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試閱 1  初遇 

 

「來兩串豆干，加辣油。」有個帶笑的聲音道。 

今夏回過神來，抬頭見是楊嶽，訝異道：「你怎麼知道我在這裡？」 

「剛送了兩條醃魚去妳家，正好碰見妳娘，順便把妳的出差補助給她了，她說妳

在這裡守著攤子。」他也不見外，自己動手撈了一串豆干，淋上辣油，「我爹說

明日一早讓咱們跟他去兵部司務廳。」 

「哦。」她漫不經心地應了一聲，「司務廳又丟東西了？」 

「鬼才知道。」楊嶽循著她的目光往河面上望去，好奇問道：「看什麼呢？」 

「看見那個跳水雜耍的沒有？」今夏努努嘴。 

隨著她的話語聲，赤膊漢子以一個漂亮的後空翻自高竿上躍下，抱膝連打了三個

筋斗，「噗通」一聲穿入水中。 

正是春寒料峭時，河面雖未結冰，河水卻是冷得刺骨，楊嶽見了不禁縮了縮脖子，

替那人打了個哆嗦。 

「我才賣三串豆干，他都跳八回了。」今夏無比羨慕地望著爬上船的赤膊漢子，

「他忙一晚就抵得上咱們一個月的月俸，你說咱們還當捕快幹什麼？」 

「妳不嫌冷？」 

「你會嫌銀子冷嗎？」 

她低頭看向一堆如小山一般的滷豆干，也不知何時才能賣完，不禁長歎氣。 

「又缺銀子了？」楊嶽很是瞭解她。 

她還未回答，攤子前便來了人。 

「要四串豆干，兩串澆辣油、兩串灑梅子粉，越酸越好，我娘子現下就想吃點酸

的。」寵溺的語氣聽得人渾身直起雞皮疙瘩，正是陪著老婆來逛夜市的孫家老大，

孫吉星。 

儘管很不願意抬頭，但衝著收錢的分上，今夏還是快手快腳地弄好豆干遞過去，

面無表情道：「四個銅板，謝謝。」 

孫吉星付錢，他老婆接過滷豆干，眨眨眼看著她，「咦？今夏，怎麼是妳在看攤

子？妳不用抓賊嗎？」 

「咳咳……這是特殊任務。」今夏壓低聲音湊過去，「近來官府正在部署一樁大

行動，你們沒事少在街上走動，尤其妳懷了身孕，若是磕著碰著就更不好了。」 

孫吉星一聽便緊張起來，「當真？」 

今夏示意他們看向旁邊的楊嶽，反問道：「要不然你以為我們兩人杵在這裡真是

為了賣豆干？」 

孫吉星連忙攙著娘子急急回家去，楊嶽目送他們的背影消失在人群中，才朝今夏

問道：「好端端的，嚇他們做什麼？」 

「他們這對恩愛夫妻在我娘面前轉一圈，我娘回去就得埋怨我一車的不滿，我還

不能還嘴，真是能把人硬生生憋死。」 

她煩惱地捏捏眉心，忽然聽見左側人群中起了一陣喧鬧，正欲伸頭張望，便見有



一個頭戴飄巾、身穿三鑲道袍的男子跌過行人重重摔過來，不偏不倚正倒在她的

攤子上，滷豆干立時灑了一地，各色醬汁四下飛濺。 

「喂！你……」 

見他手上拿著一副賽黃金熟銅鈴杵，顯然是走街的算命先生，今夏伸手要去拉他，

不料他反手揮來，袖底露出雪亮的長匕首，藍芒冰冷，一望便知刀刃上抹了劇毒。 

「小心！」楊嶽見狀大駭，搶上前去。 

這一生變甚是突然，幸虧今夏反應機敏，及時側身閃過，匕首斜斜削去她半幅衣

袖。 

楊嶽雖然出手阻擋，卻有人後發先至，只見一道青影掠過，凌空飛腿直接將算命

先生踢得嘔出鮮血，只能撐在地上勉強掙扎。 

「說！密報藏在哪裡？」 

來者身穿竹青實地紗金補行衣，腰束白色錦帶，甚是軒昂齊整，一腳踏在算命先

生持匕首的手腕上，語氣冰冷得像是透著絲絲寒氣。 

「不知道……」算命先生疼得冷汗直冒。 

這位青衫者，今夏認得。 

當今天下，位高權重者，除去高高在上卻一心向道的世宗，獨剩下二人，一個是

嚴嵩，位居內閣首輔，在朝中結黨營私，自不必說；另一人是陸炳，錦衣衛指揮

使，他和世宗是從小一塊兒長大的好哥兒們，還曾冒著生命危險衝入火中救出世

宗，兩人的關係就跟鐵打的一樣堅不可摧。嚴格說來，陸炳還算是個不錯的官，

雖說排除異己、大權獨攬，但至少恪盡職守，也確實平反了詔獄中不少冤案，不

過，滿朝皆知他與嚴嵩交好。 

今夏領略過那位錦衣衛指揮使的風采，陸炳其人劍眉星目、長鬚飄飄、器宇軒昂，

目光流轉之間不怒而威，很是懾人。 

而她眼前的這位青衫者，正是陸炳的兒子，陸繹。陸炳是武狀元出身，據說陸繹

武功高強，不在其父之下，是錦衣衛中數一數二的高手。 

在她看來，陸繹的相貌應該是肖似其母，威武不足而俊秀有餘，唯獨那雙眸子酷

似其父，神色波瀾不驚，配上與年紀不太相稱的沉穩，又多了幾分清冷氣質。 

陸繹的腳微旋，加了點力道，她覺得似乎聽見算命先生的手腕骨頭在劈啪作響。 

「我……真的……不知道……」算命先生的聲音淒厲至極。 

這人身攜抹毒匕首，自然絕非善類，今夏知道錦衣衛向來手重，但眼見陸繹這般

逼供，她還是有點看不下去，上前開口道：「不知這位算命先生所犯何事？即便

是要審訊也該……」 

她的話才說了一半，陸繹連眼皮都未抬，衣襟擺動，露出繫在腰際的錦衣衛腰牌，

冷冷道：「官府辦案，閒雜人等讓開。」 

一見來者是錦衣衛，周遭圍觀的百姓就算再好奇也不敢繼續看下去，悄然無聲地

迅速散開，原本還熱熱鬧鬧的新豐橋頭很快變得冷冷清清。 

其間又有四人趕到，清一色皆是萬字巾、青藍長身罩甲、革帶與皂皮靴，正是錦

衣衛千百戶的裝束，四人至陸繹跟前恭敬施禮稟報道：「陸大人，曹革已死。」 



今夏聽見這個名字便已然明白，免不了暗自歎氣，不過半日功夫，曹革果然受不

了酷刑，被折騰死了。 

當捕快這兩年多，她的性子自是拘束了不少，也明白了許多人生格言，例如好漢

不吃眼前虧、大丈夫能屈能伸、識時務者為俊傑等等，自己的人生規劃自然是朝

著「俊傑」這條光明大道奔去。她雖然看不慣錦衣衛這副高高在上的德行，可是

六扇門也確實無權干涉他們的案子，原也想走，但目光落到一地的豆干渣，再想

到娘的臉色，一句「人為財死鳥為食亡」就在她的腦子裡浮現。 

她盡可能讓聲音帶上哭腔，以求有楚楚可憐的效果，「官爺，你們辦案也不能砸

了我的攤子啊。」 

沒人應聲，也許壓根兒就沒人聽見。 

陸繹不堪其煩地皺了一下眉頭，指著算命先生道：「帶回詔獄。」 

算命先生自是知道詔獄的可怖，臉色頓時慘變，忽然猛力掙扎，竟不是為了逃走，

而是直接撲在那柄抹毒的匕首上。 

那毒甚是霸道，只不過一眨眼，他居然口吐黑血，一命嗚呼。 

陸繹緊鎖眉頭，言簡意賅地下令道：「搜身。」 

四名錦衣衛將屍首細搜一番。今夏與楊嶽冷眼旁觀，看著他們解開屍首的髮髻又

扒掉貼身衣物，連鞋底都被劃開，以防藏物。 

「搜得還挺細。」楊嶽瞧著，朝今夏耳語。 

她對此不以為然，「這有什麼？熟能生巧而已，頂多也就是咱們衙門裡仵作的水

準，一幫子粗人。」 

陸繹背對著他們倆，也不知是否聽見了，微微側頭，眼角餘光寒冷如冰，本欲說

話的楊嶽察覺到便收了聲。 

「陸大人，沒有。」搜查完畢，千百戶向陸繹稟道。 

「妳猜他們在找什麼？」出於捕快的本能，楊嶽很好奇，壓低聲音問今夏。 

之前他說兵部司務廳丟了東西，而曹革正是兵部的，今夏已經隱隱猜到，只是不

便說出，便道：「這還用說，肯定是關係國家大事的大案。」 

陸繹再次側頭，雖然沒有說話，但眼底寒光的意思很明顯—— 閉嘴！ 

現下對今夏來說迫在眉睫的不是什麼軍國大事，而是眼前這被砸爛的豆干攤，於

是她再度開口，語氣誠懇而樸實，「官爺，我這些豆干其實不貴，您給個二兩銀

子也就夠了。」 

與此同時，其中一名千百戶滿面擔憂地對陸繹道：「兩個人都死了，又找不到圖，

都督那邊……」 

今夏迫不得已提高了嗓門，「咳咳，幾位官爺，你們至少應該賠點銀子啊。」 

這一次，她的聲音又脆又亮，很難讓人忽視，這下子，不僅僅陸繹，連一眾錦衣

衛也都看過來了。 

「二兩銀子就夠了。」她陪著笑，示意他們低頭看向一地的滷豆干碎渣。 

「妳找死啊，還不趕緊滾？」一名千百戶惡形惡狀地朝她喝斥。 

在銀兩的事上她向來毫不退讓，「賠了銀子我就走，不然我沒法跟我娘交代。」 



「妳……」 

千百戶逼上前作勢欲打，被陸繹一個厭煩的擺手制止。 

「給她銀子讓他們滾。」大事當前，他不願多生事端，更不想再看見無關的閒雜

人等。 

千百戶不敢不聽他的命令，只得取出錢袋，丟了二兩銀子給今夏。 

她喜孜孜地收好銀子，與楊嶽準備離開，行出幾步之後，她突然煞住，回頭看向

陸繹，心情甚好地提醒道：「我不知道諸位官爺在找什麼，不過他的衣袖上有青

苔的痕跡，鞋子半濕，我猜他剛剛應該去過距離河水很近的地方，比如橋洞。」 

陸繹盯了她一眼，然後單膝蹲下查看，果然發現屍首的左右衣袖都有擦過青苔的

痕跡。 

「那個地方有點高，所以他踮起腳，左手扶著牆，用右手去搆。」她繼續道：「若

我沒猜錯的話，他左手的指甲縫裡會留有青苔屑。」 

陸繹執起屍首的左手仔細察看，果然在中指縫裡發現幾點青綠，若有所思。 

今夏見他已經明白便轉身離開，身上揣著二兩銀子，腳步比平常輕快許多。 

「早就說他們是一幫粗人，就知道打打殺殺，上不得檯面。」對於錦衣衛這套作

風她很是不屑，邊走邊朝楊嶽道：「他們若是能幹些，咱們明早就不用去兵部司

務廳了。」 

「妳又知道了？」 

「人都死光了，東西也找著了，還有我們什麼事？」她想想又覺得有點惋惜，「既

然曹革通敵，賞格也該高一些才對。」 

半個時辰後，裹在油布內的薊州布防圖在一處橋墩凹處被找到。 

算命先生真名為宋永文，實際上是隱藏在京城內的雙面細作，專門收集情報然後

高價賣出。曹革得罪上司，被調離京城，為報復所以偷出布防圖賣給宋永文，而

後攜齊丘氏私逃。 

案情告結，錦衣衛指揮使陸炳深夜進宮，世宗餘怒未消，下令罰兵部尚書、兵部

左侍郎與兵部右侍郎各一年俸祿。 

 

「人都死了才要我們去查，之前都幹麼去了？」 

衙門偏廳內，今夏斜歪在梨木圓後背交椅裡，不滿地看著一紙公文。 

「人死了，可是銀子沒找著，十萬兩修河公款總得追回來。」楊嶽接過她手中那

紙公文，也有些忿然，「周顯已不過是工部都水清吏司郎中，他沒有膽子吞下十

萬兩修河款，難不成以為人死了就能把事情全推到他身上嗎？」 

周顯已，浙江吳興人，嘉靖二十一年進士，嘉靖二十三年任戶部給事中，嘉靖三

十一年任工部都水清吏司郎中，領十萬兩修河公款，奉命修整揚州河堤，至揚州

後卻遲遲未興工事，後被查明私吞修河公款，遂畏罪自殺。 

今夏冷哼，「有什麼可查的？嚴世蕃是工部左侍郎，但凡工程款項有不經他手的

嗎？若能查到他家去，保證什麼都查得到。」 

「夏兒！」楊程萬立刻喝止她。 



嚴世蕃是當朝首輔嚴嵩之子，嚴嵩權傾朝野，幾乎一手遮天，嚴世蕃所任工部左

侍郎兼尚寶司少卿稱得上是朝廷中最肥的差事。 

今夏歎了又歎，當今世道都是撐死膽大的、餓死膽小的，嚴世蕃任此職，簡直就

是在他的脖子上直接掛一張大餅，他想怎麼貪就怎麼貪，能吃多少就吃多少。 

楊嶽搖頭，「爹，這事沒法接，查不出來是我們無能，可真查出來恐怕連命都不

保。」 

楊程萬揭開茶蓋，輕輕撩開浮沫，看著茶針在升騰熱氣中沉浮，淡淡道：「沒辦

法了，大理寺左寺丞劉相左大人親自點了名要我去，你們倆回家收拾行裝，隨我

去揚州一趟。」 

「頭兒，我和大楊去就行了，您就在京城歇歇吧。」今夏道：「江南潮濕得很，

您這腿到了那裡肯定要鬧毛病。」她料定此行絕對是吃力不討好，楊程萬年紀漸

大又有腿疾，沒必要蹚這淌渾水，不如好好休養。 

楊程萬搖搖頭，「此案還有錦衣衛協辦，你們兩個盯不住。」 

又是錦衣衛！ 

今夏與楊嶽相視一眼，眼底不約而同地浮現艱難之色。 

在她看來，陸炳既然與嚴嵩交好，錦衣衛此行自然不會是要拆嚴嵩的臺，會協辦

此案的原因可能就是要替他消滅一切不利的罪證。 

「派哪個錦衣衛？」今夏默默問道。 

「錦衣衛經歷，陸繹。」楊程萬的語氣仍是淡淡的。 

今夏與楊嶽卻是同時一驚。十萬兩修河款，說小不小，可說大也不大，竟然需要

動用陸繹� 

然而只詫異了一會兒，今夏就已回過味來了，朝中官員升遷，若規規矩矩的便得

花費不少年月，三年一次按考評升遷，想升得快就得立些大功，還得讓皇帝老兒

有好印象。陸繹有他老子的光環在，皇帝老兒對他的印象定然頗佳，再立上一些

功績，說不定就能從七品經歷直接升到四品指揮僉事。 

「頭兒，那這案子還怎麼查？」她沒精打采地看向楊程萬。 

「我們只做分內事，別的不必管。」楊程萬回道。 

聞言，今夏與楊嶽皆無法，便不再多言，各自回去收拾行裝。 

 

從京城到揚州有南北大運河，坐船自然是最方便的，又快又可省卻一路顛簸。 

河道內有官府的官船，稱為站船，取河中驛站的意思。楊程萬等人隨著劉相左上

了站船，得知陸繹早已上船，且已等了他們半個時辰。 

「陸大人已在艙內歇息，命我等不可打擾。」船工向劉相左試探著問道：「是否

要小人通報一聲？」 

大理寺左寺丞是正五品的官，自是比從七品的錦衣衛經歷要高，不過劉相左卻是

氣短得很，不敢讓陸繹前來參見，只是訕訕笑道：「不急不急，過會兒再說吧。」 

官船上的人常年與各級官員打交道，看人行事的自然是占多數，楊程萬等人不過

是沒品沒階的官役，自是不會有人把他們當一回事，船工只是告訴他們各自的船



艙位置，只忙著引劉相左去船艙。 

官船有官船的規則，有品階的官所住船艙在上層，寬敞明亮整潔；不入流的捕頭

捕快等人就住下邊的船艙，狹小陰暗且潮濕；船工的住處更差，只能幾個人擠一

間窄小船艙。 

楊嶽先陪楊程萬進船艙，替他煮上從家中帶來的茶，待茶香驅走室內霉味才請他

歇息。 

今夏不習慣狹小的船艙，那股經年不散的霉味讓人覺得不舒服，便獨自到甲板透

氣。 

南北大運河修於永樂年間，自此南北漕運暢通無阻，南方的糧食源源不斷地運往

北方，供應北方城市與駐軍。河面上，漕運的船隻絡繹不絕，成群結隊的野鴨子

出沒波濤之中，南方稻米經漕運北上，無數糧食遺漏河內，養得水道內魚肥鴨壯。 

今夏俯在船欄上，目光有點發直地盯著野鴨子。 

楊嶽上甲板來尋她，順著她的目光望去，情不自禁地讚歎道：「真肥啊！」 

她連連點頭表示贊同，雙手握拳痛惜道：「就是說啊，早知道這樣，平日無事就

該來這邊逮野鴨子，肯定能賣好價錢。」 

「賣了多可惜，這可好吃了，野鴨子的肉緊實，和家鴨不同，用刀切厚片，放溫

油裡滑一滑。」一說起烹調，他就有些煞不住，「雪梨洗乾淨也切片，兩片雪梨

夾一片鴨肉，放入油中反覆炸，炸到鴨肉酥爛，那個味道真是……」 

「別惹我，正餓得要命。」 

今夏痛苦地制止他，她身上缺錢，本想到衙門裡吃飯，可是為了趕船，根本來不

及吃上半口，站船沒到定點是沒有東西吃的，她現下是餓得前胸貼後背。 

似是早知她會餓，楊嶽從懷中取出一樣東西遞過去。 

低首一看，是用層層油紙包好的蔥油餅，她立刻感激涕零道：「真是知我者大楊

也。」顧不得多說，她先解開油紙，連咬了好幾口，大嚼特嚼。 

「又沒吃飯？」他問道。 

她瞥了他一眼，邊嚼邊答道：「小爺……忙……」 

「缺錢也不能不吃飯啊，我聽說妳預支了這兩個月的月俸。」他皺著眉頭看她，

「妳到底得攢多少嫁妝才能嫁出去啊？早知今日又何必當初呢？」他當年也是她

的手下敗將之一。 

蔥油餅不大，今夏再接再厲咬幾口便吃光了。 

「別提了，這次不光是銀兩的問題，比這還麻煩。」她用袖子抹抹嘴，猶豫了好

一會兒才告訴他，「看我娘的架式，這回的親事她是志在必得。」 

話音剛落，楊嶽就笑開了，「這是好事啊，哪家的倒楣孩子被妳娘看上了？」 

今夏惱怒地瞪著他，「滾！」 

他盡量忍住笑，溫和道：「夏爺息怒，我不笑就是了，妳說說，到底是哪家那麼

倒楣……不不不，是哪家有這麼大的福氣？」 

她狠狠剜了他一眼才道：「易家老三。」 

「易家……哦，我記得，是妳弟弟的夫子。」楊嶽點頭讚歎道：「還是妳娘想得



長遠，把妳嫁過去，以後的束脩可就全都省了。」 

「何止啊，還有每年夏天的冰敬和冬天的炭敬，逢年過節花樣八門的禮也全都省

了。」她補充道：「一年下來能省不少銀子。」 

「這麼好的事，妳還不趕緊嫁了。」楊嶽嘿嘿直笑，躲開她踹過來的兩腳。 

「小爺我現在過得雖然憋屈了點，可好歹落個自在，易家那幾個兒子整日只會『之

乎者也』，身子骨弱得風一吹就倒了，我幹麼嫁過去他家當牛做馬？」她很是不

平，「真嫁過去還不得把我委屈死。」 

「妳跟我嚷嚷也沒有用，跟妳娘說去。」楊嶽還是笑。 

「我娘只認錢，沒錢跟她說也沒用，唉，不提這些煩心事了。」今夏看著他，忽

然計上心頭，「要不，我跟我娘說我已經是你的人了。」 

楊嶽差點一頭栽下河去。 

「我就委屈一點，跟你湊合著過算了？」她思考地看著他。 

楊嶽的脖子搖得都快抽筋，「千萬不要，我高攀不起，妳可不能這麼委屈自己！」 

今夏瞇著眼，探究地盯著他。 

楊嶽一臉肅穆，盡可能讓自己看起來顯得真誠。 

過了半晌，她才悠悠歎著氣，「是不行，你睡覺會打呼嚕，小爺我受不了。」 

她悵然轉過身，陡然發現身後不遠處不知何時站著一人，醒目的大紅飛魚蟒袍、

腰束鸞帶、配繡春刀，是陸繹！ 

陸繹似乎沒留意到他們，他手上端著茶碗，賞著江景，慢條斯理地浮了浮茶水，

茶香嫋嫋，在氤氳水氣中，俊秀的面容半遮半隱。 

今夏想著，橫豎他沒瞧見他們倆，自己也犯不著過去見禮，偷偷溜開就好，搞不

好他還記得那晚新豐橋頭的事，若是認出他們倆，又想起那二兩銀子，很難對她

有什麼好印象，若是心眼小的話，說不定會存心找她麻煩。 

沒想到楊嶽卻是遲疑了一下，覺得官階大小尊卑有序，不可失禮，連忙上前一步

施禮道：「六扇門楊嶽，參見陸大人。」 

今夏來不及拽住他，只得跟上施禮，「六扇門袁今夏，參見陸大人。」 

陸繹抬起眼睫，淡淡回了一聲。 

這般近的距離，她瞧他面上並無異色，想是沒認出來，便暗暗鬆了一口氣。 

「楊程萬楊捕頭何在？」陸繹問道。 

「我爹的腿腳不便，正在艙內休息。」楊嶽答道。 

陸繹將手略微一抬，向船艙方向打了個手勢，意思是要楊嶽帶路，端著的茶碗順

手往旁邊一遞，正是今夏所在的位置。 

大概是他這動作著實過於順手，自然而流暢，以至於她的腦子還未轉過彎來就已

經自動接過茶碗，替他捧著。 

楊嶽帶著陸繹往楊程萬歇息的船艙而去。 

今夏木愣愣地看著手中的茶碗，這才回過神來，為自己瞬間從捕快變成小廝的遭

遇默了一默，然後快步跟上，心中暗暗起了疑問—— 他為何不先去見劉相左，

而是要先見頭兒？ 



行至楊程萬的船艙前，楊嶽輕叩艙門，喚道：「爹，經歷陸大人來了。」 

裡面沒有任何聲響，也聽不到任何回應。 

他連忙向陸繹解釋道：「我爹的年紀大了，耳朵也有點背，可能沒聽見，陸大人

千萬別見怪，要不回頭等他醒了，我再告訴他？」 

陸繹不答話，面如冰雕，靜靜地立在艙門前，絲毫沒有要走的意思。 

今夏擔憂這位錦衣衛經歷是故意想找楊程萬的麻煩，也開口打圓場，只是才剛張

口，艙門就「吱嘎」一聲被打開，楊程萬披衣立在門口。 

「經歷大人，楊程萬天殘之人，還請恕禮數不周之罪。」 

「楊前輩客氣。」陸繹的語氣甚是溫和。 

楊程萬淡淡一笑，往裡讓去，將陸繹請進船艙。 

楊嶽和今夏兩人當仁不讓地跟進來。陸繹本已落坐，正待與楊程萬交談，見他們

倆一左一右如門神一般杵在眼前，神情淡淡的，並不說話。 

「你們兩個先出去。」楊程萬朝他們吩咐道。 

楊嶽與今夏不敢違逆，乖乖出去，把艙門關好。 

「楊前輩……」 

陸繹剛開口，不料被楊程萬制止，「經歷大人稍候片刻。」 

他行至門口一把拉開艙門，拿著皮製小聽甕貼在艙門上偷聽的今夏和楊嶽差點跌

進來。 

將小聽甕盡數收繳，楊程萬瞪了他們倆一眼，「天黑之前，我要你們將這艘船還

有船上的人都查到心中有數。」 

「爹……」 

「頭兒……」 

兩人同時哀號出聲。 

「我隨時抽查。」他言簡意賅，隨之將門關上，轉身朝陸繹淡笑道：「犬子與徒

兒頑劣，讓您見笑了。」 

陸繹此時方才淡淡一笑，「家父曾經提過，當年在錦衣衛中，您的追蹤術無人能

及，堪稱一絕，現下後繼有人也是好事。」 

楊程萬不置可否，只問道：「令尊身體可還好？」 

「還是老毛病，一累就易心口疼。」陸繹不動聲色地察看楊程萬，「我常勸他好

好休養，可他聽不進，閒下來常想起從前的事，家父多次提起你，心裡很盼望你

能回去幫他。」 

「多謝他還記掛著我這把老骨頭。」楊程萬淡淡笑著，疏離而客套。 

「家父讓我帶句話給您—— 」陸繹注視著他，「死者已矣。」 

聞言，楊程萬靜靜而坐，良久才緩緩道：「以前，我也認得一位從七品錦衣衛經

歷，官階職位都與大人一樣，他姓沈。」 

陸繹靜默著，這位沈姓從七品錦衣衛經歷，他知道。 

沈鍊，字純甫，江西會稽人，嘉靖十七年進士，後任錦衣衛經歷，秉性剛直，因

親眼目睹「庚戌之變」百姓家破人亡慘劇，忍無可忍，上疏歷數嚴嵩十大罪狀，



結果被處以杖刑，發配居庸關外，而後被殺害於宣府鎮，兒子沈袞與沈褒被關入

監牢活活打死。 

楊程萬澀然苦笑道：「當年，令尊雖然身為錦衣衛指揮使，但對我和沈鍊卻另眼

相待，甚至以兄弟相稱，這份知遇之恩，我今生是報答不了了，如今的楊程萬已

不中用，既老且殘，只能在衙門裡混混日子，再不做他想。」 

面前的人不過四十多歲，卻是半鬢花白、疲態備顯，與父親所描述那位屢破奇案

的錦衣衛鎮撫相距甚遠，究竟這是表象還是他當真心如枯槁？ 

陸繹注視他片刻，只得道：「此事不急，前輩不必現在就匆匆決定，此番揚州之

行，言淵年少，還要仰仗前輩多多指點教導才是。」 

「經歷大人客氣，豈敢豈敢。」楊程萬連忙道。 

陸繹再不多話，起身拱手，告辭而出。 

艙房內僅餘楊程萬一人，他坐回椅子上，靜靜看著對面的那杯茶水，目光複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