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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船夜泊，半宿無事，到了天濛濛亮時，卻鬧起了大動靜。 

今夏睡得迷迷糊糊，只聽見艙門被敲得如震天響，還以為是起了火災，急忙披衣

起來開門，門一開便有兩名頭戴墨色折簷帽、身穿青衣束黃戰裙的官兵強行闖入，

話也不多說，直接翻遍了艙內，什麼都沒發現，遂又轉向今夏。 

「搜她的身。」其中一人道。 

「慢著。」這兩人無禮至極，今夏已是氣不可遏，「大家都是吃公中飯，你們丟

了東西與我有何相干，憑什麼來搜？」 

「好大膽子，小小一名賤吏膽敢這般說話。」高個子官兵疾言厲色道：「眼下丟

失的可是仇大將軍為母賀壽的生辰綱，別說搜妳的身，就是拿妳的命來也不夠抵。」 

原來是仇鸞的手下，難怪如此囂張。 

她冷哼道：「雖說你家將軍現在聖恩寵眷，可小爺我勸你們一句，公門中遲早會

碰面，凡事莫要做絕了才好。」 

哪知他壓根兒不理會，上前就要搜她的身，她急退兩步，隨即踢出飛腿，乾脆俐

落地將他踢得踉蹌後跌。 

「以為小爺好欺負嗎？」 

「妳這賤人……」高個子官兵扶著艙壁站起身，惱怒拔出佩刀，「老子剁了妳！」 

今夏冷眼看著那刀劈過來，不避不讓，待那刀險險到了眼前才飛快一偏頭，大刀

砍入門板中。 

「哼，久聞仇大將軍帶兵有方，還捷報頻傳，就連殺了五名蒙古人都敢上摺子請

功，難怪說兵熊熊一個、將熊熊一窩，果真是無能。」她笑著嘲諷道。 

兩名官兵聽了怒氣更甚，正欲再砍殺，正巧楊嶽趕過來，看見她無恙才鬆口氣，

連忙打圓場，「大家都是公門中人，為國效力，有話好說、有話好說啊，傷了和

氣就不好了。」 

一邊說著，他一邊把今夏往外拽，在她耳邊低聲道：「這幫人不好惹，多一事不

如少一事。我爹在外頭等著。」 

被他直拽到甲板上，她看見甲板上有數十支火把將船照得亮如白晝，船頭密密麻

麻全是人，不僅船工都被趕了出來，連楊程萬與劉相左還有陸繹也都在。 

其中有一為首人頭戴紅纓花尖頂明鐵盔、身穿魚鱗葉齊腰明甲皮毛緣邊，按理說

該是威風凜凜，但此人卻是一副禍事臨頭、垂頭喪氣的模樣，他身旁跟著一名旗

牌官，身後還有眾多軍士。 

「頭兒。」今夏靠到楊程萬旁邊，忿忿不平低聲道：「這幫人太囂張了。」 

之前那兩名官兵也從艙內衝出來，指著她就朝那為首人嚷嚷道：「這個女人不讓

我們搜，還敢出口侮辱大將軍，肯定就是她……」 

「胡說，屋子裡翻了個遍也就算了，還想搜小爺的身，當小爺是軟柿子啊？你捏

一個試試，看我會不會炸了你的手！」今夏中氣十足地嚷回去。 

「搜身�」楊程萬詫異地問道：「參將大人不是說生辰綱有八大箱，難不成我這小



徒兒的身上裝得下？」 

王方興是仇鸞帳下參將，見屬下如此不檢點，還是在錦衣衛經歷和大理寺左寺丞

的面前，頓覺顏面盡失，狠狠搧了高個子官兵一巴掌，「沒出息的東西，滾一邊

去！」 

劉相左是當中官階最高的人，卻也是脾氣最溫吞的老實人，深知仇大將軍的人是

須給三分薄面的，被人半夜吵醒，他倒也不氣惱，溫和問道：「王參將，我等還

有公務在身，若是已經搜查完畢，我等就要回去休息了。」 

王方興連忙施禮道：「卑職管束不周，手下魯莽行事，驚擾了大人休息，請大人

千萬恕罪，改日一定登門賠罪。」 

「小事小事，不必放在心上。」劉相左施施然行回船艙，背影很快消失。 

王方興轉向陸繹，正要說話，便聽陸繹冷冷道：「王大人，生辰綱是何時丟的？」 

「丑時二刻過後。因為丑時二刻交班時，箱子都還在。」王方興不假思索地回答。 

他們說話的時候，今夏歪靠在楊嶽身上，睏得直打哈欠，預備著若沒事就要回去

接著睡回籠覺，她對這位仇鸞大將軍著實無啥好感，他的生辰綱丟了，她倒是很

想拍手叫好。 

陸繹轉向楊程萬道：「楊捕頭，素聞您的追蹤術不凡，不如去案發現場看看，或

許能找到線索，有助於王參將追查生辰綱下落。」 

「這……還請大人恕罪。」楊程萬佝僂著身子道：「原不應推遲經歷大人這般抬

舉，但我這眼睛到了夜裡頭見著一大半東西都是雙影，實在是不好使。」 

王方興見他佝僂著身子，腿又是瘸的，也未將他放在眼中，只是礙於陸繹的面子

不好開口推卻。 

陸繹盯了他片刻，目光看不出絲毫情緒，「既如此，那不如讓你徒兒去看看吧。」 

他這樣說，楊程萬不好再推辭，轉頭朝楊嶽與今夏吩咐，「你倆上船去，要仔細……」 

「頭兒，我何時不仔細了？」今夏回道。 

楊程萬狠瞪她一眼，繼續叮囑道：「仇大將軍的生辰綱非同一般，你二人細細留

意，且不可胡亂說話，明白嗎？」 

今夏愣了一瞬，不能盡明其意，只是傻愣著點了頭。 

畢竟是父子，楊嶽隱約覺得此事有蹊蹺，與父親對視一眼，方與今夏登上鄰船。 

押送生辰綱的站船與今夏等人所乘之船要大許多，那批箱子就存放在軍士艙房的

下面，且有軍士把守門外，據王方興所說，兩個時辰便換一次崗，船艙內外皆有

人守著。 

「裡頭的軍士莫不成被殺了？」今夏邊行邊隨口問。 

「那倒沒有，他們全都昏倒在地。」 

「中了迷香還是蒙汗藥？船上負責飲食的是誰？還在嗎？」她習慣性地連珠問道。 

答話的旗牌官瞥了她一眼，瞧她不過是個十七、八歲的女娃兒，生得一派天真模

樣，問起話來卻是老成得很，當下也不敢怠慢，連忙答道：「船上的吃食都是一

樣的，且晚飯後才換班，之後他們並未吃過別的東西。 

有軍士在前頭引著他們往存放生辰綱的船艙步去，今夏行得慢，一路看著，剛彎



腰入艙口便煞住腳步，連嗅了好幾下，笑咪咪道：「大楊，你聞，這迷香真不錯，

還是韭菜味。」 

楊嶽也跟著嗅，「這船上的晚飯肯定吃韭菜炒雞卵了。」 

「難怪我一聞就餓了。」她恍然大悟道。 

「妳有不餓的時候嗎？」楊嶽順口調侃，他探身到艙內，看見四名軍士歪歪斜斜

地癱坐在地上，確是一副中了迷香的模樣。 

陸繹隨後進來，淡淡地打量艙內，此艙長不到兩丈，寬約丈許，僅有一門一窗，

與尋常船艙無異。「東西一共有幾大箱？」他問王方興。 

「共有八箱，不光是金銀首飾，其中還有字畫與絲帛。」王方興咳聲歎氣，「臨

行前，仇大將軍是再三叮囑，我也是小心謹慎，這艘船隻運生辰綱，不敢讓其他

人等上船來，免得人多手雜，可誰想得到這賊人這般狡猾。」 

陸繹漫不經心地聽著他訴苦，看見今夏正半蹲在地上，指甲在地板上輕刮了一下，

放到鼻端輕嗅，而地上隨處可見點點滴滴的蠟油，其上腳印縱橫。 

「這麼多蠟油？」她自言自語。 

旗牌官解釋道：「哦，我怕字畫絲帛等物受了船上的潮氣，所以特地用蠟將箱子

的接縫處都密密封上，此事我向參將大人回稟過的。」 

王方興聞言點頭，「是這麼回事，那些字畫名貴得很，生了霉斑就不好了。」 

「看不出你們還是精細人。」今夏似笑非笑道，也不看他，逕自從懷中掏出一枚

通透小巧的水晶圓片，在火光下細細端詳蠟油。 

楊嶽在昏迷的軍士前蹲下來，靠近口鼻處聞了聞，嫌惡地皺皺眉頭。 

陸繹執起另一軍士的手腕，修長手指搭到脈搏上仔細把脈。 

王方興滿面焦灼地在旁望著，忍不住問：「如何？」 

過了半晌，陸繹才放下軍士的手腕，朝他淡淡回道：「性命無憂，再等一兩個時

辰，藥效一過便可醒。」 

「那就好！」王方興焦急地握拳，「說不定他們見過賊人，醒了之後能說出線索

來。」 

此時，今夏丟了蠟脂碎屑，手持火燭，繞著這間艙室慢慢而行，時而偏頭細看艙

壁上的劃痕，時而低頭伸手丈量地板，最後停在窗前，又拿水晶圓片照著窗框細

看。 

王方興不知道這兩名小捕快究竟在搞什麼鬼，見他們不疾不徐地晃來晃去，又不

說有什麼線索，心下已經是極不耐煩，若非礙於陸繹的面子，早就將兩人轟出去。 

自那夜在新豐橋頭，聽今夏出言點出算命先生衣著上的破綻，現下又曉得她跟隨

楊程萬，陸繹倒是十分想見識一下父親口中所說的追蹤術，故而慢慢等這兩個捕

快在室內勘查。 

所看到的細節越多，今夏目中的疑惑也漸增，與楊嶽對視片刻之後，便有些明白

之前楊程萬所叮囑的話—— 不可胡亂說話。 

只是若案情真如此，也著實無趣，她直起腰暗自撇嘴，想著還是早些回船上睡覺

算了。 



 

「兩位可是有線索了？」沒有漏看她的細微表情，陸繹立時問道。 

「這個……」今夏先看了楊嶽一眼才慢吞吞道：「賊人幾乎沒有留下什麼線索，

我等只怕是無能為力。」 

楊嶽連連點頭，看不出是贊同她的話還是讚許她說得好。 

王方興擺擺手，一臉早就料到的模樣，「這又不是尋常的偷雞摸狗，你等查不出

來也不奇怪，行了行了，本來也就不指望你們，下船去吧。」 

倦倦地打了個哈欠，今夏也不與他一般見識，拖著楊嶽便打算要走，卻聽見王方

興還在背後朝陸繹感慨，「其實我知道，現在京城裡頭的案子幾乎都是錦衣衛在

辦，六扇門不過是虛有其名，養著一幫子閒人，常常案子查不出來又推給你們……」 

一聽到此處，她忍不到煞住腳步，轉頭看向王方興，「我等雖不才，但也不是一

點線索也沒有，只是我擔心說了出來，參將大人也未必拿得住他們。」 

王方興完全不將她放在眼中，乾笑道：「笑話，我等守衛邊關、斬殺胡人，豈有

拿不住毛賊的道理？妳這小捕快不必說這些唬人的話，究竟有何線索倒是說說。」 

「你這些箱子是黑漆樟木箱，長兩尺八、寬一尺六、高兩尺一，沒錯吧？」她微

挑眉毛，似笑非笑地看著他。 

王方興連同旗牌官一下子都愣住了。 

陸繹問：「妳見過這些箱子？」 

「不過是循痕推測而已，地上這麼多蠟油的痕跡，想假裝不知道都難。」她接著

說：「我方才說參將大人未必拿得住他們，是因為這夥賊人人數眾多，有恃無恐，

十分囂張，壓根兒未把這一眾軍士放在眼中。」 

「何以見得？」陸繹盯著她追問道。 

她指了指艙壁上好幾處的劃痕，「牆都被劃成這樣，搬箱子的動靜之大可想而知，

會這麼不在意，正表示這幫賊人有恃無恐。」 

「妳怎麼知道這些劃痕是賊人所劃？說不定是軍士們搬箱子進來時劃到的。」陸

繹又問。 

今夏將手中的水晶圓片遞過去，示意他自己看，然後道：「方向不一樣，刮出來

的痕跡也不同，你仔細看劃痕的細微處。」 

接了光滑潤澤的水晶圓片在手中，尚帶著些許她的手溫，陸繹低頭看去，水晶精

緻小巧，中凹邊凸，隔著圓片望去，可將物體放大數倍，劃痕細微處如木屑卷邊，

方向果然與她所比劃的一樣是朝上，自然是將箱子抬起時劃到的。 

楊嶽重重地咳嗽幾聲，示意她不可再說下去，之後便道：「雖然能看出些許線索，

但此案複雜，我等只是小捕快，經驗尚淺，只知是一夥江洋大盜所為，人數應在

四至六人之間，作案手法嫺熟，顯然是慣犯，此刻只怕已經順水而下，遠在幾里

之外，追蹤不易。」 

今夏斜眼看向他，總算勉強忍住，不再說話。 

王方興呆呆聽了半晌，直至此時方才插得上口，連連點頭道：「這河道分支甚多，

若賊人已經順水而下，不容易追蹤得到，王某身受大將軍厚恩，如今生辰綱被劫，



賊人無蹤，實在無顏回去見大將軍。」 

絲毫不體諒他的歉疚，今夏戲謔道：「王大人千萬要想開些，莫做輕生之舉，否

則就可惜了眼下這套富貴了。」 

「妳這是何意？」王方興猛地盯住她，目光中有明顯的怒意。 

「她的意思是說，王大人能在仇大將軍麾下做事，這套富貴得來不易，我等著實

羨慕得很、羨慕得很。」楊嶽搶在今夏開口前打著圓場，朝王方興拱手道：「我

等不才，無法幫上忙，還請大人見諒。」言下之意便是打算告辭了。 

王方興似乎也已用盡耐心，不滿地打了個請便的手勢，眼見著他們出了艙室才朝

陸繹乾笑道：「您瞧瞧，這些六扇門的人，要嘛推脫雙目有疾、要嘛就只會說得

天花亂墜，半點事情也做不來。」 

陸繹輕咳兩聲，也朝他拱手告辭道：「大人不必過憂，待軍士醒後，也許尚有轉

機也不一定。」 

王方興只做愁眉苦臉狀，還禮後請旗牌官將陸繹送下了船。 

回到站船上，天邊泛著魚肚白，河面晨霧濛濛，寒意沁人。 

「哼！小爺放他一馬，他倒當我們是吃素的了。」今夏在寒氣中縮著脖子惱怒道：

「不識抬舉。」 

楊嶽回首望了王方興的站船一眼才朝她道：「我爹再三交代莫要胡說，妳方才還

說那些話，幸好我把話兜回來，否則又要惹麻煩。」 

她不滿道：「就是看不慣那種得了便宜還賣乖的德行，別的都不提，無端端攪了

我的好覺，還鬧得雞犬不寧，不過是為了拖這一船人為他做個見證罷了。」 

楊嶽豈會不知王方興的用意，只是他們不過是小小捕快，莫說翻江倒海，連個水

花都濺不起來，遇著了官，也只能忍氣吞聲、裝聾作啞。 

「夏爺，等您有朝一日高升首輔的時候再逞能行不行？衙門的俸祿不多，但好歹

也是銀子啊。」他戳了戳她的額頭。 

「知道了知道了，看在銀子的分上，下次我會忍忍。」她沒奈何道。 

兩人回到楊程萬的船艙，將王方興船上的情況向他複述。 

「守生辰綱的軍士不是中迷香，而是喝了蒙汗藥而陷入昏迷。」楊嶽稟報道。 

今夏也不說廢話，直接道：「艙室內所有的腳印都是軍士留下的，根本沒有外人

進入過，王方興擺明是想自己吞了生辰綱，做賊喊抓賊。」 

楊程萬聽罷，並無詫異之色，淡淡道：「那倒未必，我瞧他那副著急的模樣不像

是裝出來的，倒是他身旁的旗牌官有些問題。」 

「旗牌官？」 

「你們沒有留意過他嗎？」 

「我是覺得他有點怪，留意到他的衣袍下襬有很多蠟油，靴面也有蠟油，當時我

還覺得奇怪，後來看到艙室裡的蠟油就明白了。」今夏想著，「好像就沒別的了。」 

「爹，你的意思是他偷了生辰綱？可他放在哪裡？」楊嶽問道。 

「應該還在船上。」楊程萬有點不滿地看向他們倆，「你們沒有注意到那艘船的

吃水線嗎？那艘船從停靠到現在，吃水線沒有變化過。」 



今夏吐了吐舌頭，恍然大悟道：「那些蠟油不是為了防止潮氣，而是為了防水。

我明白了，他是把箱子放到水下了，他肯定是覺得這批貨放在身邊才安心。」 

聽出她語氣中的躍躍欲試，楊程萬警告地盯了她一眼，「仇鸞的家事與我們無關，

丟了就丟了，不許插手。」 

「哦……」 

今夏與楊嶽應了，諾諾地退了出來。 

折騰了大半夜，楊嶽也睏得很，打了個哈欠就要回艙歇息，前腳剛踏出去就被身

後的今夏一把拽住。 

「妳又怎麼了？」他一回頭就看見她一反方才的睏倦模樣，雙目炯炯有神。 

「噓，我想下水瞧瞧。」她附在他耳邊低聲道。 

他連想都不想，頭搖得像波浪鼓一般，「爹說了，不讓咱們插手。」 

「你不記得王方興說咱們光會說得天花亂墜，辦不成事情嗎？你再想想，他是仇

鸞的參將，仇鸞弄個馬市都能搞得天怒人怨，這一窩子都不是什麼好東西。」她

循循善誘地勸導著，「咱們悄悄潛下去，把這批生辰綱全沉到河裡頭，讓他找不

著也不敢嚷嚷，吃個啞巴虧。」 

楊嶽雖然也氣王方興，立場倒還是堅定，只繼續搖頭，「不行，爹說了……」 

「我知道，頭兒的話我聽，我會聽。」她打斷他，「頭兒不許我們插手這事，我

沒打算插手，我只是想教訓教訓那個王方興，在我們面前，什麼千年道行的狐狸

沒見過，他算哪根蔥啊？」 

「我還是覺得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她細瞧楊嶽的神情，看他仍是躊躇，便佯裝道：「算了，我自己去，不耽誤你。」

說話間，她便自顧走了出去。 

明明知道這丫頭是故意做出這般模樣，他只能無可奈何地歎著氣，還是追上她，

「我水性可不好，妳是知道的。」 

「放心，不要你下水，你在船上接應我就行。」她叮囑他，「要緊的是，別讓人

發覺。」 

「明明是官家卻偏偏做一副賊樣，何苦來哉啊？」 

楊嶽直搖頭，拿她是一點法子也沒有。 

此刻天色又稍亮了些，只是河面上仍然寒意逼人，他看看浮著薄霧的河面，打了

個寒顫，勸她道：「我看還是算了吧，又不是為了查案，這麼冷的水跳下去不划

算。」 

「不行，我非讓他吃這個啞巴虧不可。」 

今夏挑了船側的僻靜處，手腳迅速地脫了靴子，又除下外袍，只穿著單薄小衣，

還未下水便先打了個噴嚏。 

「妳說妳這是何必呢？」楊嶽還想勸。 

「噓……」 

今夏朝他打了噤聲的手勢，簡單做了幾下熱身，背靠著船欄立刻就是一個倒仰，

只聽得水花輕響，她已輕巧入水。 



知道她水性好，楊嶽倒不擔心，只是生怕她被王方興那船上的人發現，不免忐忑，

時時留意著那船上的動靜。 

 

略顯渾濁的河水加上晨光稀微，水下昏暗，眼前影影綽綽，看不真切。在河面下，

今夏的目力所及不足兩尺，只能循著記憶中王方興站船的方位游去。 

站船的輪廓很快就出現在眼前，她游過去，慢吞吞地繞著它轉了一圈，看不出任

何異樣，遂貼近船身一點一點地摸著察看，間或浮上水面換氣。 

站船的船底共有八個水密封艙，顧名思義，水密封艙的每個艙室都是密封的，即

便是其中一個艙室不慎進水，也可保證水不會淹到其他艙室，對於整艘船來說並

不會有危險，只需待船停靠之後再做修整便可。 

當她摸到靠近第五個水密封艙的位置時，發現了不對勁的地方，此處的船板完全

不算密封，手覆上去，在船體的一起一伏間甚至能感覺到水在縫隙中進進出出。 

「就是這裡了。」她心中一動，「這些傢伙為了避人耳目，居然把生辰綱藏入水

密封艙之中。」 

上水面換過氣後，她再次潛下去，因水底光線實在太暗，看不出開關機括在何處，

只能用手在船板上摳著縫隙，慢慢地一寸寸摸索。 

「沒有機括？」 

她皺著眉頭，雙手摳住船板底部的邊緣，試著要扳動，不料這塊船板紋絲不動，

再仔細一看，壓根兒就是用竹釘釘死了。 

「真是一幫子粗人，居然直接釘死，就不會弄個活動的開關嗎？」 

她暗自咒罵，後悔著沒帶匕首下來，上腳用力踹了好幾下仍舊毫無作用。別無他

法，她只得回去讓楊嶽扔匕首下來給她，剛一旋身便看見竟有個黑影接近，也不

知什麼時候有的，一時間模模糊糊也看不清究竟是何物。 

她背貼著船體，緊盯住那黑影，心下不免緊張思量，若來者是王方興手下的人，

自己是該開溜還是開打？ 

還未等她想出應對之策，那黑影似已知她察覺，撥動河水靠近前來，面目漸漸清

晰，並非王方興手下，卻是更加難以對付的人—— 陸繹。 

一身石青的潛水服，越發顯得他面如寒玉、髮如烏墨。 

他怎麼會到水下來？ 

難道他也猜出生辰綱就藏在船底？ 

今夏不得其解，只是眼下這境況也容不得她再想，因陸繹正朝她游來，他的功夫

不在其父之下，她那三兩下花拳繡腿決計不是他的對手，打是肯定打不過，估計

連逃也逃不掉。他父親與嚴嵩交好，他大概也算是嚴黨，與仇鸞便算是一丘之貉，

自然是不能跟他說實話，該想個什麼法子脫身才是。 

她心裡想著要隨便客套幾句，一張口卻冷不防從口中吐出一長串泡泡，方才記起

自己尚在水中，忙用手指著上面，示意要上去換氣。 

不待對方回應，她雙足一蹬便要上浮，才浮至一半，忽覺左臂被銅箍鐵鉗夾住一

般，身子一歪便被一股大力拽了下來，正見陸繹冷冷地看著她。 



「唔唔……唔唔……」她手足亂蹬做出痛苦不堪的憋氣狀。 

陸繹微微偏頭，看戲一般無動於衷，手不曾鬆開半毫，一副就算她當真憋死也不

會眨一下眼的架式。 

見他這般模樣，今夏自覺無趣，只得停下來乾瞪著他。 

直至此時，他方才鬆開手，游到她試圖打開的那塊船板旁邊，仔細看了兩眼，突

然一拳擊打過去，將她嚇了一跳。 

水波翻湧，船板碎裂，破開了一個大洞。 

也不見他運氣準備，隨隨便便一拳便有這麼大的力道，她心中不禁暗歎，看來此

人確實不好招惹，該小心行事才是。 

隨著船板殘片被陸繹剝下，第五個水密封艙內的情景便盡露在兩人眼前，八口黑

黝黝的樟木箱子擺在其中。 

陸繹朝她打了個手勢，要她幫忙一起搬箱子。 

不知他要將這些箱子搬到何處，更不知是他自己想獨占還是想拿來整治王方興一

番。雖然她心中的疑慮甚多，卻又不能問，只得游過去搬最近的箱子。 

兩人各攜了一口箱子往回游，今夏慢吞吞地跟在他後頭，待游到站船旁邊，陸繹

手扶著船壁用力一撐，整個人破水而出，帶著箱子躍上站船，獨留她一人在水中

瞠目結舌。 

平日裡她也與錦衣衛略略打過交道，會耍威風的倒是不少，有真本事的卻是屈指

可數，更別提有像陸繹這般身手的。 

他父親打小與世宗一塊兒長大，關係親厚，又是錦衣衛指揮使，他是陸炳之子，

居富貴之家，過著錦衣玉食的日子還能老老實實地練一身真功夫，倒真是難得。 

她拖著箱子在水面上浮浮沉沉，箱子甚沉，她拖到現在已經是吃力至極，仰著頭

小聲喚楊嶽來幫忙。 

片刻之後，楊嶽沒出來，上頭倒丟下來一條繩索，然後傳來陸繹的聲音，「把繩

子捆在箱子上。」 

今夏依言捆好。 

陸繹一拽，箱子凌空而起，帶著水滴飛上船去，然後繩索又被丟了下來，隨之而

來的仍是陸繹的聲音，「把其他幾箱都搬上來。」 

被河水泡得渾身發冷，露在水面上被風一吹更是冷得直打哆嗦，再聽見他這話，

她呆愣之餘直想破口大罵，卻只能在心裡暗自念叨著她是六扇門的人，又不是錦

衣衛，他憑什麼來差遣她。 

沒想到陸繹只吩咐了這麼一句便再無聲息，更不用提他的人影在哪了。 

她頂著一肚子怒氣浮在水面，思量著他現在大概是趕著泡熱水澡換乾爽衣衫去了，

自己卻還得替他做這賣力的苦差事，越發生氣。 

直至此時，楊嶽才探出頭來，一臉大事不妙的模樣，壓著聲音朝她喊道：「不好

了，咱們被陸繹發現了。」 

看著這位永遠遲半步的憨厚仁兄，今夏再也無力氣損他，「我知道了。你瞧見這

繩索了嗎？你拿著另一頭，我用力拽三下繩子之後，你就使勁往上拉。」 



他連連點頭，看著她一用力又翻入水中。 

繩索夠長，今夏扯著它潛入水密封艙將箱子捆好，用力拽三下，船上的楊嶽便開

始往回拉，她便只須托扶著，省力了許多。如此這般往返幾回，將這套生辰綱盡

數搬上船，她這才累兮兮地爬上船來。 

見她凍得嘴唇都發白了，楊嶽急忙遞上外袍讓她披著，又是一陣風吹過，她哆嗦

了一下，立刻打了個響亮的噴嚏。 

「凍死小爺我了……你說他憑什麼差遣咱們，咱們是六扇門，又不是他錦衣衛的

手下……」她裹著外袍，忿忿不滿道。 

「我的小爺，妳趕緊回艙換乾衣服吧。」楊嶽催促她道：「我馬上去替妳煮碗薑

湯，別還沒到揚州就病倒了。」 

重新換過乾爽衣衫的陸繹不知從何處踱出來，眼角瞧見今夏的狼狽樣，仍無啥表

情，淡淡吩咐道：「將這些箱子都搬到我艙中。」說罷，人一轉身就走了。 

「他倒還真不跟咱們客氣。」楊嶽無奈道。 

今夏不滿地瞥了他一眼，緊跟著又打了個噴嚏。 

「箱子我來搬，小爺，妳趕緊去把衣衫換了。」楊嶽將她往裡趕。 

她確實凍得不行，邊哆嗦邊悻悻然地回艙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