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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渡口已有一盞茶的功夫，長槳一下一下地划著，水波映著月光，粼粼閃閃。 

今夏立於船尾環視周遭，原本目光所及之處還有兩、三條船，不知何時已經隱沒

入黑暗中，再側耳細聽，除了水聲，竟是一片靜謐。 

船頭處的高慶也察覺到周圍安靜得出奇，似乎帶著幾分蹊蹺，本能地將手按在繡

春刀的刀柄上，一雙厲目毫不放鬆地掃視四周。 

「此處水道複雜，划快點，快些進入城內水道。」他吩咐船夫。 

船夫不敢違逆，加快手中的動作，船槳激起嘩嘩水花無數。 

船快速地向前駛去，卻不料才片刻功夫，只聽到「咚」的一聲，船身大震，像是

在水底撞上了什麼硬物。 

今夏踉蹌著扶住船蓬才站穩身子。 

高慶也是差點跌入水中，朝船夫怒道：「怎麼回事？」 

船夫結結巴巴道：「小人……小人也不知道，可能是撞著什麼了。」 

「還不快划。」 

「是、是、是。」 

船夫連聲應道，操起船槳欲再划，不料船槳剛入水就如插入石縫一般，半分動搖

不得，船夫大驚之下，只好用力去拔。 

「怎麼回事？」高慶心知有異，但他水性不佳，在陸上尚能冷靜，在船上遇險卻

難免心浮氣躁。 

船夫還來不及回答他的話，整個人反被船槳拽下水去，「噗通」一聲水花四濺，

咕咚咕咚冒了幾個泡泡便再無動靜。 

周遭回復初始的靜謐，平靜得像是什麼都沒發生過。 

水底有異！ 

今夏繃緊全身，緩緩蹲下，直至低伏在船板上，一手已經抽出樸刀，靜靜地等待

著。 

原本在艙內看守沙修竹的兩名錦衣衛也抽出刀，緊張地大聲喚著高慶。 

「怎麼了？」高慶又緊張又惱火，不放心地環顧周圍，抽空往裡面看了一眼，口

中罵道：「大呼小叫的做什麼？」 

「大人……」 

其中一名錦衣衛指著船艙底部，他們的皂皮靴已經濕透，船底不知什麼時候竟多

了好幾道縫隙，而水正往上冒。 

高慶一個箭步衝進來，伸手就割下一方衣角去堵縫隙，「愣著做什麼，快堵上！」 

「水是莫名其妙就突然湧出來的，沒有聽到任何動靜，大人，會不會有鬼魅作祟？」 

待過水邊的人幾乎都曾聽說過水鬼索命的故事。 

反手甩了那名錦衣衛一個清脆的耳光，高慶冷冷道：「去船頭守著，只要有什麼

東西出現就直接殺了，管他是人是鬼！」 

那名錦衣衛什麼都不敢再說，快步行至船頭，抽出刀警惕地守著。 



今夏低伏著身體，藉著月光瞥了沙修竹一眼，想從他的神情看出些許端倪，但他

垂目低首，加上船艙內昏暗一片，根本看不清他的模樣。 

船頭處有水花濺開的聲音，高慶飛快地轉頭，剛剛還在船頭的那名錦衣衛已經消

失得無影無蹤。 

「校尉大人……」另一名錦衣衛的聲音明顯有點發啞。 

高慶狠狠塞好另外一處縫隙，粗聲道：「你把剩下幾處堵上，看好他。還有妳，

趴著做什麼，六扇門怎麼淨是妳這樣的廢物？」 

「你不是廢物就下水去啊。」今夏惱怒地回罵道。 

她最討厭這種只知道罵人卻沒法解決事情的人。不料話音才落，忽然瞥見身側的

水面上有東西緩緩浮上來，一絲絲一縷縷的，黑得讓人心悸，凝神定睛望去，竟

是長長的烏黑頭髮隨著水波蕩漾。 

這究竟是人是鬼� 

她倒吸一口冷氣，顧不得多想，揮刀就往水中劈砍，水花濺了她一身，卻是刀刀

落空，水面下彷彿並無任何實體，只有糾糾纏纏的長髮。 

高慶趕過來，見狀也立即抽出刀，運足了力道砍向水面。正值他揮砍之際，一隻

慘白的手破水而出，還未等他反應過來，那手已經擒住他持刀的手腕，頃刻間一

拉一拽，他隨即跌入水中。 

今夏撲過去想拉他卻已是來不及，水面上還漂浮著長髮，層層疊疊，沒入水中的

高慶已是難尋蹤影。 

「校尉大人！」僅剩下的錦衣衛見高慶也被扯入水中，慌張叫道：「這是水鬼索

命，一定是！」 

「管他什麼索不索命，小爺可要活命！」今夏緊咬牙關，用力握住刀柄，緊盯住

水面，那隻手若敢再伸上來，她非得剁下來看看不可。 

只是船尾卻再無動靜，連同原本還在水面上漂浮的頭髮也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 

她正詫異著，忽然聽船艙內傳來悶響，轉頭看去，原來沙修竹的手腳雖有鐐銬，

頭頸卻未曾上木枷，他竟一頭將那錦衣衛撞暈了過去。若在平日裡，他斷然沒有

這般容易得手，只是那錦衣衛已經被駭得慌了神，根本沒想到還要戒備他。 

沙修竹這一出手，今夏反倒定了心神—— 水中的是人而非鬼。 

船頭處水聲大作，竟突然躍上四條人影，其中一人身材魁梧厚實，大踏步衝入船

艙中，先拎起那名暈厥的錦衣衛交給外頭的人，緊接著攙扶起沙修竹道：「我來

遲了，害哥哥受了許多苦。」 

「好兄弟。」沙修竹正欲按上他肩膀，無奈挾制他雙手的鐐銬叮噹作響。 

「哥哥你退一步，我把這東西劈開。」 

沙修竹稍稍退開一步，卻聽身後有人高聲喝止，「慢著。」 

話音才落，今夏已將樸刀架上來人的脖頸，明晃晃的刀光映著她的怒容，「謝霄，

那三人的性命可是被你害了？」 

「丫頭，妳……」 

「說，是不是？」她厲聲問道。 



謝霄無奈地如實答道：「沒有，我只是小小懲戒了他們一下，都還在岸上躺著呢，

一個都沒死。」 

「此話當真？」 

「自然當真，我幹麼騙妳。」他沒好氣道：「妳啊，口口聲聲叫著哥哥哥哥的，

骨子裡還是官差。」 

她這才擱下刀，沉聲道：「你若害了他們的性命，我自是不能饒你，還有，那船

夫是無辜百姓，你切莫傷了他。」 

聽了這話，謝霄反倒笑起來，「他可不是無辜百姓，我老實跟妳說吧，他是我的

人。」 

「你們早就籌劃好了�」 

「當然。」 

「船漏水是怎麼回事？」 

「原本就鑿出縫了，用蠟封上之後，用刀輕輕一劃就行。」 

「那些頭髮？」 

「那是馬尾，嚇唬人而已。」 

在船頭把風的人喚著，「少幫主，此地不宜久留。」 

謝霄應了，用刀劈開沙修竹的枷鎖，將他架起後朝今夏道：「待會兒就會有打漁

船路過此地，妳只管上船去，對方會帶妳到安全的地方。」 

「哥哥，你不能就這麼走了。」她喊住他，皺眉道：「你得砍我一刀。」 

「丫頭？」他這下子是完全傻了。 

「砍手臂就好了，別傷到我的經脈啊。」她也是無可奈何，「快點，別害我在陸

大人面前交不了差，會砸了我的飯碗。」 

「妳這破飯碗砸了就砸了，有什麼了不起的。」他不禁氣惱。 

「別胡扯，砸了飯碗，我要喝西北風嗎？你快點，我自己砍的話，傷口有異，會

被陸大人看出破綻。」 

謝霄沒多想，突然脫口而出，「大不了我養妳！」 

聞言，她愣在原地，莫名其妙地看著他。 

在外面把風的人不免心急，再次催促道：「少幫主，咱們得快點。」 

她先回過神來，「這件事咱們回頭再議，現下你快一點，趕緊砍我一刀。」 

手上雖然持著短刀，但謝霄何嘗做過這等事，他原就對女子下不了手，更何況是

要對今夏揮刀。 

等了片刻，旁邊的沙修竹歎了一口氣，「冒犯了。」 

他奪過謝霄的短刀，閃電般用力一劃，今夏的左臂自上而下被劃出一道口子，迅

速湧出鮮血。 

「多謝。」她吃疼地抱臂道：「你們快走吧。」 

「我沒想到會這樣。」謝霄既不忍又不捨，定定地看著她，「丫頭，算我欠妳的。」 

「趕緊走吧。」她吃力地擺了擺右手，要他們快走。 

謝霄一行人走後，果然馬上有一條漁船划過來，船夫探頭探腦地往這邊瞧。 



雖然明知道他是謝霄派來的，她仍是佯裝不知情，扶著左臂，困難地喚道：「這

位大哥，救命啊，船要沉了。」 

船夫將她接上打漁船去，四下一片昏暗，她也不知道該上哪裡去尋高慶和其他人，

只得請船夫將船划去渡口，先向陸繹稟報此事要緊。 

船行至渡口，今夏踉蹌上岸，眾人見她衣裳半濕，左臂竟是浸在血水裡，都嚇了

一大跳，不待她開口，早有人去通報，陸繹與上官曦匆匆過來。 

「啟稟大人，船行至途中被襲，一夥賊人上船將沙修竹劫走，其他人下落不明。」

她向陸繹稟道。 

陸繹看著她的左臂，眉頭緊皺，神情陰沉不定，片刻後才冷冷道：「四個人看不

住一個人，一群廢物。」 

「卑職該死。」她咬著牙，將頭埋得更低。為免連累她，沙修竹在她左臂上劃得

頗深，從方才到現下，已經淌了不少血，她開始感到一陣陣眩暈。 

上官曦在旁拱手道：「陸大人，我幫兄弟對這附近甚是熟悉，不如讓他們去尋那

幾位官爺，萬一官爺們也受了傷，時候拖越久越危險。」 

「既如此，就勞煩上官堂主。」陸繹點頭，目光卻仍盯著今夏。 

上官曦轉身吩咐下去，又望向今夏，柔聲道：「妳傷得不輕，我先替妳包紮傷口。」 

捅了這麼大的樓子，陸繹不發話，今夏也不敢點頭，更是連一步也不敢挪。 

陸繹冷冷道：「先去包紮傷口吧。有勞上官堂主了。」 

上官曦溫婉一笑，伸出手來扶過今夏，帶著她進到飯莊裡面的小間。 

左邊袖子又是血又是水，濕漉漉的殷紅一片，濕布黏著傷處，一往下脫就讓今夏

疼得齜牙咧嘴，上官曦只好拿剪刀將衣袖齊肩剪下，再替她清理傷口。 

「那個別丟，我洗乾淨了還能再縫上去。」今夏一邊忍著疼，一邊阻止她。 

上官曦怔了一下，點頭道：「妳身上都濕了，待會先換上我的衣裳，這件就擺在

這裡，我漂洗乾淨縫補好再送去給妳。」 

「怎麼好勞煩妳……」 

未等她說完，上官曦在她耳邊低聲道：「此番讓妳受了委屈，我和老四都很感激

妳。」 

既然她也知情，說不定就是她籌劃這趟劫囚。今夏一點都不驚訝，低著頭輕聲道：

「他說沒死人，是真的嗎？」 

「是真的，妳待會兒就知道。」 

將她的傷口清洗乾淨，上官曦正欲上藥，只聽門「吱嘎」一聲被推開，陸繹面無

表情地走進來。 

上官曦趕忙用自己的披風將今夏的左臂遮好，嗔怪道：「大人，還未包紮妥當呢。」 

「讓我看看傷口。」陸繹冷冷道。 

早就料到他不會輕易相信自己的話，一定會來查驗傷口，幸而這傷不是自己砍的，

今夏暗暗慶幸。 

「大人，袁捕快怎麼說也是姑娘家。」上官曦將手按在披風上，絲毫不肯讓今夏

的手臂露出來。 



「姊姊，不要緊。」因為失血不少，今夏連嘴唇都泛白，勉強笑了笑，「人犯丟

了，我身上帶有嫌疑，陸大人原就該查個明白。」 

說話間，她自己把披風揭到一旁，露出一彎雪白的臂膀，可看見傷口從上臂一直

延伸到小臂，血還在淌著。 

低垂的眼睫下，陸繹的瞳仁緊縮，他伸手取過油燈，走近今夏，一手持起她的手

腕，將她臂上的傷口仔仔細細查驗了一遍。 

這一刀是沙修竹所砍，用的是謝霄的短刀，無論力道還是位置，今夏都自認毫無

破綻，可她偷眼瞥去，陸繹的面容卻是越發冷峻。 

片刻之後，他終於鬆開她的手，自懷中掏出一個瓷瓶遞給上官曦。 

「用這個藥。」他簡短說道，然後轉身出去。 

兩個女子面面相覷，今夏朝那個瓷瓶挑了挑眉毛，輕聲細語地問道：「這不會是

讓傷口潰爛的藥吧？」 

「不會的。」 

話雖這麼說，上官曦還是猶豫了一下，把小瓷瓶打開來嗅了嗅，然後皺緊眉頭。 

陸繹的心思，今夏向來是猜不透的，偏偏傷口實在疼得厲害，歎著氣道：「算了，

管他是什麼，先用了再說。」 

「我這邊也有金創藥。」上官曦覺得味道刺鼻，不敢確定這藥的療效，「要不，

妳自己決定吧。」 

「用上官姊姊的。」 

既然能選擇，今夏覺得還是盡量不要碰陸繹的東西比較好，就算這藥沒問題，可

萬一他回頭找自己討銀子怎麼辦？ 

於是，上官曦取了金創藥，仔細為她上藥再包紮好，最後命人取來自己的衣裳，

先閂上門，然後小心翼翼地幫今夏換上。 

「妳這傷口很深，只有外敷恐怕不行，還得請大夫開上幾帖藥按時喝著才好。」

替她整理妥當，上官曦看她面色發白，不放心地叮嚀道。 

「沒事，只是一點皮外傷。」今夏撐著精神，低首看自己身上的衣裳，摸上去滑

溜溜的，不由得羨慕道：「姊姊的衣裳真好看，等我回了京城，也要讓我娘照著

這個式樣替我做一身。」 

不知怎麼的，她這話讓上官曦覺得有些心疼，正欲答話，門卻被叩響。 

「堂主，兄弟們找到那幾位官爺了。」 

雖然謝霄和上官曦都說過不會出人命，今夏還是不太放心，扶著手臂跟在上官曦

後頭行出來。 

「有三位官爺受了些皮肉傷，又嗆了水，並無大礙，但有一位傷得重些，肋骨斷

了兩、三根的樣子，好在並無性命之憂。」董叔稟道。 

上官曦點點頭，轉頭看了今夏一眼，目光中頗有些深意。 

今夏也暗暗鬆了一口氣，原擔心謝霄下手不知輕重，現在看來還好，只是不知斷

了肋骨的那位是誰。 

出了飯莊小間，斷骨所傳來的疼痛讓高慶每一次最輕微的呼吸都像受刑一樣痛苦，



看見陸繹，掙扎著想起身，卻被陸繹上前摁住。 

「聽他們說你的肋骨斷了，莫要亂動。」陸繹道。 

「卑職罪該萬死，請大人責罰。」 

陸繹沉默了一瞬才道：「你把整件事情從頭到尾仔細說一遍。」 

傷處雖然疼痛非常，但高慶卻是一點都不敢違抗，強忍著痛把事情經過詳詳細細

地說了一遍。 

聽罷，陸繹緩緩點頭，「按你所說，這幫賊人頗通水性，有四、五人之多，與袁

捕快所說的一樣。」 

「卑職落水之後，船上只剩下袁捕快與我的一名弟兄，賊人趁機將我弟兄打暈，

丟入水中，也就是說，最後僅剩袁捕快一人。卑職以為，此事說不定與她有些干

係。」 

「她也受了傷，雖比你輕，但比你那幾位僅僅嗆了水的弟兄重許多，若要說嫌疑，

我看，只要還活著的都有嫌疑。」陸繹冷冷道：「那艘船是你雇的，船怎麼會突

然漏水？分明是有人早一步得知我們的行蹤。」 

高慶聽了渾身一凜，這才想起陸繹是在臨走前才命今夏隨行，之後她一直和他們

在一起，自然沒有提前洩露行蹤的嫌疑，而自己卻是在午後時分就已經得知消息，

船也是自己雇的，若要說私通賊寇洩露行蹤，他的嫌疑可比她大多了。 

「大人，卑職……」 

似乎知道他在想什麼，陸繹打斷他，淡淡道：「你傷成這樣，自然不會是你，只

是你那幾名弟兄，你該多留心才是。」 

「卑職明白。」 

陸繹未再說什麼，讓其他幾名錦衣衛先送高慶回去治傷。 

上官曦也備下馬車，親自將陸繹與今夏送回官驛。 

折騰了一夜，身上又帶著傷，回到官驛廂房，將門一掩，今夏只覺得所有氣力都

抽身而去，踉蹌著爬上床，她連衣裳也沒力氣脫，只好和衣側躺，小心翼翼地不

敢碰到傷臂。 

「受傷的事得瞞著頭兒，要想個好法子才行。」 

她閉上眼睛迷迷糊糊地想著，還未想出個子丑寅卯就已然陷入昏睡。 

又是那條既陌生又熟悉的大街，處處張燈結綵、燈火璀璨。 

自她身旁經過的人們，衣著華麗、面帶笑容，彷彿在慶祝什麼熱鬧的節日。 

她立在街道的中間，茫然四顧，不知道自己究竟在找什麼。 

繁燈似錦，笑語喧嘩。她卻始終孤零零的一個人。 

驟然，有人握了她的手，「走，跟我走。」 

「你是誰？」她不肯，使勁掙扎。 

那人的手就如鐵鉗一般，又冰又冷，怎麼也掙不開…… 

「啊—— 」她喘著氣，滿頭大汗地自夢中驚醒，瞪大的雙目正好對上陸繹。 

他正握著她的手。 

他為何在自己房間裡，又為何會握著她的手？ 



她實在想不到一個合理的緣由可以解釋這個情景，足足愣了好半晌，就這麼乾瞪

著他。 

他皺了皺眉頭，率先開口道：「妳的指甲該修了。」 

「啊？」 

「把我都劃傷了。」他鬆開她，手指撫上自己的脖頸。 

藉著燭火，她看見他左側的脖頸似有幾道細細的血痕，吃驚道：「是……是我劃

的？」 

「難道是我自己劃的？」他語氣不善。 

「這……卑職該死。」 

她只好賠罪，轉而一想—— 不對啊，他憑什麼闖入她的廂房、憑什麼抓她的手？ 

她硬著頭皮，決心要據理力爭，重新開口道：「陸大人，這個……那個……呃……

您半夜到這兒是有什麼事要吩咐卑職嗎？」 

「什麼半夜，天都亮了。妳不曉得妳在發燒嗎？」他沒好氣地反問她。 

「哦，難怪我覺得您的手那麼冰，原來是這個緣故。」 

她恍然大悟，歪頭看向窗外，天色陰沉沉的，大概是要下雨了，所以室內這般昏

暗。 

陸繹的面色卻是更沉，「叫門也不見妳來應，還以為妳昏死過去了，想試試妳額

頭的熱度，誰知道妳突然就拳打腳踢，真是的，連睡覺也不安分。」 

「這……卑職該死。」她只好道。 

「我給的藥，莫非上官堂主沒有替妳抹上？」 

她索性睜著眼睛說瞎話，「抹了。」 

「若是抹了那藥，以妳的傷勢，不至於會燒成這樣。」他雙目微瞇，看著她的傷

臂，「把衣裳脫了，讓我查驗。」 

沒想到他居然計較到這般程度，她欲哭無淚，「大人，我錯了，我說實話，我沒

用那藥，好端端的在這裡。」她自懷中掏出小瓷瓶還給他。 

「為何不用？」他的語氣中已有明顯的惱意，挑眉道：「莫非妳疑心我會害妳？」 

「當然不是。」她連忙解釋，「這個……其實是因為……那個……」 

他冷冷地盯著她，一副她若敢撒謊就滅了她的神情。 

她不得已，只好實話實說：「因為卑職覺得這藥肯定特別貴重，若是我用了，萬

一過兩日您找我討要藥資，我肯定是還不起的，再說，我還欠您二兩三錢銀子，

所以想來想去，還是不用為好。」 

「妳……」這下子，輪到陸繹瞪著她，胸膛起伏間似在呼吸吐納，聲音都比平日

高了一些，「命要緊還是銀子要緊？」 

「當然是兩個都要緊呀。」她耐心地講解，「比方說，我面前有一碗粉絲和一碗

魚翅，吃粉絲能填飽肚子，吃魚翅也能填飽肚子，那我當然吃粉絲了，何必多花

那些銀子呢？大人，您能明白嗎？」她分外誠懇地望著他。 

他很乾脆地把藥收走，拂袖而去。 

「和這些富家子弟真是話不投機半句多。」她歎了一口氣，身子重新躺平，燒得



暈乎乎的腦袋往被衾裡一埋，接著又睡過去。 

待今夏再次醒來時，天色似亮了些，也不知道是什麼時辰了，她半撐起身子，莫

名其妙地看著幾乎是闖進來的謝霄。 

「妳沒事吧？」他一臉緊張。 

她莫名其妙道：「沒事啊，你有急事？」 

「我在外頭敲門敲了好半晌，妳怎麼不應？」 

「大概是因為我睡得太沉。」她揉了揉眼睛，又問道：「哥哥，你有急事？」 

「我不放心，過來看看妳。」他走近看她的手臂，不放心道：「傷口挺深的，妳

覺得怎樣？」 

「沒什麼，小事一樁。」她趿鞋下地，昏乎乎地行到桌旁，伸手就要倒水喝，冷

不防觸動到傷臂，疼得她直倒抽涼氣。 

「我來。」他看不過去，伸手幫她揭開草編筐的蓋子，拎起裡頭的瓷壺，卻是輕

飄飄的，裡頭根本就沒水。 

「妳這裡連水都沒有，這樣如何養傷？」他氣惱道，「楊兄弟這些日子都在醫館

陪楊叔，也沒人照看妳，這怎麼行？妳乾脆搬到我那裡住吧，先把傷養好了比較

重要。」 

「不用了，頭兒和大楊都不在，我若再不勤勉點，劉大人肯定會不高興，再說了，

還有那一位在呢，他可不是個省油的燈。」 

她有氣無力地趴在桌上，心裡想著不知道灶間有沒有剩下的吃食。 

「妳管他高不高興，我都跟妳說了，這種破差事砸了就砸了，我……」說到此處，

他頗不自在地頓了一頓，轉而道：「妳又不是沒地方去。」 

話音剛落，便聽見門口進來一人冷冷說道：「聽起來，袁姑娘是要另謀高就了？」 

一聽出是陸繹的聲音，她立刻站起來，不料這一下太猛又再牽動傷臂，即便疼得

要死也只能暗自咬牙。 

「沒有的事，大人千萬別誤會，要是傳到劉大人耳朵裡就不好了。」她趕忙解釋

道。 

「妳坐下吧。」陸繹皺著眉頭，把手中端著的碗放到她面前，吩咐道：「把藥喝

了。」 

她緩緩坐下，低頭看向那碗尚冒著熱氣的湯藥，遲疑問道：「這藥是……」 

「可以退燒，對妳的傷口有好處。」他淡淡道。 

「不是，我是說，這藥是您煎的？」 

「我吩咐驛卒煎的。」 

不知怎的，她暗鬆一口氣。 

他又慢吞吞的道：「不過這方子是我開的，妳不敢喝？」 

她還來不及回答，莫名其妙被晾在一旁的謝霄已開口替她說道：「你又不是大夫，

她為什麼得喝這藥？萬一出事，你能負責嗎？」 

「你怎知我不能負責？」陸繹側頭睨向他，反問道。 

謝霄不再理會他，直接伸手去拉今夏，「走，上我那兒去，我找大夫替妳瞧傷。」 



「你不能帶她走。」陸繹冷冷道。 

「憑什麼，她又不是你家的人。」謝霄提高嗓門，與陸繹槓上。 

「她也不是你家的人。」陸繹的語調雖不高，卻是冷意森森。 

「她……」謝霄將脖子一梗，沒多想便脫口而出，「你信不信老子明日就娶她進

門？」 

來不及看陸繹是何反應，今夏已經聽不下去，「哥哥，這事咱們改日再議，你是

不是還有要緊事，你去忙吧，不用惦記著我，我好得很，你去吧，我就不送了啊。」 

「妳怎麼老是趕我走？」謝霄不滿。 

陸繹雙手抱胸，立在一旁，唇邊卻有一絲若有似無的笑意。 

「哥哥，我還在發燒，你嚷得我都頭疼了，你明天再來吧。」她一面把他往門口

推，一面無奈說道。 

謝霄被她推到門口，返身正色問道：「妳不相信我想娶妳？」 

「我……」被他說得愣了一瞬，她才道：「我信，這是好事嘛，只不過這件事還

得我娘說了才能算，我不能自己拿主意呀，這事不急，改日我有了精神，頭兒也

好一點了，閒下來時再慢慢商量。」 

「這麼說，妳是願意了？」他盯著她問。 

「這麼好的事，我不會不願意。」她順口答道。 

得了她這句話，謝霄方才轉身離去，走之前還沒忘再瞪陸繹一眼。 

總算是把他弄走了，今夏鬆了口氣，轉向陸繹，陪笑歉然道：「他就是個村野莽

夫，您大人大量，千萬別跟他一般見識。」 

陸繹原本面沉如水，聽了她這話，非但沒有緩和幾分，反倒更加陰鬱，譏諷道：

「還沒嫁進門就急著替夫家說話了？」 

她怔了片刻，忽然想到了什麼，急切道：「大人，您可千萬別把這事告訴劉大人

啊，千萬千萬不要啊，算卑職求您了，現在還在辦案期間，萬一劉大人覺得我有

外心治我的罪，那可不是小事。」 

「妳還知道要怕啊？」他冷哼一聲，朝桌上一努嘴，「先把藥喝了。」 

聽到吩咐，她二話不說端起藥碗就咕嚕地一口氣將整碗藥灌下去。 

他一見狀，本想說什麼，終還是沒開口。 

「多謝大人，您開的方子真是有奇效，我剛喝下這藥就覺得周身舒暢，神清氣爽，

奇經八脈有一股暖流遊走似的。」她放下藥碗，開口就是奉承話。 

「妳那是被燙的。」他沒好氣道：「這藥才剛煎好，沒瞧見直冒熱氣嗎？」 

「沒事，我不怕燙。」說完，她背過身去，悄悄吐了吐舌頭散熱，再轉回來時發

覺他居然坐了下來，她試探地問：「大人，您還有事要吩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