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試閱 4  一起查案 

 

一行人回到官驛之後，從驛丞處得知陸繹還有劉相左都還未回來，楊嶽的神色頓

時輕鬆不少。 

「意料之中。」今夏晃著腦袋道：「詩上是怎麼說的，揚州城內可是『處處青樓

夜夜歌』，揚州知府今夜宴請他們，必定是美女環繞、香風襲人，劉大人也就罷

了，陸大人正值血氣方剛之年，他是錦衣衛，又不是東廠的人，免不了心旌搖曳，

一時不知身在何處。」 

東廠皆是宦官，對於女色自然不能與常人同論。 

「夏兒，姑娘家別淨胡說。」楊程萬喝住她。 

今夏迅速做出一臉正色，「啟稟頭兒，我只是根據已知事實略加推測而已，不是

胡說。」 

「這種口舌，不說也罷。」楊程萬戳了她的腦袋，她乖乖受著，沒敢再回嘴。 

「爹，您回房歇著，我去替您燒洗腳水。」楊嶽打岔道。 

楊程萬點點頭，一瘸一拐地往後頭廂房行去，楊嶽則快步往灶間去燒水，身為小

吏，自然是使喚不動官驛中的驛丞，什麼事都得自己動手。 

剩下今夏一人在院中，因時候尚早，了無睡意，也不急著回房。 

她信步踱了踱，便繞到官驛後頭的水塘邊，塘中倒映著一彎月亮，月光甚亮，連

帶著一池水都是閃閃發光的，水面上浮著幾朵嬌小玲瓏的睡蓮，片片精緻的花瓣

像是用上好玉石雕琢出來的一般。 

她背著手，自言自語地歎道：「難怪人總說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

這揚州的月亮還真是比京城的月亮要亮許多。」 

話音剛落，便聽見有人在身後淡淡道：「這般月色，辜負了就有些可惜。」 

清冷的嗓音熟悉異常，今夏一怔，迅速回過神來，轉身垂目低首恭敬道：「經歷

大人這麼早就回來了。」心中卻是暗暗嘀咕著，此人莫非是屬貓的，怎麼走路一

點聲音都沒有？ 

陸繹注視她片刻，淡淡問道：「早嗎？那麼妳以為我此時應該在何處？」 

鼻端已聞到他衣袍上沾染的淡淡酒味，她抬起頭恭敬謙卑地乾笑道：「大人行蹤，

卑職豈敢妄加揣測。」 

「我未留在紅綃帳底，妳很失望？」陸繹微微挑眉。 

該死，他果然聽到她剛剛說的話。 

「大人，您真是愛說笑，哈……哈哈……」她僵硬地笑著，微不可見地退後幾步，

隨時準備開溜，「天色已晚，卑職就不打擾大人賞月，先行告退。」 

「不急，既然月色正好，就不要浪費。」 

「啊？」 

「隨我去查案。」陸繹轉身就行。 

「大半夜的，查什麼……」她深吸一口氣，記起頭兒的交代，對陸繹絕不可失恭

敬，「陸大人，有句話，卑職不知道當講不當講？」 



「說。」 

「卑職身為捕快，自然很願意隨大人查案，但怎麼說也是女兒身，畢竟孤男寡女

又三更半夜的，只怕對大人的清譽有損。」 

陸繹停住腳步，側身看著她，後者雙目飽含誠意地望著他。 

「也罷。」片刻之後，他出乎意料地讓步了。 

未料到這招這麼好用，今夏倒是愣了一下，隨即喜孜孜地拱手道：「那卑職就告

退了。」說罷，她抬腳就要走。 

「看來，只好請楊捕頭隨我走一趟。」陸繹也不攔她，只在她身後平和說道。 

這下輪到她停住腳步。頭兒眼下腿疾發作，走路尚且不便，正是需要休息的時候，

如何能大半夜再跟著他查案，可若是他開口，頭兒也沒法子回絕。 

這廝著實可惡！她惱怒地想著。 

她立時轉過身來，低首垂目做恭敬狀，「大人不嫌棄的話，還是卑職去吧。」 

「孤男寡女的，不太好吧？」他風輕雲淡道，「有損我的清譽啊。」 

「嘿嘿，方才是卑職的玩笑話，大人千萬莫放在心上。」她咬著牙根，說著口是

心非的話，「既是為朝廷辦事，就沒有男女之別，大人正氣凜然，一看便知是坐

懷不亂的真君子，絕對沒有人敢說閒話。」 

「我沒記錯的話，妳在一炷香之前才說我血氣方剛，免不了心旌搖曳，不知身在

何處。」陸繹淡淡道。 

今夏呆愣片刻，只能咬緊牙關硬撐到底，乾笑道：「大人您真愛說笑，您怎麼可

能是那種人呢，肯定是聽錯了。」 

「我確實不是什麼坐懷不亂之人。」陸繹斜睇著她，「只不過，像妳這樣的，我

沒胃口。」 

「……」她這下子真是無言以對了。 

陸繹眼看著她半隱在衣袖中的手緊攥成拳，翩然轉身，語氣冷漠道：「還不走？」 

今夏恨恨地跟上。 

 

出了官驛，向左轉，再拐入一條靜謐的小巷。 

今夏行在陸繹身後，狐疑地看著四周，不明白他深夜至此究竟所為何事。 

在一扇斑駁的黑漆木門前，他停住腳步，往四周張望了一下，「應該是這裡了。」 

「這應該是哪家宅院的角門。」今夏藉著月光看著門上的銅環，上面附著一層薄

薄的灰綠銅鏽，「這裡不常有人走動。」 

尚在說話間，便見衣袂輕旋，陸繹已躍上高牆。 

今夏仰起頭，看見月光勾勒出他俊挺的側顏，與平日冷冰冰的模樣有些許不同。 

「上來。」 

她怔了怔，清清嗓子，仰著頭勸道：「大人，咱們是官家，這等偷偷摸摸私闖宅

院的宵小行徑還是不做比較好。」 

他有點不耐煩，「這裡是周顯已生前的住處。」 

今夏恍然大悟，卻還是不動彈，接著道：「這樣啊，那不如等到明日，待朗朗乾



坤……」 

「妳是不是輕功太差，上不來？」他直截了當地打斷她。 

她解釋道：「卑職的輕功其實不差，只是這牆高了那麼一點點而已。」 

他忍無可忍地看了她一眼，似乎不想再理會她，轉身悄然無聲地躍入牆內，周圍

頓時重新被寂靜籠罩。 

今夏豎起耳朵，等了片刻，除了間或有兩聲蟲鳴外，沒再聽到其他動靜，也許是

陸繹嫌她太沒用就乾脆把她撇在這裡了，正好，可以回去睡覺。 

「無事的話，卑職先行告退了。」她壓著嗓門道，也不管裡頭的陸繹聽不聽得見，

當然最好是沒聽見。 

她前腳剛剛抬起，就聽見旁邊的黑漆木門「吱嘎」一聲被打開，陸繹面無表情地

立在門內。 

「二十年前，楊程萬的輕功在錦衣衛中是屈指可數，真沒想到他帶出來的徒兒竟

然這般不濟事。」 

今夏張了張口，原想反駁幾句，卻禁不住好奇心問道：「頭兒以前在錦衣衛中很

威風嗎？」 

陸繹掃了她一眼，「從前的事，他從來未和你們提過？」 

對於從前的事，楊程萬向來諱莫如深，眼角眉間的紋路深如刀刻斧劈，彷彿他從

不曾年輕過。 

「二十年前，大人那時候還小呢，如此說來，這些事是令尊告訴您的？」再想到

之前他與頭兒說話的模樣，她似乎明白了什麼。 

陸繹看著她，眉毛微微挑起，「妳好歹也是個捕快，難道從來沒有疑心過？」 

「令尊也認得頭兒？」她好奇問道。 

「他是只瞞著妳，還是連楊嶽也一起瞞著？」他皺眉接著問。 

「令尊都是怎麼說的？說些什麼了？」 

「……」 

陸繹終於停了口，看著今夏不做聲。兩人這番對話全是問題，卻無一人回答，完

全是各說各話。 

「我在問妳話。」他緩緩道。 

「我知道我知道，你先跟我說說，令尊是怎麼說頭兒的？」今夏滿肚子的好奇心，

渾然不覺有何不對勁，「頭兒當年是什麼官？比你還高嗎？是不是特別威風？」 

不欲再與她說話，陸繹很乾脆地轉身抬腳就走。 

「喂，大人，喂……不說就算了。」 

她嘀咕著跟上去，暗想著頭兒當初的官階肯定比他的還高，他怕失了顏面所以不

肯說。 

此時兩人進了一處小院，往前行不過數步便到了一幢兩層小樓前，樓內並無燈火，

烏漆抹黑的，兩株高大的梧桐緊挨著樓身，枝繁葉茂，夜色中樹影搖曳如百鬼夜

行，平添幾分陰森之色。 

一陣冷風拂過，今夏不由自主地縮了縮脖子，聽到外間的梆子聲響，已是三更。 



「三更，正好。」陸繹仰頭望著樓上緊閉的窗戶，淡淡道：「按驗屍文件上所寫，

周顯已就是三更時分在這樓上吊死的。」 

所以這位經歷大人三更半夜來此地是為了…… 

今夏想都不想就開口問道：「大人，您也想試試？」 

陸繹沒理她，繼續淡淡道：「頭七。」 

她怔了一下，隨即也想起來，沒錯，按照周顯已的死亡日期，今日正是他的頭七。 

頭七，是從死者去世之日算起的第七日，又稱為回魂日，傳說死者的魂魄在死後

到處遊蕩，於頭七這日歸家，然後才回天界。 

可今日是頭七又如何？ 

總不能指望周顯已的魂魄顯靈，說出十萬兩修河款的下落吧？ 

默然片刻之後，她吞吞吐吐道：「怎麼說咱們也是官家人，哪能這般查案，況且

子不語怪力亂神啊。」 

「子不語，非不信也。」陸繹斜睨她，「妳，不會是怕鬼吧？」 

「嘿嘿，怎麼可能……」嗓子有些發乾，她咳幾聲清了清嗓子，「卑職身為朝廷

捕快，一身浩然正氣，憑他是魑魅魍魎都不敢近前。」 

陸繹瞇起眼打量著她，「失敬、失敬。」 

「哪裡、哪裡。」 

這幢小樓是木製結構，坐北朝南，他們原是從北面的後院進來，現在繞到南面正

門，瞧見門上拴著銅鎖。 

以往這種事自然是難不倒今夏，只是眼下身旁還有一位經歷大人，她著實不願太

過「勤勉」。 

她恭敬地勸道：「既然鎖著，大人，不如明日再來？」 

陸繹像是全然沒聽見她的話，只是吩咐道：「打開，別弄出聲響來。」 

她沒辦法，只得撈起繫在腰間的三件工具，挑出其中一柄細細長長的銀籤子，彎

腰對準鎖眼，輕巧地一捅再一挑，「哢嚓」輕響之後，銅鎖已開。 

陸繹看在眼中，淡淡問道：「這開鎖的功夫也是楊程萬所教？」 

今夏連忙替頭兒撇清，「那倒不是，原先牢裡有個囚犯，沒人來探他，身上也沒

銀兩，他又好酒，三不五時就託我替他買壺酒，他教我開鎖技藝作為交換，我想

著反正技多不壓身，就替他買了，只學了半年，後來他就被問斬了，也就學不成

了。」 

她邊說著邊將門推開一道小縫，閃身入內，待陸繹也進來之後，她再將門掩好。 

聽她語氣中頗有些遺憾，卻不知是可惜那個囚犯還是可惜沒學全這項技巧，陸繹

藉著窗外的月光望著她，隨即便轉開目光，打量著屋中的情景。 

正對門的是一張紅漆束腰馬蹄足挖角牙條桌，上頭擺著一個空蕩蕩的大漆盤，條

桌後面是繪著宮殿人物的屏風，皆是尋常之物。 

自左側繞過屏風，黑漆漆的木製樓梯直通到二樓。 

今夏一腳踏上去便聽見腳下木板發出咯吱聲，再一腳又是咯吱一聲，若在平日，

有些年頭的木製樓梯踩了是會咯吱咯吱作響的，只是在夜闌人靜的時候，這種聲



音著實刺耳。 

皺了皺眉頭，她只得盡量放輕手腳地往上行，快至二樓時，忽然看見樓梯口有一

雙綠茵茵的眼睛。 

她僵著身子，眼睛乾澀地眨了眨。 

綠茵茵的眼睛也眨了眨，逕自盯著她。 

她深吸一口氣，鎮定地、冷靜地、一步一步地退下來，正好撞到上樓來的陸繹。 

「他好像就在上頭，聽說冤魂最凶，我們還是不要打擾他，快走快走。」她想從

他旁邊擠下去，不管他走不走，她反正是要撤的，小命要緊。 

他的目力比她要強出許多，他動也不動，只是伸手拽住她，看著那雙綠眼睛道：

「那是一隻貓。」 

「啊？」今夏愣了一下，轉頭回望過去，仍是看不清楚，口中便學起老鼠的叫聲，

「吱吱……吱吱……」 

「喵嗚、喵嗚喵嗚。」 

綠眼睛熱情地回應她，拱起身子，毛茸茸的尾巴在月光中擺動。 

今夏頓時鬆了一口氣。 

「現下妳該鬆手了吧？」陸繹的語氣有些不善。 

她回過頭才發現自己在無意間緊緊揪住了他的衣領，連忙鬆開，見他的衣袍被她

揪得凌亂，遂抱歉地又替他理了理。 

「果然是浩然正氣。」陸繹譏諷道，撥開她的手，逕自朝樓上行去。 

那貓從樓梯欄杆上躍下來，也不認生，連聲叫著，還在陸繹的腳下蹭來蹭去。 

今夏這才看清這是一頭橘黃虎斑貓，長得肥頭肥腦，一身皮毛油光水滑。 

「難道是周顯已養的貓，因為惦念故主，所以一直留在小樓裡不走？」她跟上樓

去，胡亂猜測道：「說不定周顯已的魂就附在牠身上？」 

肥貓使勁地用頭在靴面蹭著，陸繹嫌棄地抬腳把牠撥到一邊，肥貓意志堅定地又

靠過來，更變本加厲地蹭著。 

「你看，牠想找你伸冤。」今夏儼然已經讀懂了肥貓的心聲。 

「妳為何認定周顯已之案一定有冤情？」他突然問道。 

她聞言一愣，發現方才就一直口稱「冤魂」，現下又說「伸冤」，雖然都是無意識

的，但已經透露出自己對此案的看法。 

「我也只是瞎猜的。」她想搪塞過去。 

陸繹點頭，「原來六扇門是如此查案，僅憑瞎猜就先入為主。」 

今夏被他一激，立即惱怒道：「喂，這怎麼能叫先入為主呢？這是修河款，又是

他全權負責，這世上不會有這麼傻的人搬石頭砸自己的腳，若是周顯已貪了這十

萬兩的修河款，他就該攜款潛逃，怎麼會上吊自盡？」 

肥貓在腳下喵喵直叫，似在附和她的話。 

陸繹挑眉道：「妳不認為他是畏罪自殺？」 

「我……」 

她的話才說到一半，就聽見樓下有個沙啞的嗓子喝斥道：「誰？什麼人在上面？」 



負責看守此地的是一位年過六旬的老者，嗓門挺大，走起路來倒慢得很，打從今

夏聽到他的聲音，再到他提著燈籠顫顫巍巍地上樓出現在她眼前，足足用了一盞

茶功夫。 

肥貓喵嗚一聲，粗尾搖曳，照例熱情地蹭過去，老者彎腰費勁地把貓撈起來抱在

懷裡。 

「老伯，這貓是你養的？」她把捕快制牌遞過去，忍不住問道：「牠吃什麼長大

的，這麼肥？」 

「牠早晚都要吃兩頓豬油拌飯。」 

「什麼�早晚兩頓豬油拌飯�」她頓時大大地憤慨著，再看向貓的眼神已經是充滿

了羨慕和妒忌。 

「你們兩位是來查案的？」老者把燈籠湊近制牌，看清了上頭的「捕」字，「怎

麼也沒人告訴我，你們是怎麼進來的？」 

「我查案不喜歡驚動太多人。」陸繹淡淡道，「你是此處的驛丞嗎？」 

燈籠昏暗，老者一時沒看清陸繹那襲飛魚服，今夏向他解釋道：「這位是錦衣衛

經歷陸繹陸大人。」 

聽得是錦衣衛經歷，老者連忙把肥貓和燈籠都塞到她的手中，朝陸繹恭敬行禮道：

「卑職王馳，參見陸大人。」 

「此處宅院一直是你負責看守的嗎？」陸繹問道。 

「是。」 

「周顯已是何時住進來的？」 

「您說的是工部郎中周大人吧，去年冬至剛過，他就來了。」王馳歎了一口氣，

「沒想到他竟然會上吊自盡。」 

這貓太沉了，還特別黏人，今夏撂下燈籠，費勁地把死活不肯下去的肥貓往肩膀

上擱。 

「你把事情始末說一遍。」陸繹吩咐著。 

王馳這幾日來已經將此事講過好幾遍，但是陸繹的錦衣衛經歷身分擺在眼前，說

話間又有一種不怒而威的儀態，他不敢怠慢，仍是從頭到尾詳詳細細地講了一遍。 

「那天晚上，周大人很晚才回來，臉色就不太好看，書僮跟我說熏籠不夠暖和，

讓我再升個火盆，後來我就回來睡下了，直到次日清早，見樓上的窗子開著，以

為周大人已經起身，結果上樓一看就發現周大人已經懸在梁上。」 

王馳指了指今夏的頭頂處，後者抬頭望向頭頂處的橫梁，急忙往旁邊挪了幾步。 

「既然是懸梁自盡，應該有凳子被他踢開，也會有砸落地面的聲音，這樓板都是

木頭所製，聲響必然不小，你沒聽見什麼動靜嗎？」她問道。 

王馳尷尬地指了指肥貓，「阿虎常撞倒東西，我平日裡聽慣了，便是聽見也不在

意。」 

阿虎聽見有人喚牠的名字，「喵」了一聲，心情甚好地甩甩尾巴，正巧在今夏的

脖頸上掃來掃去，弄得她直發癢。 

「凳子倒在何處？」她問。 



「就是那張凳子。」王馳示意她看向旁邊的一張束腰鼓腿彭牙帶托泥圓凳，「我

記得好像是歪在這裡。」 

被貓毛弄得連打兩噴嚏，今夏不堪重負地把阿虎還給王馳，然後半蹲下身子藉著

燈籠的燭火查看圓凳，果然看到側邊的漆面上有一處明顯凹損，然後提著燈籠去

查看地面。 

「他的書僮也沒聽見動靜？」她再問道。 

「那兩日那個小書僮染了風寒，夜裡喝了湯藥後倒頭就睡，早上還是我叫他的。」 

陸繹一直在旁靜靜立著，似乎在思索什麼，過了好一會兒後問道：「周顯已自從

住進來之後，要你升過幾次火盆？」 

「只有那天晚上那麼一次。」 

「那天特別冷嗎？」 

「那天下著雨，確是有些冷，而且周大人回來的時候，身上的衣袍都被雨打濕了，

大概是凍得不輕。」 

「他沒坐轎？」今夏疑惑，「還是沒打傘？」 

王馳努力回想了一下才道：「說來也奇怪，周大人之前一直是有轎子的，那天不

知為什麼沒有轎子送他回來。」 

陸繹轉身看著窗子問道：「那天早上是哪幾扇窗子開著？」 

王馳上前把西北側的兩扇窗子打開，「就是這兩扇。」 

窗子一開，便有一股風湧進來，阿虎不滿地叫了兩聲，往人的懷裡拱了拱。 

陸繹走近窗邊朝外頭望去，即便今夜月色如此之好，也實在無啥景色可看，只有

參差不齊的房屋。 

「周大人平常也總是開這邊的窗子。」王馳對此也很是不解。 

今夏接連把南向的幾扇窗子都打開，朝外探頭，忽地驚喜道：「這邊正好對著官

驛的後花園，景致不錯。」 

王馳笑道：「是，這處的景致最好，底下還有桃樹，現下正是開花時節。」 

「看來這周顯已並非愛花之人，白白辜負這大好春色。」今夏晃著腦袋去看三屜

書案，抽屜拉開來全都空空如也，不用說，周顯已的來往書信等物肯定都被送到

衙門裡去了，書案上也空蕩蕩的，只剩下筆架、硯臺和水洗。 

「這上面的東西，你可動過？」她問王馳。 

他搖頭，「沒有，衙門的人來過之後就把門鎖了，我再沒上來過。」 

今夏伸手指在硯臺底使勁搓著，收回手仔細端詳，手指頭只有一點淡淡的墨痕，

再看水洗中也是乾乾淨淨的。 

「如何？」陸繹問。 

「看起來周顯已沒有留遺書。」話音剛落，她似乎想到什麼，提了燈籠去照亮牆

壁，一面牆一面牆仔細的照著。 

王馳完全不明白她在做什麼，陸繹卻了然於胸。 

「妳以為周顯已會在牆上留下血書嗎？」他冷哼道：「妳莫忘了他是言官出身，

若是有冤屈，難道會想不到法子上摺子嗎？」 



對啊！周顯已正是言官，言官的品階不高，卻負責監察和言事，上可規諫皇帝，

下可彈劾百官、監察地方，身為言官，不僅要介直敢言，且愛惜名節勝於富貴。 

若他是被冤屈的，貪墨十萬兩修河款這麼大的罪名扣在他頭上，他沒理由會一聲

不吭啊？ 

今夏望了陸繹一眼，還是不肯放棄，繼續拿燈籠細細地照著屋內的各處，疑心著

原有的痕跡被人刮除，除了牆壁，還有各處角落都沒有放過。 

陸繹也不理會她，自顧望著牆上的字畫。 

「咦？」她照到素悶戶櫥下面有個圓肚瓷罈，伸手就把它拿了出來，上頭的封紙

是破的，一看便知被開過。她湊近嗅了嗅，一股酒香味飄出，另外還有別的味道。 

把衣袖挽起來，她探手入酒罈撈了兩把，撈出兩包用絲綿包裹著的東西。 

王馳詫異道：「這酒罈子裡頭竟還藏了東西�」 

陸繹也看過來。 

將絲綿在燈下一層層解開，裡面的東西慢慢顯露，只是一些黑乎乎的東西，有塊

狀的也有碎渣。 

「這是什麼？」王馳看得莫名其妙。 

「大概是靈芝。」今夏煞有其事地信口胡說，「靈芝泡酒能強身健體延年益壽，

連飲三月便能日行八百里。」 

王馳聽得連連點頭，「周大人瘦得很，身子骨看著也不好，大概是想補補吧。」 

不理她的胡言亂語，陸繹拈了一點碎屑放在鼻端輕嗅，「是香料，這應該是藿香，

還有丁香。」他仔細地嗅了幾次，已能確認。 

今夏已經把素悶戶櫥的抽屜拉開來，裡頭放了一些青蒿和一些朱砂。這些東西不

是信函，衙門裡的人大概覺得無啥價值，所以就沒動。 

瞧見這兩物，她頓時心念一動，問王馳道：「周大人可曾問你要過牛髓牛脂？」 

王馳道：「他的確讓周飛，就是那個書僮來問過我何處能買到牛髓和牛脂。」 

今夏拍掌笑道：「真看不出來，這位周大人還是個癡情人。」 

陸繹望向她，「妳如何得知他癡情？」 

「就是這些東西。」她撥弄著青蒿，侃侃而談，「這是個製胭脂的方子，把丁香

與藿香用絲綿包裹好，投在溫酒中浸泡一到三夜，再將浸過香的酒以及這兩味香

料投到牛髓牛脂當中，微火煎熬，放入青蒿讓油脂的色澤呈現瑩白色，最後用絲

綿過濾油脂，倒在瓷碗或者漆碗裡冷卻，若是再摻入朱砂就可做紅色的唇脂用；

不加朱砂也可，則是潤臉的面脂。」 

聽她說得頗有次序，倒不像是隨口編的，陸繹道：「妳怎麼知道這個方子？」 

「這是《齊民要術》上頭記載的方子，我娘在家試過，想自己做了胭脂拿去賣，

可惜本錢太高，價錢又賣不好，只得作罷。」她頗為遺憾地感慨道：「這世道啊，

想多賺點錢也很愁人。」 

她歎了又歎，連帶著王馳也跟著搖頭歎氣，陸繹不得不輕咳幾聲，示意她回正題。 

「製胭脂的步驟頗為繁瑣，而他卻肯親自動手，可見其用心良苦，對這女子一片

深情。」今夏接著又歎，「想不到周顯已還是個情種。」 



陸繹想到那個香袋，問王馳道：「你可知他有什麼相好？」 

「這個……」王馳為難道：「卑職只是個看院的，周大人從未帶女子回來過，確

實不清楚，周飛也許知道這些事，除了病著的那幾天，他都跟在周大人的身邊。」 

「周飛現下在哪裡？」今夏問著。 

「周大人出事之後，他就被抓走了。」王馳歎了口氣，「他才十三、四歲，根本

還是個孩子呀，被關在牢裡頭，可有罪受了。」 

「沒事，府衙的牢房而已，又不是詔獄，那才是有進沒出。」今夏安慰他。 

陸繹瞥她一眼，後者無知無覺，晃著腦袋又接著去查看別的地方。 

外間的夜風捲過，帶著幾分春寒與幾分暗香，月色正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