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少爺要回來了。」 

莫檸說這句話的時候，夜空中正砰的一聲綻開一朵煙花，莫衍有點茫然地停下匆

匆往家裏趕的腳步，一時間懷疑自己聽錯了。 

「喂，哥……你聽到沒有啦。」少女帶點不依的撒嬌聲音繚繞在耳邊，「我說少
爺要回來了—」 

煙花落幕，整個城市陷入一片截然相反的寂靜。 

愣了許久，莫衍才重新邁開步伐，淡淡回了一聲嗯。 

莫檸還在那頭大呼小叫，莫衍知道妹妹喜歡自家少爺已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會

這麼興奮也很正常。莫衍讓手機略略離開耳朵，臉上的表情有些無奈和疲憊。 

說起來，自從少爺去美國學商，他們兩個也有兩年沒見了—其實是連捎給對方隻

言片語都沒有。 

莫衍一邊想著一邊走，路過一家女性內衣店，櫥窗裏擺著展示商品的假人模特

兒，他的頭頓時低得幾乎要埋進胸口裏，看得幾個小姑娘吃吃直笑。 

「哎喲，好可愛……」 

三月的天氣還有點涼意，把手插在長大衣口袋裏，莫衍臉上浮出苦笑—可愛？他

沒想過這樣的詞彙會用在自己身上。 

莫衍身形頎長，看起來文質彬彬。皮膚是讓人驚歎的細膩白色，皺起眉時，帶著

一點憂鬱，在迷離錯落的霓虹燈光下，莫衍的臉容被襯托得溫雅俊秀，走在路上

往往能吸引異性的目光。 

莫衍自己也知道這一點，但他無法和女孩子自如地談笑，遇到這些會窘迫，也是

因為沒有過和女性交往的經驗……又或者該說，他不知道自己還有沒有辦法跟女

性交往。 

兩年前的寒冷夜晚裏，介於少年與成年之間的男人在臨走前的那一夜毫無憐惜地

抱了他。至今他仍清楚地記得那人身上沐浴過的暖香，那人赤裸的肌膚明明是溫

熱柔軟的，卻讓他顫抖。 

他並不是天生的同性戀，也沒有想過嘗試。若不是那人是他不得不服從的少爺尹

丞，也許他一輩子都不會跟同性發生關係。 

尹丞一向是厭惡他的。不光因為他是老爺派來照顧他的人，也因為他順從沒有稜

角的個性，尹丞喜歡的人都是張揚而美麗的…… 

那時的尹丞喜歡著一個叫做葉維的人，雖然那個人他用盡一切手段也沒辦法得

到。 

而兩年前，耶誕節過去沒多久的那一天，之所以會發生那樣的事，也是因為葉

維…… 

剛剛沐浴完畢的年輕男人帶著清爽的水氣斜靠在床頭，修長有力的身體任意舒展

著，光如此就是無限好的美景。他冰涼的秀麗眼眸靜靜看著一邊忙碌收著東西的

莫衍，眼裏突然染開一抹笑意。 



「真像。」 

莫衍的脊背微微一挺，狐疑地向後看去，「少爺，您說什麼？」 

尹丞坐起身來，攏一攏腰間圍著的浴巾，「沒有，你再把頭轉回去，就像剛剛那
樣。」 

少爺的話讓莫衍感到有些莫名其妙，但他知道自家少爺今天喝了酒，又才跟葉維

道別，心情自然不好，說話顛三倒四了點也可以理解。 

他點點頭，重新半低著頭收拾起東西來，背後卻感到有人在漸漸接近，仔細端詳

著他。他也沒有多想，隨手拿起置於椅子上的新毛巾，還沒來及往行李箱裏放，

窄細的腰一緊，已被人從身後牢牢地抱住。 

尹丞赤裸的胸膛緊貼住莫衍的後背，不屬於自己的體溫源源不斷地傳遞過來，加

上腰間有力纏繞的兩條手臂，讓遲鈍的莫衍也無端警惕起來。 

他從沒有跟少爺這麼親密的接觸過，靠得最近的時候可能也就是畢恭畢敬地替他

拉開車門時，或是遞東西時碰到對方冰涼的手指，但那畢竟只是偶然，且只有一

瞬間。 

尹丞是會避免和他有身體接觸的，這一點他很明白。 

此刻他被少爺牢牢抱住，就顯得格外的詭異。一想到這，莫衍頭皮就都開始發麻。 

尹丞將近二十歲，但比他年長的莫衍一向把他當作任性的孩子，但這一刻，他前

所未有地意識到，尹丞……是個已然成年的男子，他高大強壯得可以輕易的壓制

住自己。 

「少爺？」淡淡的酒氣在呼吸間蔓延開，讓莫衍想，也許這個擁抱究只是出於醉
意，於是略微尷尬地側頭規勸道：「……您先到床上去吧，就算開著空調，剛洗

完澡也會著涼的。這裏我來弄就好。」 

尹丞還是默不作聲，冷冽的深黑色瞳孔牢牢鎖著他，潛藏著陌生而危險的意圖。

他不禁感到哪裏不對，還沒來得及問話，嘴唇就被惡狠狠地堵住，對方的舌尖硬

是撬開牙關，入侵。 

莫衍的頭腦瞬間一片空白，手顫了顫，毛巾落到了地面。 

嘴唇被反覆親吻到幾乎麻痹的程度，對方再一次重重咬下時，莫衍似乎嘗到了一

絲血腥味，驚慌的他瞪大了眼睛，看清了在自己眼前放大的男性面容—男人其實

很英俊。 

這個吻激烈而且放縱，平時看起來冰冷禁欲的少爺，嘴唇在接吻時竟然熱得像

火，一來二去，呼吸便被帶得紊亂起來。 

尹丞的嘴唇挪下去，輕輕放到他白皙的頸間，伸出舌尖舔弄他的喉結。 

彷彿一場夢般不真實，莫衍恍惚地讓男人強勢的嘴唇在自己皮膚上肆虐，連掙扎

都忘了，規規矩矩扣著的襯衫被扯開，釦子滾進黑不見底的沙發縫隙中。 

下一瞬，尹丞就迫不及待地把莫衍壓倒在地毯上。 



胸膛赤裸相貼的感覺讓尹丞低吟了聲，男人的唇亦出乎意料地香甜柔軟，讓他忍

不住又一次地吻上去，百般細緻地品嘗。聽到那從鼻腔裏無意識發出的甜美抗拒

聲，他忍不住一把扯下腰間的浴巾，把早已硬熱起來的東西抵到男人的腿間。 

彷彿被潑了盆冷水，不經意間被勾起的欲念全熄。莫衍半裸的身子顫抖，有些驚

恐地側頭避開密密的親吻，「少爺，您在胡鬧什麼……快起來，您醉得厲害。」 

尹丞沒聽到似的把他的下巴扭過來繼續吻上去，隨後把他的褲子褪下來。 

被男人的性器緊緊貼住的感覺並不是很愉快，就算對方是不可違抗的少爺，莫衍

也還是忍不住下手猛推。 

莫丞沒有防備，被推到一邊去，倒是微微一愣，隨後那雙俊秀到極致的眼眸便不

悅地瞇起來。 

莫衍慌忙站起身拉上外褲，喘息不光是因為灼熱的情欲，更多是因為不祥的預感。 

慢慢撐起身子，尹丞命令，「你過來。」 

莫衍垂目站在原地，過去吧……兩個人剛才還糾纏在一塊，不過去吧……這種命

令式的語氣又讓他不安。思索片刻，他終於局促地蹲下身，好歹跟男人保持同一

個視線高度，「少爺，您喝多了。需要我弄點醒酒茶來嗎？」 

那微微低著的清秀側臉，讓尹丞的眸色又深幾分。細細從那角度觀察了一番他的

五官，尹丞不由分說就伸長手臂，重新把他拽了回去。 

這一次他再怎麼掙扎都是徒勞，不該發生的事發生了。 

恍惚間，他聽見尹丞低沉的喃喃道：「葉維……」 

尹丞的語氣聽起來很痛，不過再痛也肯定比不上他…… 

從加州飛來這個城市需要十五小時二十七分鐘，讓冷酷任性的少年變成成熟男

人，卻只用了兩年。 

尹丞自出口出現時，被指派來接機的莫衍幾乎要認不出他。他長得更高，輪廓也

變得更深了。原本出塵秀麗的精緻五官，現在已經變得英俊而迷人，原本用來武

裝自己的冰冷氣質，轉變成了深沉威嚴。 

「少爺！」眼看人就要走遠，莫衍如夢方醒地趕緊喊道，一邊穿過熙熙攘攘的人
潮靠近尹丞，一邊使勁地揮著手。 

一下子就被發現了，尹丞遠遠朝他點頭示意，本來面無表情的臉，展露了迷人的

微笑，低喃道：「很快就認出來了嘛。」 

「您請原地等一下，我這就過去。」盡職盡責地說明道，莫衍低頭跑到尹丞身邊。 

再次見面時沒有想像中那麼尷尬，兩個人很有默契地回避了兩年前那場意外，這

讓莫衍鬆了一口氣。 

就讓事情隨著時間淡化吧，有什麼必要去計較這種無聊的糾葛。 

那一夜，最好永遠埋藏起來……莫衍在心裏勸告自己。 

「等了很久？」把行李遞給莫衍，尹丞先開口打破沉默。 

他看上去似乎沒有兩年前那麼討厭自己。莫衍笑了笑，「一小會，不算什麼。」 

「就你一個人來？」 



「是，老爺和太太在家裏等您。廚師是專門請的，在外頭那麼久，一定很想吃中
國菜吧？」 

兩人一邊走一邊說，尹丞看莫衍吃力地拖著沉重的行李箱，一如既往的簡潔回

答，掛著合宜有禮淺笑的臉龐……劉海有些長了，垂下來時擋住漂亮的眼睫，嘴

唇從側面看稍稍翹起，有種引誘人嘗一嘗的感覺。 

「你還是老樣子。」尹丞淡淡地道。 

「少爺卻長大了。」男人還是微微垂著頭，依然笑著，但不知道為什麼，尹丞就
是覺得他不像真的多替自己高興，只是種公式化的敷衍。 

對於這種說不上是好是不好的態度，尹丞皺起眉把臉別了回去。 

這一點倒是和以前一樣。莫衍已經很習慣尹丞的愛理不理，他本就比尹丞大了幾

歲，從十四歲初見時就把尹丞當成了弟弟，自然包容的要更多些。 

「還是我來吧。」 

思緒被一旁的人冷冰冰打斷，莫衍沒反應過來，「嗯？」他不解地抬起頭。 

「看你走的這麼慢……很重吧？」昂起尖尖的下巴指了指那行李箱，尹丞攤開右
手，「不必勉強，給我好了。」 

莫衍趕忙推辭道：「不，這怎麼合規矩……」 

話剛說到一半，便看見尹丞露出些許不耐煩的神色，「給我。」他胳膊伸過來，
竟作勢要搶。 

這種客氣的戲碼，竟發生在兩個一起生活了近八年的人身上，說出去都要被笑，

可事實偏偏就是如此諷刺，他和尹丞，雖然該做的不該做的都做過，但也許還不

如住在他家對街那女人和她的寵物貓的關係親密。 

尹丞不由分說地強硬握住拉桿，手指不小心擦過莫衍手背，那微微冰涼的感覺，

喚起莫衍心中那一場惡夢。 

莫衍大大地一驚，握著拉桿的手觸電般迅速撤回，那不留心就表現出的防備與抗

拒，令尹丞冰冷的眸子微瞇。 

莫衍歉疚地笑了笑，輕描淡寫道：「昨天手背劃傷了，怕被少爺碰到，下意識就……

避開了。」 

尹丞沒說話，只斜一眼那光潔白皙的手背，再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莫衍被那意味深長的眼神看得有點心驚，趕緊把那隻手塞進口袋。 

這時手機剛好地響起來，簡直是救命訊號，他忙不迭地接聽，原來是問他有沒有

平安接到少爺的電話。 

「嗯……接到了。很順利……這就回去……大概四十分鐘之後到家……好的……

好的，我知道了。多謝，再見。」 

掛上電話，那異樣的氣氛終於被沖淡很多，還不等他開口，尹丞便冷著臉說了句

「走吧」，頭也不回地拉著行李箱大步離去。 

莫衍看著他遠去的身影，悄悄的吁了口氣，快步跟上。 



上了車之後尹丞大概是累了，在後座閉目養神，莫衍也不是會找話題閒聊的人—

更何況他也沒什麼興趣跟尹丞講話，尹丞在休息他反而省事。 

於是一路上安安靜靜地直到抵達尹家，而這時已經是晚餐時分了。 

「少爺，外面風涼，快進來吧。」 

莫衍停好車快步走去打開主屋的門。 

兩人剛走進客廳，尹伯崇低沉的音色便從旁邊的餐廳飄過來，「小丞回來了？」 

雖然老爺的神色還是一如既往地嚴肅，聲音卻真算是少有的溫和。可以看出來，

他現在的心情相當不錯。 

莫衍緊張地用眼角餘光瞥一眼從自己身邊走過的男人，唯恐他和兩年一樣，對著

父親冷冷拋下一句「我吃飽了」，再任性地甩手上樓，留下一屋子烏雲…… 

「爸爸。」尹丞有禮的語氣迅速打消了他沒必要的顧慮，尹丞走到餐桌前拉開椅
子，「我回來遲了，抱歉讓你們等……我們可以開飯了。」 

一屋子的下人都鬆了口氣。 

坐在尹伯崇旁邊，一直不作聲的美貌婦人—尹伯崇的妻子沈玉憐拿起瓷湯匙，品

嘗一口面前的湯，而後雍容地回頭吩咐，「湯都要涼了，拿去熱一熱。小丞好不
容易回來一趟，東西要做得細緻點。」 

「這次回來……確實長大了不少呢。」坐在尹丞對面，比他略長一些的女子輕笑
著說，「看來，過不了幾年我就可以暫時休息一段時間了。」 

尹丞也不知道該不該叫她一聲姊姊，躊躇片刻，還是叫不出口，只淡淡笑一笑回

應，「哪裏話。我要學的還多著。」 

「也變得會說話了。」尹蓉抿唇笑道：「爸爸、媽媽，一個人在國外果然是能學
到很多。」 

「是啊。」尹伯崇感慨一聲，「看來，我可以放心了。」 

尹丞不置可否地勾了勾唇角。他本就長得好看，稍微帶點兒笑意立刻就能化解臉

上的冰冷線條，讓人感覺不到一絲敵意。 

「今天你累了，吃完飯洗過澡就去睡吧。讓莫衍照顧你。去美國這兩年自己一個
人不習慣吧？他在你身邊八年，怎麼說也適應些。」尹伯崇對兒子的表現暫時滿
意，「明天來我書房跟我聊一聊，有些東西，學校是教不會你的。」 

尹丞垂下眼睛應了聲「是」，順便瞥了眼一邊像是布景般的莫衍。男人依然是副
沒怨言的恭謹樣子，看似溫和柔順，仔細一瞧卻能發現他心不在焉，就好像被指

派去照料誰都一樣，都只是個任務，完成了，就拋到腦後—這樣子看著就讓尹丞

莫名心頭火起……兩年前他也常常有這樣的感受。 

和莫衍相處八年，隨著年齡增長，他漸漸有一種感覺，莫衍這個人對於他們尹家

所有人，根本不像他表現出來的這麼服從尊敬，如此虛偽的裝樣子……大概也只

是為了他們家的勢與錢。 



父親雖然會派遣莫衍辦事，卻沒跟莫衍長時間相處過，而他不同，要說感覺，他

的應該更準確一些。 

不過，莫衍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不是必須在此刻思考的問題。 

尹丞看著一道道佳餚被端上桌，也不虧待自己的肚子，優雅的吃了起來。 

「跟我們說說在美國的見聞？」沈玉憐再次開口，緩緩攪動面前被熱過重新送上
的鮮湯，唇邊是優雅得體的笑容。 

尹丞讓筷子上的鰣魚落進自己碗裏，抬頭微笑，「美國那地方，您不是應該比我
更瞭解嗎？」 

「小丞今天很累了，有什麼話等明天再問吧。」尹伯崇開口打斷兩人，「他整個
春假都在，你們要交流可以選在任何時間。」 

「全聽您的。」尹丞笑了下，眼底卻有一絲冰涼。 

他根本不想和這餐桌上的任何一個人多話，但他知道，他的父親想要的就是和樂

融融景象。而裝出一副乖巧兒子的形象對如今的他已經不是難事，「彬彬有禮」
這四個字，他確實比出國之前做得要好很多。 

像以前那樣任性，跟他父親鬥個兩敗俱傷並沒有意義，一個無法自立、沒有資本

的男人是沒有資格看輕別人的，出去了兩年他已完全看清……若沒有鈔票與權

力，再怎樣表現得不可一世，也只是小丑罷了。 

如今他就是要一步步贏得可以讓他驕傲的權力。 

第二章 

準備乾淨的浴巾和衣服，送到浴室門口再叩響門板，等到嘩嘩水聲裏傳來不輕不

重的一聲「進來」，再低著頭鑽進蒸汽裏，迅速放下東西，默默地退出去…… 

這一套伺候尹丞梳洗的程序，莫衍覺得自己已經爛熟於心，也許一輩子都抹煞不

掉，然而今天走到浴室門口他竟遲疑了，右手揚起，卻沒辦法順利地敲下去。 

一格格的磨砂玻璃透出燈光，隱約可見模糊的修長人影，那身影讓他喉嚨發乾，

心臟緊縮，怎麼也動不了。 

浴室裏面突然間歸於寂靜，似乎是尹丞關了水龍頭，隨後冰涼澄澈的音色流淌出

來，在寂靜中格外的突兀，「莫衍？東西拿來了沒有？怎麼不進來？」 

「啊，少爺……抱歉……」這下就不能回避下去了，莫衍趕緊伸手按下門把，卻
遲遲不能把門推開。只好閉著眼睛，又說了句「抱歉」，方才猛地向裏撞進去。 

可是他還沒完全進入，握著門把的手便感到相反的一股大力，有點驚愕地撒手抬

頭，就見到尹丞的臉，他先從裏面拉開了門。 

「你在幹什麼？」頭髮滴著水的男人微微皺著眉，很不滿地奪過他手中的東西，
「這麼慢。」 

他還光裸著身體，水珠在他平滑結實的胸膛上肆意流淌，窄細有力的腰身，賞心

悅目的長腿……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都是完美的男性軀體。 



莫衍趕緊低下頭，盯著門檻處乳白的大理石，不敢亂看，明明是同性的身體卻如

此危險而誘惑，他險些又回憶起兩年前赤裸糾纏的一幕。 

也許尹丞還能做到若無其事，可是他已經不一樣了。他不可能心無旁騖。 

這樣的在意和喜歡或者憎恨沒什麼關係，只是那天的印象太過深刻，所以更是無

所適從。 

尹丞搶過浴巾就砰地一聲重關上門。莫衍被這響動嚇得一驚，方才回過神來，轉

移注意力似的匆匆回到臥室把床鋪好。 

莫衍把一切打理妥當之後，尹丞終於裹著浴袍出現了，他光著腳走在柔軟地毯

上，一手還拿著浴巾揉搓自己濕潤的黑髮。 

「好了，你可以走了。」冷淡的一句話，卻令莫衍覺得如蒙大赦，舒出口氣就準
備離開。 

單獨待在一起實在是太煎熬了。 

「等等。」身後的男人卻突然想起了什麼似的開口。 

莫衍別無選擇地停下腳步，僵硬地回頭，形式上的微笑道：「還有什麼吩咐，少
爺？」 

尹丞幾不可察地勾著唇，銳利的雙眼緊緊盯著他，若有所思地開口，「你討厭我，
所以才從我回來就避著我，是嗎？」 

為什麼不裝作沒注意到？談什麼討厭不討厭有意義嗎？ 

莫衍內心焦躁，他並不想跟尹丞談起兩年前那一天，但他臉上的笑容依然無懈可

擊，「少爺，您說的哪裏話。我有什麼舉動惹您不高興了？」 

尹丞蹺腳坐在床沿，好整以暇的托著下巴，「你討厭我我可以理解，但是我希望
你說出來。」 

「……少爺，您誤會了。」他拚命保持著笑容，臉部肌肉幾乎要僵掉。 

「我最不喜歡別人騙我，你知道的。」不放過他地繼續說下去，男人昂起精緻的
下頷，「我想，我們需要好好地談一談，關於兩年前的那……」 

「少爺。」彷彿聽到什麼禁忌的詞彙，莫衍反常地打斷了主子的話，語氣急促地
說：「您累了，待會我會安排別人送安神茶上來，您好好地睡一覺……沒需要的

話，我就走了。晚安。」他說完便逃也似的帶上門離去。 

關於那件事，最好的解決辦法就是當做沒有發生。以他的身分來說，他能追究和

苛求什麼？ 

畢竟他是個男人、是個僕人，兩人又沒有真正的感情。無非是場弄錯主角的可笑

鬧劇罷了。 

可他並沒有看到，在他關上門之後，他的少爺在柔暖的光華下慢慢露出冰冷且不

屑的神情，吐出一句話— 

「Coward。」除了清楚的貶低之意，還滿含了因為被違逆而產生的惱怒。 

莫衍才回到房間就接到妹妹的電話，如此恰巧，轉移了他的一點心思。 



「哥，我明天回家吧？」 

莫衍皺眉歎氣，「妳啊。既然上了寄宿制學校，就不要到處亂跑。」 

「可是人家那套晚禮服綻線了想要買新的……週末有少爺的洗塵宴會，我總不能

穿那件去啊，你說對不對？」莫檸嘟著嘴在那頭撒嬌。 

莫衍有些無奈，「沒辦法補救嗎？妳的班導打電話跟我說妳申請離校的次數太多
了。」 

莫檸不依地大叫，「就一下下啦！買完我就回去嘛！」 

對於這種棘手的情況，莫衍作為兄長也完全沒轍。 

他知道妹妹是在找理由要買新的禮服，就只為了讓尹丞看到，可這件事有這麼重

要嗎？ 

他給不了妹妹活生生的父親和母親，只能代替父母無止境地寵著她，彌補她，所

以他努力爭取尹伯崇的信任，一步步爬到這個位置，只為了能把她送去公主雲集

的貴族學校，替她付高昂的學費，讓她在上流階層裏過得如魚得水，並且買到她

想要的任何東西。 

他知道這樣是不好的，但他無法拒絕她，而現在他似乎嘗到了苦果，檸檸越來越

嬌縱了，他們兄妹兩人也許需要坐下來好好地談一談……明天，說不定會是個不

錯的機會。 

「哥哥……」見他長時間沉默不語，少女在那頭可憐兮兮地懇求。 

「檸檸，這樣吧。」他猶豫了一下，疲累地癱倒在床上，「少爺才回來，我估計
這兩天會比較忙。拜託陳叔去接妳一下……別忘了好好謝謝人家。」 

「知道啦哥！」莫檸再次雀躍起來，「那我明天到了打電話給你？」 

他笑了笑，應聲。 

「哇！我就知道哥最好了！」莫檸衝著電話甜蜜地給了他一個吻，「掛了，哥你
早點兒睡喔，晚安！」 

莫衍放下手機，感覺很疲憊，聽見客廳座鐘鐺地敲了十二下，夜還長，但他卻希

望更長一點，明天一早，又要面對尹丞…… 

一早就下起雨，明明是三月卻濕冷得讓人難以忍受。所幸這樣的天氣裏不用出遠

門，莫衍只需要在早餐時刻喊醒他盛氣凌人的少爺，然後周到的服侍他直到不再

被需要。 

如果沒什麼麻煩的話，大約莫檸下課的時候他就可以趕去白金購物廣場。 

尹伯崇坐在老位子上，正往法式吐司上抹奶油，看到莫衍從樓上下來，立刻放下

餐刀吩咐了句，「叫小丞下來吃飯。」 

莫衍沒有二話，把剛剛走過的路又走了一次。 

其實他原本想的是尹丞旅途勞累，等尹伯崇吃完了早餐再去喊他。可現在看來，

尹伯崇似乎是等不到那個時候了。 



他走上樓先輕輕地敲門，但以他對尹丞的瞭解，知道這樣一定叫不醒他。他於是

深吸一口氣按下門把，砰地一聲讓門狠狠撞擊在一邊的牆上。 

突如其來的巨響驚醒男人，他陷在一堆柔軟鴨絨被裏的樣子，和兩年前沒多大區

別。他慢慢撐起身來，臉上也是不怎麼情願的神色。這個時候反而讓莫衍更覺得

熟悉些，站在那兒看著，就忍不住露出絲笑容。 

「抱歉，少爺。老爺請您去吃飯。」莫衍不慌不忙的說，彷彿剛才撞門的並不是
他。 

從喉嚨裏發出一聲歎息，尹丞恍惚地揉了揉自己的頭髮，「幾點了？」 

「已經七點多了。」 

「才七點？」尹丞一腳踹開被子，「老爺子真是越來越早起了。」 

聽尹丞不爽的語氣，莫衍知道他在發起床氣，不在意地笑了笑，彎腰把地毯上七

零八落的衣物拾起來，還來不及遞過去，便聽到尹丞不悅的問：「你在笑什麼？」 
莫衍還是微笑著，「只是覺得……這樣才是我熟悉的少爺。」 

「熟悉的？」尹丞冰冷的面容稍許有絲溫度，過了片刻，又輕嗤了一聲，「你是
說我在你的記憶裏就是態度惡劣？」 

莫衍笑而不答，雙眼彎彎地嵌在清秀的臉上，恍然間有種狡黠的味道。他常常是

低著頭恭恭敬敬的，長什麼樣尹丞從沒注意過，這麼近距離地觀察到，倒看得心

頭一動。 

很像……那個人，某些角度，加上這種意外的狡黠，真的相當像葉維，也難怪那

時候他會認錯。 

那一夜雖然醉得厲害，卻也不是沒有印象的……雙手緊貼著那白皙涼滑的皮膚，

遊弋下來，那好似上好絲綢的觸感，不碰不知道，一旦碰過，即使時隔已久，想

起來也還是會戀戀不捨。 

感覺到自己心裏異樣的騷動，尹丞打住思緒。 

「膽子越來越大了嘛，那一臉『你知道就好』的表情是什麼意思？」伸手接過套
頭衫和休閒褲，尹丞也輕輕勾起唇，「看不出來，你也會光明正大地對我表示不
滿。」 

「少爺誤會了。」不作聲地偏過頭去把笑意收斂，莫衍轉身走向門口，「那麼……

我去門外等著。」 

床上的男人不動聲色地看他離去，目光意味深長。 

尹丞從尹伯崇的書房裏出來，已經是下午四點。 

那些令人昏昏欲睡的長篇大論他其實並不感興趣，但考慮到父親目前依然是尹家

雷打不動的權威，就算沒有興趣也要表現得無比認真專注……當然，這些事情，

以前的他肯定容忍不了。 

事實證明現在的他確實在忍耐力和涵養上有了相當程度的進步，竟生生忍了兩個

多小時，沒有反駁一句。在瀕臨爆發的前一刻，他父親終於揮揮手放過他，叫他



好好地想一想他說的話，然後過兩天跟著他姊姊去公司瞭解一下實際運營的狀

況。 

他禮貌地道謝鞠躬，而後氣度優雅地走出去。可天知道他多想對他父親表示不

屑，但是不行，現在還不到那個時候。 

尹丞一出門就看到了有趣的東西，莫衍手裏捧著大包小包，跌跌撞撞地路過走

廊，一向從容不迫的步伐有些紊亂，下到最後一級臺階時沒注意腳下，還差點跌

倒。 

「莫衍？」他七分好笑三分驚訝地叫。 

男人有些茫然地回頭，剛剛回了句「啊，少爺」，手裏那堆得滿滿的東西便嘩啦
一聲全部散掉。這狀況是始料未及的，導致他難得地露出尷尬困擾的神色，愣愣

看著亂七八糟的地上，卻忘了去撿。 

尹丞拾級而下，唇邊那一絲殘餘的笑意還沒消退，「你這是趕著去投胎？」 

男人苦笑著蹲下身，一樣樣撿起東西，「少爺又開玩笑。」 

脫離了尹伯崇的嘮叨，尹丞此刻心情極好，走到莫衍面前，竟大發慈悲地蹲下身

去幫他一起撿，弄得莫衍大吃一驚，連連申明自己一個人也完全沒問題，用不著

勞他尊駕。 

「你拿這麼多東西究竟是要去哪兒？」把最後一樣東西塞進他懷裏，尹丞淡淡地
問。他剛剛瞥了眼包裝，那是一包高級絲襪。 

「我去看我妹妹……這是她昨天提醒我說在學校缺的東西。」既然被問起來也不
好隱瞞，莫衍抿了抿唇回道。 

明明是大冬天，絲襪卻穿破了好幾雙，告訴她好幾次要注意保暖，別穿裙子，那

丫頭就是不聽，還嘟著嘴罵他不懂時尚。 

「喔。」這就解釋的通了，尹丞點點頭站起身來，看著男人繼續往門口走去，忍
不住又問：「要不要找人送你？」 

「這就不必麻煩了。」好像總是很怕給別人添麻煩，莫衍回頭來歉意地拒絕，「大
家都很忙。」 

尹丞也沒多說，輕輕挑起俊秀的眉毛，倚在樓梯扶手上目送男人小心翼翼地捧著

東西離開。 

也許是在美國待了兩年才回家，心境不一樣了，似乎有很多有趣的東西都在不經

意間被他發現了。 

莫衍開車離開尹家，直接到白金購物廣場和妹妹會合。 

「哥哥！」 

剛從紅色的車子上下來，莫衍還沒來得及上鎖，就差點被迎面撲來的少女撞到車

窗上。 

「……檸檸。」他苦笑著回身。每次見面都用這麼激烈的方式表示開心，他實在
是有點受不了。女孩子都是這樣嗎？他是不是跟妹妹出現代溝了？ 



「小莫，人我給你送來了。等會兒要回學校的時候再給我打個電話。」不遠處樂
呵呵看著這一幕的中年男人朝他揚了揚手，「兄妹感情這麼好啊。」 

「陳叔，又麻煩你了。謝謝。」伸手擋開莫檸，莫衍直起身將領帶扶正，「改天
請你吃飯。」 

「不用了。我反正閒著也是閒著。」又呵呵笑了一聲，陳叔的臉容和善近人，「小
檸，叔叔走了啊。等會兒接著給叔叔講妳們學校那什麼什麼邱……」 

「邱王八！」莫檸接的可快了。 

陳叔笑得開懷，「對對對，就是你們那物理老師。」 

莫衍責備地看了妹妹一眼，「又給老師取外號？」 

「別說教，哥。」莫檸及時發現苗頭不對，遏止他說下去，「我以後再也不會這
麼做了，只是他真的很討厭嘛！」 

莫衍瞪著她。真是的，還有理由。 

「而且長得也確實像王八……」少女繼續嘟嘟囔囔。 

「莫檸。」 

「好好好，哥，我錯了。」莫檸眨著眼睛，對他討好賣乖。 

莫衍歎了口氣，也沒捨得念她，只叮嚀她要尊重師長。 

見到妹妹點頭，兄妹兩個就手挽著手從停車場進了購物廣場。 

莫檸就如一隻逃出牢籠的小鳥不停地嘰嘰喳喳，對此莫衍已經很習慣，面帶微笑

地不作聲聽著，只偶爾在停頓的間隙發表發表自己的意見。 

「哎，對了。哥，是你去接少爺的吧？他這兩年怎麼樣？胖了還是瘦了？有沒有
提到我？有沒有……嗯……」莫檸的臉稍微紅了紅，「有沒有變帥？」 

妹妹的這幾個問題，莫衍聽了忍不住苦笑。妹妹還真是關心尹丞，可是她的心意

只怕很難有回報。 

「我去接他的時候他看起來成熟了一點，應該過得還好吧，只是可能坐長途飛機
累了，我們沒說到什麼話。」 

對於尹丞沒有提起自己，莫檸有點失落，但也僅僅幾分鐘，她的注意力就迅速被

身邊琳琅滿目的櫥窗吸引過去，拉著兄長進入一家專櫃。 

櫃姐一眼就注意到兩人，殷勤的靠過來介紹。 

「小姐，您真是眼光獨到，這款晚禮服是今年春季最新推出的，Barto Jameson
親自參與設計，目前全球只發售五千件，機不可失喔。」櫃姐帶著溫婉的微笑勸
說：「您的皮膚這麼白，穿這個顏色一定好看。最好還能配上我們的繫帶高跟鞋
和項鏈耳飾，這樣一定會讓您成為宴會裏最受歡迎的女孩。」 

在櫃姐不要錢的讚美攻勢下，涉世未深的小姑娘很快就高興得有購買的衝動，「我
能試一試嗎？」 



「請。」只要能賣出去，就是翻倍的利潤，櫃姐怎會拒絕客人的要求。 

莫衍對這些一竅不通，他天天都是清一色的西裝，雖然薪水比許多上班族拿的都

要高很多，在服裝選擇上和普通人並無二致，並不追求名牌。 

他聽著妹妹和櫃姐挑選禮服配件，也沒出任何意見。 

「哥，怎麼樣？好不好看？」刷地從更衣室的布簾後出來，少女精緻姣好的臉容
顯得神采飛揚，晚禮服襯托出她的體態與青春，白皙的小腿露出來，修長而線條

流暢。 

莫衍笑了笑，鼓掌說：「不錯，很漂亮。」 

「那就它了吧！哥哥，你說少爺他……會不會喜歡？」 

看著少女一臉期盼又興奮的神情，莫衍實在無法把「少爺他有喜歡的男人」幾個
字說出來。他知道尹丞在遇上葉維之前，也同女生交往過，正因如此，莫檸才會

抱有希望。 

他更不能說尹丞不是個好對象，如果妹妹追問原因，他總不能說出兩年前的恥辱。 

他和妹妹現在擁有的一切都是尹家施捨過來的—在他和妹妹被尹伯崇自育幼院

收留後，他成為尹伯崇忠誠的狗才得到。 

所以，這些金錢與奢華隨時有可能被收回去，他真正擁有的，終究還是只有與他

相依為命至今的妹妹。 

檸檸和他不一樣，她與尹家關係不大，她還有機會真正變成上流社會的一員，嫁

入豪門。 

他不會成為她的阻礙，也不想和她搶任何東西，更不願意惹她傷心……然而，他

也無法接受她鄙夷的眼光，甚至拒絕。 

因為她是他，如今唯一想要珍惜的親人。 

回到尹家的時候已經將近午夜十二點。但鑒於和莫檸在晚餐時有過一次很好的交

流，莫衍並沒有感覺到多少疲憊，反而連心情也無端地舒暢起來。 

他動作儘量輕柔地打開門，生怕吵到不該吵醒的人。要知道，在寄人籬下時，最

應該做到的一點就是小心。 

進屋後，他鬆口氣抬起頭，映入眼簾的景象卻讓他吃了一驚。 

「少爺？」輕輕闔上門，莫衍朝前走幾步。 

歐式長沙發上的年輕男人聞聲抬起頭，手裏拿著一份報紙，沉靜的眼眸裏還遺留

著思索的痕跡，「嗯，你回來了。」 

「是。」莫衍走到他身邊站著，抬頭環顧四周，「這麼晚了還沒休息？其他人呢？」
照理還會有傭人待在這的。 

「我讓他們去睡了。」尹丞把目光移回報紙上，微微地側首示意，「坐。」 

「……我？」莫衍不甚確定地指向自己。 

「除了你還有誰？」尹丞抬頭再看他一眼，他於是在尹丞對面坐下，尹丞臉上沒
什麼表情的又說：「坐到我旁邊。」 



並肩坐在沙發上感覺太像朋友，這不是適合他們的距離，莫衍沒有移動，不自在

的沉默了一會，方才想起來該找個話題。 

「您在做什麼？」雖然無聊，也只能這麼問。 

「研究這個人。」隨手把報紙扔到對面茶几上，尹丞傾身過去用食指敲敲娛樂版
上的照片，「原予喬，你知道他嗎？」 

「原家的大少爺……怎麼了嗎？」莫衍瞥了一眼報紙上神采飛揚的男人，「我也
只是略有耳聞。」 

「肯定比我知道的多。」尹丞冷冷地勾起唇角，漂亮至極的笑容，卻頗有些不屑
的意味，「有傳聞說他睡過的模特兒比他老爸娶過的老婆還多，是真的？」 

圈子裏這樣的醜聞其實不少，但大多數人都會選擇迂迴的打探，被直白地問起還

是第一次。莫衍不自然地扯出笑意來，再局促地往後靠了靠，「這我不好亂說。」 
「單獨在老爺子身邊兩年，怎麼一點兒都沒有長進？」尹丞顯然是不耐地蹙起眉
頭，「怕什麼？這裏還有別人嗎？說，把你知道的都說出來。」 

莫衍清澈的眸子盯住男人，「少爺知道這些又是要幹什麼？」 

尹丞微微一笑蹺起腿，修長手指在膝蓋上交疊，姿態是那樣從容而優雅，說出的

卻是陰謀的開端。「自然是……投其所好。」 

莫衍一怔。 

「老爺子交給我一個大項目。」男人唇角涼薄的笑意，讓人感受到刺骨的寒意，
「只能成功不能失敗的專案。」 

對上莫衍的視線，尹丞恢復了面無表情，「這是一次考驗，涉及到 IT方面，所
以會和原家牽扯關係。」 

從原予喬入手？莫衍不敢苟同這計策。誰都知道原家的大少爺是個花花公子，除

了花天酒地和無止境的醜聞，什麼正經事兒也沒幹過。不過尹丞想怎麼樣都與他

無關，他沒必要特意去提醒。 

「Ally 是我聽說跟他維持過最長時間的模特兒。」斟酌著開口，莫衍伸手把報紙
從茶几上輕輕地取過來，「他所交往的人都要年長於他，而且……」他頓了一頓，
「這是個沒有實證的消息，聽說他男女通吃。」 

聽到最後一句話，尹丞饒有興致地挑了挑俊秀的眉。 

「我知道的就這麼多。」莫衍有點局促地抿一抿薄而顏色淺淡的雙唇，他本來就
不是個擅於挖掘別人隱私的人。 

莫衍的嘴唇形狀極好看，潤澤起來時，彷彿在發出品嘗的邀請，一點也不放蕩，

反而透出吸引力……距離極近地看到，即便冷淡如尹丞，也一時間愣了愣挪不開

眼，回想起這兩片嘴唇的滋味。 

似乎是難以忘卻的柔軟，如同罌粟，讓人一試沉淪。 



不知道是不是和莫衍越過了那條界線的原因，他現在常常覺得莫衍許多不經意的

小動作都帶著誘惑，勾起他的綺念。 

他曾以為，除了葉維自己不會想要去抱其他男性，那個晚上他是酩酊大醉而把人

認錯。 

但重逢以來，他比誰都清醒，心卻一直被勾動。 

「……莫衍。」刷地把視線移開，消除腦中綺念，尹丞深深吸了一口氣，「你……

這兩年有發生什麼事嗎？感覺好像和以前有什麼不一樣？」 

其實他的意思是現在的莫衍似乎總是散發著性感的費洛蒙…… 

被問到的人自然不懂尹丞在想什麼下流的事，只淡淡笑笑，「是嗎？少爺剛從加
州回來的時候還說我沒變化。」 

「我說過這種話嗎？」尹丞皺皺眉，想了下，卻沒半點印象，「算了，我也是隨
口問問，明天替我把原予喬的報導都找出來，要全。」 

「好的。」 

「還有，這次宴會的名單由我來擬定。明天就到我房間裏，把人數好好地確認一
下。」尹丞說完就站起身來。 

「是。」趕緊低頭應聲，莫衍隨著尹丞站了起來，詢問：「那少爺現在是……」 

「睡覺。」 

「我明白了。」莫衍趕緊返身往樓上走，走到一半時卻想起了什麼似的回頭，「那
個，少爺，您今天已經沐浴過了？」 

「沒有，在等你回來。」男人輕描淡寫地說，表情正常到不能再正常。「我不習
慣讓別人在我洗到一半進來。」 

聽了他補的這句，莫衍頓時覺得為了他上一句話渾身不自在的自己真是蠢到家

了。 

尹丞繞過愣在原處的他朝上走去，「你準備一下就過來。」 

回想昨天因為動作遲緩鬧出的不愉快，莫衍覺得，給尹丞送衣物進去會變成這段

時間自己生活中最大的煎熬。 

但除了乖乖應是，也沒有更好的回答再供他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