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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双靴子引发的血案

洪武二十六年八月仲秋，丹桂飘
香，明月在天，天地间青濛濛一片，甚
是清朗。应天府五城兵马司内，一支
百人的队伍，举着火把站在广场上，
人手一柄刀，神色肃然，杀气腾腾。
“走！”指挥使一声令下，队伍霍
地转了个方向，往外奔将出去。杂沓
的脚步声，踏破了夜的宁静。
这五城兵马司，管理的乃是治

安、巡防之事，若非有什么
大案，其余皆由府院署处
理，等闲惊动不了这帮兵
老爷。那一支人马直奔一
条民巷，在一道门前停下
来时，未及里面的人开门，
前面的指挥使便做了个手
势，两名士卒会意，抬腿便
是一人一脚，“啪”的一声，
大门应声而开。那帮人鱼
贯而入，里面的人家已被
惊动，只见得一老一少两
位妇人，脸色惊慌地看着
一身武装的兵老爷们，娇躯微微颤抖
着。
指挥使目光如电，往院子里瞟了

两眼，忽沉声道：“颜锁柱何在？”那位
年少的妇人答道：“我家官人已有两
日不曾着家，不知去向。”“是吗？”指
挥使冷笑道：“本使接到举报，说颜锁
柱在傍晚时分入了城，莫非他入城之
后，不曾着家？”那年少的妇人许是害
怕的缘故，俏脸煞白，道：“不敢欺瞒
老爷，奴家……委实不曾见过。”“罢
了！”指挥使道：“入城而不归家，必也
是负心汉子，本使就勉为其难，替他
照看家眷。”言话时，已有两名士兵，
若抓小鸡一般，将一老一少两位妇人

抓了出去。
次日早上，指挥使到衙门没多

久，便有人来报说，门外有位自称是
颜锁柱的汉子求见。指挥使眼睛一
亮，“嘿嘿”笑道：“到底还是来了，带
去堂上问话！”
那指挥使整理朝服，及至大堂

时，见堂下果然立了位汉子，并非想
象中的那般粗犷，反倒显得有些清
秀，头戴了条四方平定巾，着一袭粗
布长衫，其打扮也无特殊之处，唯独

是那双靴子，煞是扎眼。从
样式上来看，应是双虎头
靴，不过是短帮的，靴靿较
常见的长靴短了一截。黑
绸为面，筒口部有卷云纹，
颇是精致。指挥使打量着
那颜锁柱脚上的靴子，忽
抬起自个儿脚上所穿的靴
子，笑道：“你脚下所踏的
虎头靴，与本使这双皂纹
靴比较，亦是不遑多让，且
与本使说说，此靴所出何
处？”

那颜锁柱情知今日入得这五城
兵马司的衙门，恰似一脚踏入了地
狱，凶多吉少，然其虽不过是文弱书
生的模样，倒颇有些胆识，嘴角一弯，
一副似笑非笑的模样，说道：“今日在
下乃为救妻母而来，生死不计，只望
指挥使大人格外开恩，放了她们，可
好？”指挥使倒也痛快，道：“可以。”颜
锁柱似乎暗松了口气，道：“此靴乃是
自制。”“痛快！”指挥使又问道：“制于
何处？”“城郊田家村中的一处民房。”

明日关注：指挥使神色一沉，道：
“本使是否可以理解为，你在那处民
房大量缝制靴子，并对外出售，以此
获取巨利？”

宜欣说完，立起身来，静静地站
着。江汉关钟声奏响六点一刻。秋风
阵阵，落叶在马路两侧不由自主地滚
动发出轻微感伤的簌簌声。
陆武桥很想说点什么，可他发不

出声音来。他成了一具流泪的木乃
伊。宜欣突然俯下身来，吻了一吻陆
武桥的泪水，然后迅疾地转身离开了
房间。她将房门轻轻带上。咔嗒，这是
门锁的声音。之后是她下楼的脚步
声。之后一切归于宁静。
邋遢是第一个发现

情况有异的人，因为陆武
桥没有像往常那样在星
期一上午里里外外巡视
餐厅。到下午的时候陆武
丽开始十分钟打一次陆
武桥的 Cal l 机，但一直
Call到夜里十一点，就是
得不到陆武桥的回话。陆
武丽便判断陆武桥肯定
在宜欣那里，而他的 Call
机也一定落到了宜欣手
中。第二天一早，陆武丽
就冒冒失失，骂骂咧咧地从汉口跑
到武昌的大学区域，她在好几所大
学之间转来转去才发现她根本说不
准宜欣的学校名称和所学的专业。
晚上陆武丽不敢回家，怕父母知道
后急坏了，就找个借口住到了姐姐
陆掌珠家。姐妹俩一晚上不住气地
打电话询问陆武桥的三朋四友，同
时也不住气地 Call 陆武桥，最后还
是没结果，陆武丽哭了起来。陆武丽
持之以恒地痛哭了两天，第三天泪
流干了，嗓子也哑了，头披脸肿，水
米不进。这时候，隔岸观火的刘板眼
出面了。刘板眼一出面，问题便得到
了条分缕析的研究。分析研究之后

的结论是：要解决问题，首先应该探
本溯源，这就是首先应该回到洞庭里
找十六号的紧邻们了解第一手材料。
于是，大家停止了满世界的搜寻，由
刘板眼率领着回到洞庭里。
洞庭里这一下比过节还要热闹，

居民们走出家门，在弄堂里兴奋地交
头接耳。李老师站在大门口，热情周
到，百问不厌地回答着人们关于陆武
桥的种种提问，同时还配发自己的评
论与感慨。

陆家姐妹一见洞庭
里的这般架式，气得早把
自己是干什么来的给忘
在脑后了，陆武丽毫不犹
豫地两手一叉腰，张嘴就
骂：一个个受陆武桥的恩
惠还少哇！怎么都看戏不
怕台高！
刘板眼看了陆掌珠

一眼，意思是让她赶快阻
止陆武丽。可陆掌珠竟然
完全错误地领会了刘板
眼的意思，立刻鼓起勇

气，也学起妹妹的样子，拍着胯子一
蹦三尺高。刘板眼伤心欲绝：这女人
一而再，再而三地出毛病，傻得没药
医啦！他在眨眼间恍惚了一下，看到
了前景悲凉的自己。刘板眼懒得再搭
理陆家姐妹。他想他一定得找到陆武
桥，他一定要再与他斗争一番。要什
么样的女人是他的自由——— 他这辈
子将坚持不懈地向陆武桥灌输这个
道理——— 以这次寻找陆武桥为
例——— 直到离婚。

明日关注：刘板眼快步走上前
去，向众邻居抱了抱拳，散了一铺香
烟，然后语气郑重且委婉地与李老师
攀谈起来。

□文/图 半岛记者 郑天钟

“金九银十”果然是属于新车的舞
台，从传统的汽车业巨头到风风火火的
造车新势力，从大空间的SUV到灵动的
电动微型车……消费者一下子多出了不
少新选择，当然，最终谁获青睐，还得看
产品硬实力。

新标杆：新一代凌派发布

9月27日，2018广汽本田品牌之
夜暨新一代凌派上市与全新RDX预售
发布会正式举行。其中，备受关注的新一
代凌派定价为9 . 98万元～ 13 . 98万元，
相当有竞争力；而作为广汽Acura的第
三款国产战略车型，全新RDX的预售价
格为34 .8万元～ 39 .8万元，并确定将于
今年11月正式上市。
外观方面，新凌派如同一台“小雅

阁”，黑色U形前脸大嘴、厚重的前格
栅镀铬饰条、全LED大灯组、溜背风
格车身、C字形尾灯等多处元素均来
自于后者，在车身尺寸上，其长宽高
分别为 4756毫米/1804毫米/1509
毫米，轴距为2730毫米，足以营造出
越级的车内空间水准，非常舒适。此
外，新凌派标配车身稳定系统、牵引
力控制系统、胎压监测、电子手刹、一
键启动、LED尾灯等，堪称丰富。动力
方面，该车全系搭载了代号P10A3的
1 . 0T直列三缸发动机，其最大功率
90千瓦，峰值扭矩 173牛·米，匹配 6
速手动与CVT无级变速箱。

点评：新车主打舒适性与大空间，堪
称A级家轿的新标杆。

新物种：宝骏E200岛城上市

近日，宝骏品牌全新纯电车型———
E200在上汽通用五菱青岛分公司正式下
线，并同步在青岛地区上市。新车补贴后
售价为4 .98万元～ 5 .98万元。

E200的造型很有特点，其采用了硬
朗且颇具立体感的车身线条勾勒，LED
日行灯结合保险杠上夸张的立体进气
口，营造出“钢铁侠”的范儿，行驶在路上
有很高的辨识度。此外，就功能性而言，
E200配备了大屏、车载wifi、APP车机
互联、无钥匙启动等便利性配置，尤其远
程智能交互系统将为车主提供充电及停
车导航、智能补电、智能车辆体检、远程
控制等多项智能服务。动力方面，新车搭
载一台最大功率为29千瓦的驱动电机，

使其NEDC工况续航里程达到210公
里。值得一提的是，宝骏为E200的动力
电池提供8年或12万公里的质保，免除
车主的后顾之忧。

点评：非常适合城市通勤的电动车。

新势力：威马EX5批量交付

对于主打“智能纯电动”的造车新势
力而言，批量交付一直是一道难题。日
前，威马汽车在这方面取得突破，其在温
州举行了EX5产品上市交付大会，正式
开启用户批量交付工作。
据介绍，威马 EX5官方售价为

18 .655万元～ 24 .73万元，在青岛，补贴
后售价为13 . 705万元～ 19 . 23万元，刷
新了消费者对智能电动汽车的价值期

待。此外，威马汽车表示今年将交付1万
辆，2019年的交付目标是10万辆，而且
威马会在明年陆续推出威马EX5 Pro
和EX6两款车型。记者还获悉，现场一
百余位车主成为首批威马MASTER用
户，他们终身所购的威马汽车产品均享
有整车及三电系统终身质保(易损易耗
件除外)；终身所购汽车产品均享有免费
流量；威马MASTER用户所属家用充
电桩享有终身质保，并享有一次免费的
更新未来新型家用充电桩的权益。

点评：批量交付标志着威马产品品
质的真正成熟。

新气象：全新传祺GS5首秀

10月2日，广汽传祺全新一代GS5
在巴黎车展上完成首秀，并开启预售，预
售价格为12万元～ 17 . 5万元。据悉，新
车将于10月31日正式上市。
在外观设计上，全新一代GS5与

GS7、GS8明显不同，柳叶形前大灯组内
部融入了三颗LED光源，配以镀铬装
饰，看上去十分个性，而前格栅则延续了
传祺的凌云翼式家族设计，营造了大气
的风格。车身尺寸方面，新车长宽高分
别为 4695毫米/1885毫米/1700毫
米，轴距为 2710毫米。内饰部分，其
采用全新的中控台设计，车门内饰板
和仪表台缝线带来不错的质感。大尺
寸悬浮式中控屏位于中央空调出风
口下方，科技感十足。在动力上，新车
将搭载4A15M1和4A15J1两款1 . 5T
发动机，并匹配手动变速箱与爱信6速
手自一体变速箱。

点评：从内到外，产品力全面升级。

新车争亮相“银十”也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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