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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桑海,任務

天山共色,风烟俱净。

卫庄站立在崖边,神色淡然的望著远方—蜃楼的方向,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麼,也没有人愿意冒著生命危
险去揣度。

仍旧是一身黑袍,在背后洒下一片渊深暗影,氤氲雾气朦朦撩绕,更显神秘。如昔的,他还是冷酷无情的霸
道。彼年的韩国大将军,今时的流沙首领。

在他身后,也依旧是一名绝美的女子盈盈而立。只是那白衣圣洁的精灵不再,而是红衣妖娆的赤练王蛇
吐著信子,魅惑众生。

两个人都变了,不似当年的年少轻狂。

「白凤呢？」
男子的声音富有磁性,给人一种低沉内歛的错觉。

「该是快来了吧」
女子妩媚的勾唇,窈窕身姿间冷意浮动,她与那名为白凤的青年一向不和也不是什麼需要隐瞒之事。

其实对於女子而言,他并不是那麼讨厌,仅仅是因为那个人总是轻易洞穿她的一切,这让她觉得,自己没有
丝毫隐私可言…

不过说真的,他会在那天救自己…真的是她未曾想过的。

真正盼著的没有出现,却是一直不和的青年迎风而立,拼著受伤救走了自己。

念及此处,赤练红唇边噙著的笑,又更深了些。

突然,洪亮的鸟鸣声画破了长空,断了赤练的思绪。

只见一只白色的大鸟从两人头顶飞过,翩然的身影自上方落下,拂起清冷不拘的淡淡凉意,直透心田。

白凤。

流沙四大天王之首。

他来到的姿态张扬潇洒,却是悄无声息的落在他们身后,只有肩上两条拉得极长的丝带翻滚得猎猎作响,
召示他的犹自存在。

「你来晚了」

「嗯。」

「有个任务给你」



卫庄没有回头,银灰的眼底映著整座桑海城,却像是刻下了整片天下,而那君临者,不是嬴政。

「去取少司命的心头血」

「不去」他总算移动了视线。

「如果你真想保护那个女人的话,就照做」

闻言,白凤闲适的身形僵了一僵,森然的冷酷自他湛蓝的眸中泛起,没有丝毫掩饰。

「卫庄,我警告你,别动她」

 「那要看你的表现了,如果你失败了,我又何必遵守诺言？」

「…我去」

这个男人,总是这样。

对所有的一切了如指掌,也能善加利用周遭做了东西,然后轻易的就将别人掌控—这就是卫庄。把他抚
养长大的男人。

而就算是如此,他,还是可以轻易被其丢弃的棋子。真正的原因,不是没有完成任务,却一定与剑圣盖聂有
关。

以卫庄的话来说,就是“我与盖聂之间的事,谁都不准插手”。这次会要取少司命的心头血,他不用想也
知道,是为了墨家那个医仙的病,剑圣这麼挂念…难道是吃味了？

白凤不由得勾起嘴角。

「卫庄大人也小心了,如果我失败了,不知道剑圣阁下会怎麼想？」
言罢,他足尖一点,向后跃起,鲨齿冷厉的血芒险之又险的从他原先站立的位置画过。

卫庄提剑直指前方,冷漠的眼神凝著落在白色巨鸟身上逐渐远去的青年,暗藏了一抹复杂之色,只有站在
一旁的赤练清晰的捕捉到了。

但她也只能在心底苦笑。

卫庄大人虽然执著於盖聂,但他其实,是真正关心你的啊…白凤。

只是你与那个女人的情劫,就算是外人再怎麼阻拦,也只有局中人能斩断…淡淡的伤感自她眉眼间浮现
。至少,卫庄大人是在意你的,不是吗？而我,还真的只是他的一颗棋子。

 
 小小的桑海城中,却有著截然相反的欣欣向荣。

鸡犹未啼的时候,就有许多店铺已经开张,迎著逐渐变淡的暗夜,天边似有一道光亮缓缓透了出来,与人们
忙碌的身影交互衬托,有种闲适舒心的味道冉冉升起。



在这些往返的人流中,一栋极为普通的二层平房静静耸立,硕大的扁额上刻著四个字：有间客栈。

这里是墨家的秘密据点。

很平凡的楼房,却有著十万两黄金以上的价值。

而此刻,二楼的某个房间内,大铁鎚、盗跖、小高、班老头等墨家五位首领皆聚集於此,上演一场唇枪舌
战。

「为何定要与流沙那帮家伙合作？」
大铁鎚一个拳头砸在桌上,满脸愤愤之色。

「流沙带秦兵破了我墨家传承百年的机关城,还让蓉姑娘到现在都还未苏醒…儒家道家不比流沙差,找
他们也不是不可以啊！」
流沙和墨家在昨天正式敲定合作。卫庄的条件是墨家要配合他们的一切行动,而墨家则是要求流沙需
协助推翻大秦,并救起医仙端木蓉—碧血玉叶花已经枯萎,也只有赤练知道另一种救治的方法。

说实话流沙与墨家当初会出现冲突的原因还是因为盖聂,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不死不休,两者的结盟,还是
许多人乐见的。

「如果流沙与我们合力推翻嬴政,大秦变弱了,我们这边却多了擅长隐在暗处的势力,不也是件不错的事
吗？」
班老头无奈的看著大铁鎚,又解释了一次。
「尤其是流沙的黑麒麟,更是变幻千万的恐怖杀手」

「就算是如此,他们那种人能信吗？你说呢盗跖？」

「我也这麼认为,可是不这样的话蓉姑娘的性命就…」
盗跖在此时此刻也不再是嘻笑的嘴脸,担忧的望著躺在床上的白衣女子—她脱俗的,好像只是睡著了一
样。

现在,唯一有希望救蓉姑娘的,只有赤练啊！

「谁知道那个女人说得是真是假？他们的话,难道我们该去相信吗？」
虽然同样忧心於端木蓉的安危,但是大铁鎚还是坚持著自己的想法。主要还是,流沙选择帮助他们的这
个决定,实在与先前的立场差太多了。墨家,还有著推翻大秦的使命。

救治医仙的方法相信一定有,但是这天下许多人,却已经等不得了。在这乱世,本就是身不由己。不仅仅
是因为他们是墨家的头领,也因为这是所有天下人都应尽的责任。

这是几个月以来,大铁鎚终於明白的道理,他不会再像以往那麼冲动,有了些头领的样子。

「可是—」

「想不到墨家以往最冲动的大铁鎚,总算说出一点儿人话了」



这个声音是…

「适才这个大家伙的话,算是你们墨家全體的看法吗？」

流沙,白凤。 

一身白衣的青年背靠著墙壁,优雅闲散,不知道已经站了多久 。

他双手环胸,一派潇洒之意,蓝发自在的垂落在俊美脸庞两侧,更衬得他不拘而傲然,薄唇间勾著一如既往
的冷漠嘲弄,正一脸不屑的望著他们。

「不,刚才是大铁鎚失礼了,在下在这里代他向阁下赔罪」
盖聂适时的上前一步,恰恰挡住了正要发作的壮汉,他沉墨的眸如水般透撤寧靜,眼神示意了一下大鐵鎚
。在這種有求於人的時候,終究還是先別太衝動的好。

哼……這就是讓衛庄如此執著的師哥嗎……這兩人,還真是沒有一點相似。

白鳳閒適的靠在柱子上,唇邊的嘲弄又擴大了幾分。

「你们还是小心点吧,与你们合作对我们而言只是顺道,对你们,却是必要,不是吗？」

「你—！！」饶是盖聂也不由得蹙起了眉。

其实白凤说得也没错,他们需要,他们必要,这就是差距,是流沙可以在一路的合作中取得主动权的筹码。

「此次流沙派你来,是卫庄有什麼消息吗？」

一直处於沉默中的斯文男子总算在此时开口了。

他的目光很平静,波澜不惊,却是十分凌厉,闪烁著莫名的神采。白凤不由自主的移开视线。对这个男人,
他可说是印象深刻。

排名第七的水寒剑主人。

赵国第一琴师。

更重要的是—她的选择。

不想承认,也不愿意承认,高渐离,更能带给她幸福。

——終究,是我先抛弃了你,不是吗？

心底,不可抑制的陣陣抽痛著。但是,他只能選擇扯開略顯僵硬的嘴角,把這心心念念埋在內心最深處,然
後背負著這種痛,故作冷傲的道出此行的目的——

「阴阳家左右护法、大少司命及云中君携同千泷公主,将在明天抵达桑海…目的是即将出世的“苍龙
七宿所隐藏的秘密”…」



 
「苍龙七宿的秘密？！」

包括高渐离在内,所有人都露出了十分惊讶的神情。世人皆知,得苍龙七宿者得天下,却没有人知道,其所
隐藏的秘密究竟是什麼。

毕竟如若只是得到七个盒子便能得到天下的话,也不会有这样的乱世红尘了。

而现在,它所掩藏的真实,将被阴阳家揭开了吗？这绝对是不是个好消息,於他们,於天下。

「是什麼秘密还不清楚」
白凤还是一副蛮不在乎的神情,上扬的嘴角也依旧轻挑不羁——对於这些人的反应,他丝毫不感到意外
。
「卫庄大人的意思是希望你们能配合流沙的行动,夺走苍龙七宿。」

「等等,那蓉姑娘的病…」

「這你们不必管了」

「白凤！要不是为了蓉姑娘,我根本就不想与你们合作！你不要太过份了！」
盗跖终究是忍不住了,电光神行步施展开来,手抓向了青年的衣领,然后又被对方轻易闪过。「如果卫庄
没有治病的药,我们也荒论什麼合作！！」

「小跖！」
高渐离厉声打断了盗跖的话,向大铁鎚使了个眼色。他立刻点点头,拖著盗跖走了出去。「喂！大铁鎚
你一个大男人别这样拉著我！白凤！你最好向卫庄那个混蛋…」

碰的一声,将男子的叫喊声拒之於门外。

「管管那个贼」白凤满脸不屑的冷哼一声。

他一直都很讨厌那个贼头贼脑的小偷,对方那副嘻笑的嘴脸让他很想直接一掌拍下去。而且,总是不自
量力。在他看来,不是什麼所谓信念,而是给弱小的自己一个冠免堂皇的藉口,这也是他讨厌墨家的原因
。

我就是不懂,雪儿…逃离这红尘不是你的梦想吗…明明给了你的自由,为什麼反而选择越陷越深,还与这
些家伙为伍…与那高渐离一同归隐山林,不是很好吗？就像我们那个时候一样…

「白凤…？」
高渐离望著似乎出了神的青年开口唤道,一抹困惑之色暗藏眼中。

白凤这才恍然回神,有些囧迫的冷瞪一眼高渐离,再扫了扫其他人——所幸,只有他察觉到了他的失态。

「十日内,药自会奉上」
最后,他烦躁的以这句话结束了今天的话题。



 



第二章 蒼龍七宿

由於有间客栈位於桑海城的繁闹地带,再加上如今也已旭日东升,白凤罕见的没有坐在爱鸟凰儿身上,而
是选择步行出去,街道上的热闹让他不由得眯起眼,有些不适应。

作为杀手,他并没有什麼闲功夫在城内悠哉的闲晃。

最近的一次,还是与雪儿…

「白凤,等等」

「有事？」

没有回头,白凤冷冷的应道,右肩的绸带随风凌舞,与他一身白衣相互交错,飘逸出尘。

「你和阿雪,是不是有什麼过结纠葛？」

湛蓝高傲的眸在霎时凝固。

「一开始合作的时候,卫庄就提出了这个条件：每一次双方的合作都不得让雪女参与,但是他明显与阿
雪并不认识,那他必然是为谁提的…」

高渐离直视著眼前那名已经回过身的青年,像是要将他的一切全数洞穿——

「在卫庄大破机关城的时候,你身为流沙四大天王之首却未露面,就连那三场与我们墨家的赌局中也没
见你出现…在流沙组织中,值得卫庄重视,阿雪又不曾看到的,只有你,白凤」

「…所以呢？」

「你是六年前与阿雪在一起的那个少年吧？」

「你—」

「我是当年曾被你们自人口贩子手中救下的那个米糕」

高渐离的口气十分平静。

米糕…

倒是白凤有些愣了神,脑中浮现了一个大概与那名少女一样大的瘦高少年。因为他说他叫小高,再加上
满身泥土脏兮兮,所以被他们戏称为米糕。

后来米糕被一个老者带走,之后就再也没见过了,没想到,现在竟以这种情况再遇。

「到底,我离开后发生了什麼事？」



「…她知道你是米糕？」

「我没告诉她」

白凤陷入了沉默。

如果她身边的人是米糕的话…相信会幸福的…

至於自己…她身边的位置,永远都不会属於我。

他缓缓转身,再度背对著高渐离。

「等等,白凤,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

然后抬脚,冷漠的向前走去…

「白凤！你是不敢面对她吗？！」

他瞬间停止了步伐。

不是因为身后男子的冷喝,而是因为他看到了一名身著蓝裙的绝美伊人,,正盈盈向这边走来。

她肩若削成,腰如约素,延颈秀项,皓质呈露,云髻峨峨,修眉联娟,明眸善睐,靥辅承权…

那是怎样倾国的绝世容姿？

一颦一笑,一言一行,一嗔一怒,无不飘逸若神,不可芳物。

是她,雪女。

那个一舞倾尽天下的雪白女子。

她就这样轻移莲步,款款朝他们而来。

一如多年前,在湖畔回眸凝笑的风华,且更添一抹清媚。记忆中的她,显得有些模糊了起来,恍然的不似真
实。

这种感觉,简直就像属於自己的那个女子,已经属於别人——

如今,是自己所不了解的她。

为另一个男人的喜怒所左右的她。

很陌生,很陌生…

她的眼底烙印著的,仅仅是身后的青年,巧笑倩兮,眸光泛澜,是盈满纯净柔情的凝眸注视,好像所有的磨
难只要有他,都没有什麼好怕的…



曾经,那亦是只为自己所有的信任依赖。

——你真的…爱上他了吗？

就算如此,他无话可说。

——谁叫我…先离开了你呢？

雪白的墨家统领并未因青年的伫足而停下脚步,不知是什麼原因,反而加快了前行的速度,弯成月牙形状
的冰冷蓝色亦染上了一层俏皮的色彩。

近了。

她身上那股独特的、冰雪般的清香,已经在流转间飘入了鼻中,渗进心房。

近了…

然后,他们擦肩而过。

雪女略显轻快的从他身旁走过,蓝色的裙摆在那一瞬间与白色长衫纠缠,又很快的分开,扑腾蝴蝶般搧动
著彩翼而去,美丽的无法捉摸、无法看透。

似乎,也带走了他们之间那一丝说不清的千千念念。

心臟,像是被掏空似的生疼。

——那天,我從你身旁走過的時候,你也是這般心情嗎？

雪兒……我真的,就是一個混帳。

但是,我還是希望你能原諒我……

很混帳,對吧？

「小高,流沙那个白凤凰走了吗？」

來到高漸離身畔的雪女輕輕抿起嘴角,笑得俏皮又绝丽,目光疑惑的顺著高渐离注视的方向望去,却只见
一片茫茫人海。

没有什麼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也没有看到秦兵四处晃悠。

那麼,还有什麼让他这样出神？

「在看哪家的姑娘啊？」

雪女笑得越发越是清媚,眉眼间闪动著鬼灵精怪的神采,很明确的显露出她此刻带点娇嗔的柔意。



其实就算嘴上这麼说,她心底却实在没有一点担忧的情绪,她清楚的知道,眼前这个长身玉立的青年,是值
得自己去全然信赖的,不像他,背叛了自己的信任…

想到他的时候,胸口,还是难以避免的隐隐刺痛,那是包含了深情、痛苦、憎恨、恼怒、悲伤等的复杂思
绪。

好厌恶,仍无法全然憎恨他的自己。

高渐离,才是自己应该该深爱的男人啊…

应该,要是这样的。

迷离间一只修长冰凉的手在此时突然伸了出来,与女子的手掌十指交扣。抬眼看去,正对著了一双如墨
的眸,沉淀睿智,然后她听到了他罕见的回答。

「没有…只是,再想一些事情」

雪女默然了一会儿,接著才缓缓开口。

「卫庄找到治蓉姐姐的办法了吗？」

「找到是找到了,可他没有多提,反而提供给我们另一个消息」

「什麼消息？」

高渐离动了动嘴唇,将白凤带来的情报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越听,雪女冰蓝的美丽眼瞳也跟著越瞪越大
——

这,是要变天了吗？

……………………………

世人皆知阴阳家的名头,却是鲜少有人知道,在百年前,风头正劲的阴阳家,与已经被灭的蜀山本是同源,
都是由天姬姬如千偌所引领的巫族演化而来。

而姬如千偌,亦是前次攻陷机关城时,月神所带回的公主高月…不,姬如千泷的祖母——

制造出苍龙七宿的传奇女子。

就算是她率领的巫族,也无法知悉苍龙七宿的秘密,只得到了指示,将七个锦盒交与七国太子,就是功用也
不清楚,直至姬如千偌香消玉殒前留下了一句话：得苍龙七宿者得天下,它的神秘面纱才总算揭开了一
层。

但是,它的古怪之处还远远不止如此,因为,它无法打开,而占星观象得到的结果是,只有身具高贵的姬如
血脉之人方可開啟。



关键在於,姬如千偌唯一的女儿,在母亲死后便离开了巫族,不知所在何方。

为了打开苍龙七宿,七国各派人疯狂的找寻那个女儿,但她如同人间蒸发一般,再也找不到,却没想,这一
次,竟意外的被月神探得了,还连带找回了巫族下落不明的圣物幻音宝盒。

「苍龙七宿,千泷打开过了？」

阴阳家大殿内,月神、星魂、大少司命、云中君等人垂手而立,直面著站在高耸石阶的人影,东皇太一,而
他,仍旧一身夜色包裹,语调平静极具穿透力。

「是。」

蓝衣蒙面的女子上前几步,躬身应道。

「如何？」

「苍龙七宿,是地图」

全场所有人都不由得露出了惊讶的表情,纵然是一向都能保持镇静的东皇太一,也诧异的哦了一声。

「什麼地图？」

「上古十大神器的所在位置,一个锦盒对应一件神器,我们得到的锦盒,是神農鼎的所在地…并且,位於桑
海,与这次的目的地相同」

话到此处,月神顿了顿,扭头望向一旁的两个人——云中君。

「恰巧,很适合我阴阳家的云中君」

阴阳家的野心,不可能仅仅止步於为秦效力,而是更高的,统治整个天下,如果苍龙七宿…确切的说是上古
十大神器能全部为阴阳家所用的话,相信,离一统的日子也不远了。

「哦？意思是说我们除了铲除墨家余孽,也顺道提云中君取得神農鼎？」

开口的是星魂,他一身幽蓝法袍,负手而立,左眼周围的妖蓝火焰在黑暗中诡谲的跳动,显得格外邪异森冷
,语调低沉轻扬,唇角勾著一抹完美的弧度,对月神投以悠悠的凝视。

「大意便是如此」

「東皇大人,不怕拿了神器的傢伙,自己先欲望膨脹嗎？」

星魂抬起眼,改而望向東皇太一。

由他們出力,他坐收漁翁之利,天底下哪有這樣的好事？

想要利用他星魂,那也是要付出一定代價的。



「如果你是在顧忌這個的話,星魂,此次行動的指揮權,我就全部交給你了」

東皇太一沉穩的嗓音,在偌大的宮闕中回蕩。

他知道星魂的想法。

雲中君在以往只是負責煉藥,此次會隨行上蜃樓只是因為秦帝嬴政所要的是長生不老的靈藥,有他這樣
成天與醫藥為伍的傢伙在,相信不會有錯拿的可能性…

本來或許只是這樣而已,但是現在,蒼龍七宿所載有的神器神農鼎卻即將現世於桑海。整個陰陽家中,適
合使用神農鼎的,也只有雲中君一個。

如果一個平時地位還低於三個人的時候,在得到神器的同時,不會想要得到更多權力與地位嗎？

既然如此,只能在行動上壓制他了。

星魂,正好適合做這種事。

冷漠邪意的嘴角再度勾起了弧度,星魂只手放於胸前,朝東皇太一行了一禮,幽幽妖藍卻掃向了一旁的雲
中君,對方泛青的臉色讓他滿意的瞇起眼,邪意中點點星光閃爍,像極了漫天星辰,只是,是森冷的。

「星魂領命。」

雲中君,別人不知道,我可看得很清楚…

就你,還沒有那個資格。

「少司命,等會來找我」

東皇太一望向了始終沉默著的紫髮少女,她一雙平淡不帶光彩的眼瞳流轉了一下,接著點了點頭。

「諸位可以退下了」

收到少女的答覆,東皇太一也不再多說,轉身而去。臨走前,看了一眼下首淡藍色的中年男性。

他此時正憎恨而扭曲的望著那道幽藍的身影,袍底下的手緊緊握成了拳頭,就是掐出了血也渾然不覺。

雲中君…希望你不會讓我失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