走下去。

    一份份合同沒意外的簽上李曉的名字。

    過程十分順利，沒有任何拖沓。

    “恭喜李先生，成功購到愛車。”

    “李先生年輕有爲，兩輛車只是瞧了眼就全款買下。”

    “我在京城幹這麼多年，李先生這麼豪爽的人還是一次見到”

    ...車行的員工圍過來，各種讚美的話，不吝嗇的說出。



    文鋼愣在邊上，看着發生的事情，滿臉迷糊。

    還是他認知中的公司員工李曉嗎？

    直到李曉隔着數米晃動手裏的兩車鑰匙，文鋼才從驚愕中回過神。

    他不可置信的輕喃道：“怎麼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