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雙眉輕皺，眼皮抖了抖，杭婁危這才慢慢地睜開雙眼。 

他沒有死掉嗎？從那麼高的地方跳下來，中途甚至失去了意識，沒想到竟能再次張

開眼睛……看來他是賭贏了，他在遊記上看到，北山山崖下有一座小村莊的見聞也是真

的？ 

杭婁危撐起身體，本能地打量起四周。眼前所見的事物不同於書冊上的文字描述，

景色更不如書裡的插畫般優美，唯一符合的，就只有顏色，周圍的事物如水墨畫般，沒

有黑白以外的色彩。 

原來書中所說的世外桃源就是灰濛濛、一片黯淡的樣子嗎？這差距也未免太大了

吧？ 

杭婁危面無表情地站在石地上，映入眼中的，除了大小不一的石頭，便只有石頭所

組成的小山，連一根雜草都沒有，彷彿置身於一個石坑般，四周冰冷荒涼，毫無生氣。 

果然那些遊記都是誇大其詞，只是在哄騙從沒出門見過世面的人！ 

這個桃花源實在太讓他失望，害他此刻都不禁想乾脆丟了性命更好，至少可以一直

保留對書中那世外桃源的美麗想像。 

抬頭看向天空，記憶中的藍天像被層層厚雲所掩去般，一片灰濛濛的。如此陰沉的

環境讓杭婁危不由得皺眉，他記得跳崖前有看到崖下長著一大片翠綠的樹林，怎麼現在

放眼卻看不到一片葉子，更別說是一棵樹木…… 

難道這裡不是他在書冊上看到的人間仙境，而是別的地方？ 

愈想愈覺得自己的猜測正確，若真的掉到了崖下，總不可能看到天上的灰雲，卻看

不到那大片的樹林。 

那麼他到底身處何方？ 

難道有人救了他，把他帶到別的地方去了？ 

杭婁危看了看四周，沒有任何人影，卻隱隱聽到了很微弱的流水聲。既然有水，附

近或許會有村莊…… 

在不知道自己到底身在何方的情況下，杭婁危只好朝流水聲傳來的方向步去。 

水源比想像中近，而且是一條清澈的小河，他沿著河往下游走去，但走了許久依然

沒看到半個人，更別說村莊。 

他皺著眉停下腳步，站在清澈的小河前，看到那乾淨清涼的流水，杭婁危莫名感到

喉間變得乾澀，不禁蹲下身子，伸出雙手掬了一把河水準備飲下。 

「別喝。」 

突然響起的清脆嗓音把杭婁危嚇了一跳，掬在手中的清水頓時灑了。 

「誰？」他猛地回頭，只見一名戴著惡鬼面具的白衣人站在不遠處。 

光看那單薄的身形，杭婁危猜想這個戴了鬼面具的白衣人只是一名十六、七歲的少

年，而他身上的白衣也是粗布所製，看起來似乎是個農家孩子。 

那可怕的鬼面具讓他微微一怔，心中疑惑少年到底是何時出現，怎麼他都沒聽到一

丁點的腳步聲？ 



他從小學武，聽力比常人靈敏，如果這個少年會武，也許能瞞過他的耳目，但眼看

少年的呼吸吐納，不像是有武功底子，在這種狀況下，少年出現他卻沒有聽到半點腳步

聲便有點奇怪了。 

「這不是你該來的地方呢。」溫和的嗓音從面具後傳出，白衣少年慢慢地步近。 

聞言，杭婁危不由得站起了身，禮貌地拱手問：「這位小兄弟，能告訴在下身在何

處嗎？」 

少年身上透著溫和舒服的氣息，讓人無法生出一絲的戒備。 

雖不明白如此清澈的河水為何不能飲用，但他選擇相信少年的提醒，畢竟會出現在

如此荒蕪地方的人，必定對此地十分熟悉。 

「這裡是地府……你怎麼會在這裡？你雖然選擇了從山崖跳下自盡，但現在還不應

該是你到這裡啊。」 

儘管看不到少年的面容，杭婁危卻不難聽出對方的語氣中充滿了疑惑。 

「我沒有自盡。」而少年的話語也讓杭婁危感到難以置信，愣了好半晌才說了這麼

一句話。 

雖然他選擇跳下山崖時想過死掉也無所謂，可是也不能算是自盡吧，重點是他什麼

都沒說，為何這名少年會知道他跳下山崖？他過去可是從不曾見過這名少年！ 

還有，少年說這裡是地府，這是真的嗎？ 

儘管杭婁危一直不太相信怪力亂神之事，但少年的說法卻讓他有點動搖，畢竟當時

除了二哥的手下及自己外，絕不會有外人知道他自行從山崖跳下去一事。 

所以他真的已經死去，並到了地府？ 

只是，四周的景色一點也不符合他對地府的想像，令他又有點懷疑眼前的少年在胡

說八道。一般神怪異志中的地府不都是有著陰森大門，陰差鬼怪出沒，幽暗壓抑、四周

異常冰冷、不時會傳來陣陣痛苦的哀號嗎？可他身處的地方除了四周灰濛濛的，倒與人

間並無差別。 

「沒自盡喔……」聞言，少年像是感到困惑般微微歪頭，但他沒有在是否自盡的問

題上打轉，蒼白的手指指向眼前的小河。「總之，這裡不是你該來的地方。那是忘川，

要是喝了它的水便會忘掉你在陽間的所有記憶。」只有死去的人才能喝下忘川水，再由

陰差把人帶去奈何橋。 

「這裡真的是地府？」順著少年的手看向名為忘川的小河，杭婁危仍是難以相信自

己已經身處地府。 

「嗯……這裡是地府的入口，所以也算是地府的一部分吧。」彷彿杭婁危問了一個

大難題般，少年的語氣多了幾分猶豫。一般死去的魂魄會被鬼差帶著經過此處進入地

府，但不會停留在這裡，只有誤闖的生魂才會在這裡徘徊，所以可說是地府的入口。 

「地府的入口？」 

「嗯，只要陽壽已盡，任何魂魄都得經過這兒到地府去見閻王。」看到杭婁危面露

困惑，少年便開口解釋。 

「那麼……我已經死了？」聞言，杭婁危臉色一僵，那麼他是賭輸了？他明明感覺

自己跟活人沒兩樣……眼前的少年該不會是一直在騙他吧？ 



「你還沒死透。」少年搖搖頭，對上杭婁危疑惑卻隱隱帶上戒備的目光，輕聲道：

「你身上有陽壽未盡的光芒。」他一瞧見這個人就注意到了，只是光芒十分微弱。 

少年的答案讓杭婁危不自覺地放鬆了繃緊的心，喃喃低語，「我沒死透？」 

「嗯，要是你真的死了，便不會在這裡徘徊了。」輕輕點頭，少年逕自走到附近的

石塊上坐下。「待會你便會明白了。」看到杭婁危疑惑的目光，他卻不再開口解釋。 

「那……你是什麼人？」看著唯一出現在眼前的人，杭婁危心中深感困惑。「你是

已死之人？」以少年的說法來推測，若不是已經死去，一般人豈會出現在陰間。 

「我是活人喔！」話中有著笑意，不難想像面具後的臉孔一定在微笑。 

意外的答案讓杭婁危挑眉，若眼前的人是活的，怎會來地府的入口？ 

明白杭婁危的好奇，少年溫和地開口，「我能把陽壽未盡的人帶回陽間。」他雙手

環膝，微微仰起臉看向杭婁危。「像公子你這種因為肉身昏迷而來到地府的魂魄，既不

能進閻王殿，卻也不懂如何回去，便需要我這樣的人來領路了。」 

明白少年話中的意思，杭婁危舒開了皺緊的雙眉。原來世間還有如此奇人，竟能把

人的三魂七魄給帶離陰間。 

像想到了什麼似的，少年拍了下手，「不過，我能遇上你，是因為你昏迷的地方與

我所住的村子距離不遠吧……」 

「你是桃源村的人？」要是少年居住的地方與他跳崖的位置相近，那不就可能是書

冊上所描述的人間仙境？ 

「桃源村？沒聽過……」少年搖搖頭，想起自己居住的小村，他可不覺得它能跟世

外桃源沾上一丁點的邊兒。那就只是很普通的小村，和其他村子比較也沒有任何不同。 

少年的答案讓杭婁危一頓，難道桃源村只存在於遊記之中？ 

正想繼續提出心中的疑問，少年卻突然傾身伸手輕輕點上他的唇阻止他開口，那冰

涼的溫度讓他感到詫異，不知道是少年體質偏寒，還是身處地府所影響，少年的手冷得

不似活人。 

「噓，別說話。」少年壓低了聲音，語氣充滿了警告的味道。 

不解少年為何突然變得嚴肅起來，杭婁危卻也不急於詢問，因為耳邊隱隱傳來陣陣

抽泣聲，雖然有點雜亂，卻能清楚聽出那是一大群人在哭泣，然而哭泣聲漸近，卻沒有

絲毫腳步聲，如此詭異的情況讓他感到古怪。 

只見一名白衣人以一條普通的麻繩牽著一群人，強逼他們跟在身後行走，雙手被麻

繩纏上的人群衣著不一，有的衣著光鮮，有的則十分破舊，唯一相同的，便是那些人都

愁眉苦臉地低泣著。 

「小草。」少年輕輕開口，聲音不大，可人群中一名穿著粗布衣的小孩卻停下了腳

步。 

「小草。」少年再次輕呼。 

男孩無神的雙眸漸漸變得清明，慢慢地看向呼喚他的少年。 

「十四哥哥？」小孩像是想起了什麼似的，一張小臉頓時笑了開來，小小的身體從

人群中擠出來。 

杭婁危輕喃道：「十四？」這才發現小孩的手並沒有像其他人一樣被麻繩纏著。 



這不會是少年的名字吧？哪有人會為孩子取一個如此不吉利的名字呢？「四」跟

「死」的發音那麼像，他的父母不會是想詛咒自己的孩子早死吧？ 

「是我的名字。」伸手抱住朝他撲來的小草，少年微微偏頭看向杭婁危。「藍十四。」

儘管看不到面具下的臉，可那嗓音卻充滿了笑意，彷彿這不吉利的名字是個好名字似的。 

「杭婁危。」聽到對方說出名字，杭婁危亦下意識地報上自己的名字，心裡想著，

也不知道眼前的少年是因為在家中排行十四，才有這個名字，還是他的家人不喜歡他才

取了這麼一個不祥的名字。但就算真是在家中排行十四，一般也不會當名字叫吧！ 

「十四哥哥，我又昏倒了嗎？」小草軟軟地開口問，圓滾滾的眸子一眨一眨地看著

藍十四，完全不怕那可怕的鬼面具，微胖的小手抓緊了藍十四的衣襟。 

「嗯，你爹娘可擔心死了。」摸摸小草的頭，藍十四柔聲開口。「該回去了，不然

你娘親可要哭腫雙眼了呢！」要不是村子裡剛好住了他這個能引魂的人，以小草的特殊

體質早被勾走三魂七魄，永遠也醒不過來了。 

「小草跟十四哥哥回去，不要娘親擔心。」乖巧地點頭，小草把頭埋到藍十四的懷

裏去。 

輕輕撫摸小草柔軟的頭髮，藍十四抱緊了懷中的小孩。 

「杭公子，請牽住我的手，不然我無法帶你離開。」溫聲開口，藍十四朝杭婁危伸

出細白的小手。 

過於接近的距離讓杭婁危嗅到藍十四身上淡淡的青草香味，他喜歡這舒適的清新味

道，感覺十分溫暖。 

然而看著那朝他伸出的手，杭婁危卻猶豫起來。 

他真的要回陽間？如果回到總是勾心鬥角的鎮安王府，為了活著，依舊得處處小心

防範二哥的詭計，那他選擇不回去豈非更好。 

「杭公子？」對於杭婁危遲遲沒有握上他的手，藍十四感到疑惑。 

怎麼會有人在聽到能重返陽間時，沒有急急地牽上他的手要求快點離開，反而一臉

苦惱，好像希望留下來？這麼奇怪的人他還是第一次遇到。 

「活著不好嗎？」藍十四藏在面具下的眉輕輕皺起，語氣充滿困惑。 

這杭婁危長得一表人才，劍眉星目，那一身錦衣更是小鎮上的富戶也不一定能穿

上，光看他的外表及氣質，他顯然出身不凡，生活富貴無憂，說不定還有不少女子對他

心生愛慕，人生如此順遂，怎麼會想尋死呢？ 

「大哥哥不想回家？」被抱在懷中的小草好奇地看著杭婁危。 

聞言，杭婁危苦笑。 

也許正常人都會希望活著，可他並不覺得活著有多好，在鎮安王府的生活讓他感到

疲憊不已— 

每天都要和名為「家人」的人爾虞我詐、時刻互相防備，沒有真正的朋友，一天比

一天感覺更厭煩，他還要回去過那樣的生活嗎？也根本沒有人會期待他回去……待在這

裡其實也不錯，至少不用膽戰心驚地過日子。 

看到杭婁危皺起雙眉，一臉憂鬱又難過的樣子，藍十四的不解更多了。 



「活著才有希望啊！」藍十四忍不住開口勸道，他不明白到底是什麼樣的問題會讓

杭婁危不願返陽，但他覺得活著就有機會改變，杭婁危還這麼年輕，應該還有很多事想

做，就這樣放棄了不是可惜。 

「希望嗎？」杭婁危喃喃著看向藍十四，只見對方點點頭，被抱在懷中的小草更是

用力地點頭附和。「你住的村子真的不是桃源村？」想起了書冊上的圖畫，杭婁危再次

詢問。 

「這……村子裡沒有種桃花喔……」藍十四像是很為難地歪頭思考，他不知道桃花

源該是什麼樣子，但會讓富家子弟感興趣的地方應該不會是他居住的簡樸小村。 

聽到藍十四的話，杭婁危忍不住揚起唇角。 

「你說過會遇到我，是因為我跟你村子的距離很接近吧？」 

從那麼高的山崖跳下去，一般人應該會認定他已經死去，反正他也不打算回去鎮安

王府，倒不如借此機會過上新的生活。 

也許藍十四居住的村子並不是書中描述的世外桃源，但至少不是鎮安王府，而是個

能讓他安身的地方。 

「嗯。」藍十四點點頭，卻不解對方為何把話題轉到這兒來。 

「那麼返陽後，你來找我吧。」他魂魄既然會離體，想來在陽間的身體必定傷得極

重，就算沒被二哥的人找到，恐怕也無法自己求生，說不定很快便會一命嗚呼。要是因

為這樣再次回到地府，那也太冤了，倒不如現在先把救兵找好。 

「這……好吧。」想起杭婁危跳崖的事，知道對方肯定傷重，所以儘管杭婁危並沒

有給他拒絕的餘地，藍十四也沒不滿，心軟地答應下來。 

畢竟他都費工夫把杭婁危魂魄帶回去，若是因為沒有把人救下，結果杭婁危又回來

地府報到，豈不是白忙一場。 

得到滿意的答覆，杭婁危這才伸出手牽上那細白的小手，卻意外地發現那看似白嫩

的小手，掌心粗糙不已，指腹更是有著淺淺的薄繭，可卻奇妙地令人安心。 

這讓他想起早逝的娘親。 

杭婁危因那令人心安的撫觸略略出神，忽略了藍十四細細唸出的咒文，淡淡的光暈

在身體四周泛起，原本還在地府入口的三人轉眼消失無蹤。 

一直哭泣的人群像是沒發現任何異狀，一邊斷斷續續地低泣一邊往前步去，只有領

頭的白衣人微微揚起唇角，手輕輕一揮，眼前便出現一扇巨大幽暗的城門，待那厚重的

大門慢慢由內打開，他便領著人群走進去。 

張開雙眼，還沒來得及看清四周，杭婁危就被身體的痛楚給弄得齜牙咧嘴。嘗試動

了下身體，才意識到自己掛在樹上，便聽到樹枝發出清脆的斷折聲，接著整個人摔落在

地上。 

四肢百骸散了似的痛楚讓他不敢再妄動，卻也明白是樹木茂密的枝葉保住了他的性

命，但有沒有骨折倒是難說了。 

杭婁危躺在地上看著陽光穿過樹葉零碎地落在臉上，那溫暖的感覺及眼前的鮮綠讓

他知道自己回到陽間。 

藍十四沒有騙他，不一樣的風景及顏色讓他知道自己真的在地府門前走了一回。 



「痛！」躺了一會，感覺身體的痛楚緩和下來，他嘗試著想要站起身，無奈才半撐

起身體，就又不敵疼痛倒回草地上。 

這下該怎麼辦呢……杭婁危不由得苦笑。 

命是保住了，相信原本追殺他的人不可能立刻下來找他的屍體，畢竟從那麼高的山

崖跳下，一般人不會覺得他能活命，事實上若不是遇到藍十四，他也不可能回到陽間…… 

不過他要是無法站起來去找尋食物與水，最終還是會死去吧。 

雖然他和藍十四約好了，卻不確定對方是否真的會來救他，畢竟他們只是偶然相

遇，對方沒有義務一直幫助他。 

杭婁危嘆了口氣，要是藍十四真來找他，還得感謝他那麼守信呢…… 

咕……他餓了，聽著肚子的叫聲，他不禁苦笑。 

沒想到他堂堂一個王爺之子，也會有如此落魄的一天。 

他的生母是個丫鬟，會有他完全是因為王爺酒醉用強，他的身分說不上有多高貴，

但從小到大在王府內也不至於吃不飽。 

小時候，嫡母母子只是對他冷言冷語，可隨著他漸漸長大，也許是發現他並不是一

個只會風花雪月的無用孩子，更可能會分走部分王爺的產業後，嫡母嫡兄便再也容不下

他了，但其實他從來都沒打算和二哥爭那些財富…… 

想著，肚子又叫了一聲，杭婁危無力的閉上了眼。 

要是藍十四知道救回來的人因為餓死而再次回到地府去，不知道會有什麼感想……

杭婁危忽然發現自己好像從醒來後便不斷想起那單薄的少年，這還真是稀奇的事，他過

去縱使跟人見過好幾次面，也未必能記住對方，怎麼現在會對那巧遇的少年留下印象

呢？ 

是因為這段經歷太過奇妙，連帶著記住了他？還是那猙獰的面具太讓人印象深刻

了？ 

「杭公子……」 

他好像聽到有人叫喚他的名字，是太餓出現了幻覺嗎？ 

「杭公子……」 

聲音好像變得清晰了點，是地府的牛頭馬面在找他嗎？ 

「杭公子。」 

怎麼這聲音好像有點熟悉？ 

「杭公子，你還清醒嗎？」 

聞言，杭婁危原本已閉上的眸子連忙張開，卻因近距離看到一張青面獠牙的鬼臉而

嚇了一跳。 

「嚇？」他心臟一緊，原以為被惡鬼纏上，要不是手痛得無力抬起，早伸手把眼前

可怕的東西打飛，直到定睛看清那是一張面具才微微寬下心，躊躇地喊道：「十四？」 

能叫出他的名字卻又戴著鬼面具的人杭婁危只認識這麼一個。 

「嗯，終於找到杭公子你了。」藍十四語帶笑意，伸出手嘗試攙扶起躺在地上的他。 

「你真的來找我……」在藍十四的支撐下，儘管身體依舊疼痛，他仍咬緊了牙，試

著慢慢站起。 



原以為藍十四當時答應會找他只是敷衍他，畢竟他沒有承諾會給予什麼好處，沒想

到藍十四如此守信，這讓見慣人們爾虞我詐的杭婁危心中有種微妙的、不知道怎麼形容

的感覺。 

「我不是答應過杭公子要來找你嗎？」 

藍十四把杭婁危的手搭上自己的肩膀好扶他起來，杭婁危這才發現藍十四的身板比

在地府時要高一點點。 

「而且杭公子你陽壽未盡，我豈會讓你再下去走一趟。」要是因為他自私不來找人

而害死了杭婁危，他一輩子也會活得不安心。藍十四溫和地說著，好不容易把人扶起，

他看向杭婁危問：「能走嗎？」看杭婁危站得還算平穩，他才微微鬆了口氣。 

儘管身體痛得不得了，但想到隨藍十四回村子裡便能好好休息，杭婁危便打起精神

點點頭，努力地咬牙忍下四肢傳來的痛楚。 

「走到板車那兒就行了。」藍十四看他滿臉的汗水，眉頭緊擰，顯然很痛苦，便安

撫道。 

杭婁危這才看到藍十四後方有一輛簡單的木板車，是一大塊木板與兩個木輪子組成

的。雖然從沒想過這種木板車可以載人，但更沒想過自己居然有搭這種車子的一天，難

為藍十四為他想得這麼周到，他要是再擺什麼王府少爺的架子挑剔也太不知好歹了。 

再說了，大丈夫能屈能伸，躺一下木板車也沒什麼。 

「躺著會舒服點，雖然村子不遠，但用走的，還是得多花點時間。」小心地讓杭婁

危移到木板車旁邊，慢慢地讓他躺下，藍十四這才走到木板車後扶抓住車子手柄。 

「路上不平，杭公子要是難受還望見諒。」輕聲提醒後，也不待杭婁危應聲，藍十

四已慢慢地推著木板車前進。 

「唔……」杭婁危正想開口，卻因崎嶇的山路讓木板車一顛一顛，導致他的身體與

木板不住碰撞，痛得說不出話來。 

「杭公子，我想你該咬緊牙關。」言下之意便是最好閉上嘴，不然咬到了舌頭流血

也別怪罪他。 

聽到藍十四的話，杭婁危只能無奈地咬緊了牙關。顛簸的山路不只讓他全身發痛，

還讓他想吐……唉，他雖然只是王爺庶子，又何曾如此狼狽過？ 

也不知道顛簸了多久，在杭婁危覺得全身的骨頭快要散掉時，那可怕的震動終於停

下，這讓他微微鬆了口氣。但暈眩的感覺尚未消去，還是令他難受不已。 

「十四？」一道成年男子的聲音響起，語氣溫和讓人有種如沐春風的感覺。 

「啊！顏大夫。」聲調愉悅地喚人，藍十四高興地上前。 

「剛回來？」摸摸藍十四的頭，顏軒淺淺一笑，在看到少年身後的木板車上躺了名

男子時，忍不住詫異，「這是……」 

「剛剛救回來的。」明白顏軒的疑惑，藍十四簡單地解釋。「顏大夫，可以請你幫

他診療一下嗎？」 

「好。」顏軒點頭答應。 



藍十四伸手扶起杭婁危，讓他的手環過自己的肩膀，好把他撐起，但杭婁危處在暈

眩中，渾身無力，整個人壓在藍十四身上，杭婁危比藍十四高一顆頭，身形也比他健壯，

藍十四猝不及防，險些被壓倒。 

看到藍十四這麼努力地撐著杭婁危好讓他站起，就像小動物想要抱起比自己體積大

了近一倍的食物般，顏軒忍不住勾起了唇角，前去幫忙。 

他同時對杭婁危介紹自己，「在下顏軒。」 

「杭婁危。」聽到對方報上名字，杭婁危儘管痛得冒汗，還是有禮回應。 

「姓杭？」聞言，顏軒若有所思地看了眼那因痛楚而顯得猙獰的臉孔。 

不會那麼湊巧，是來自他所想到的皇族吧？ 

顏軒與藍十四合力把杭婁危移到藍十四的小屋，讓他躺在屋內唯一的床上。才剛安

置好傷患，藍十四便走進灶間準備燒水，要泡茶招待客人。 

藍十四正忙碌，顏軒像早已習慣般，逕自拉過木桌下的椅子坐在床邊，先為杭婁危

把脈，接著小心地摸摸他的手腳，一雙眉漸漸蹙起。「你還真是幸運呢。」 

杭婁危受傷的情況比想像中輕，顏軒拿過隨身的醫箱打開，挑了一個小瓷瓶，倒出

內裝味道清香的藥粉為那遭樹枝劃傷的手上藥。 

「我想我是挺幸運的。」從那麼高的山崖跳下還能保住一命，確實是幸運。 

「杭公子是出身皇家，自是福大命大……」淡淡地低聲開口，顏軒拿出白布裹上傷

口。 

「誰派你來的？」意料之外的話讓杭婁危驚訝，看著顏軒的目光多了幾分戒備。 

「天下間姓杭之人就只有皇家人吧。」顏軒也感到意外，他只是試探般丟出一句，

沒想到便猜對了。「我雖然是鄉野大夫，卻還是得進城購買一些特別藥材，總會聽到一

些事。」 

杭婁危沒有回應，但少了幾分戒備的目光表示他接受了這個解釋。 

若是在京城，自是無人不知杭姓的人皆與皇室有關，但對在這偏僻小村子的人來說

卻不一定會知道，他難免懷疑。 

「我不管你是哪個皇子還是王爺之子，傷好了便離開吧，別打擾了十四和村子的平

靜。」顏軒冷冷地開口，雖不知道十四是從哪救回這位皇家子弟，可這身傷明白代表了

麻煩，他可不希望平靜的小村被捲入麻煩之中。 

「我為什麼要聽你的？」聞言，杭婁危冷冷一笑，雖說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可

區區一名鄉野大夫便敢叫他傷好就滾，真是笑話。 

杭婁危的態度讓顏軒的臉色變得難看，本想再說些什麼，卻看到藍十四已沏了一壺

香茶步近，只好閉上嘴，主動接過茶壺，拿起瓷杯注入清茶輕啜。 

「他的左手骨折了，我回去取固定用的木板過來，先別動他。」把茶給喝光後，顏

軒溫和地留下叮囑便離開了小屋。 

「放心吧，顏大夫會治好你的，他可是我們村中最好的大夫呢！」端了一杯清茶走

到床前，藍十四看到杭婁危的臉色怪怪的，以為對方擔心身上的傷醫不好而開口安慰。 

聞言，杭婁危挑了挑眉。那傢伙醫術高不高明他是不知道，但態度倒是比京城裡的

名醫還要囂張。 



「要喝嗎？」將清茶遞至他面前，藍十四輕輕問道。 

喉間的乾澀早讓杭婁危感到難受，聽到藍十四的詢問他毫不客氣地點頭。 

藍十四坐到剛才顏軒坐的位子，微微扶起杭婁危，讓他倚靠在床頭，較容易喝下他

端到嘴邊的茶水。 

因為對方身體湊近，杭婁危再次聞到那淡淡的草香，一如在地府時所嗅到的，有種

舒適的感覺，杭婁危突然有點好奇面具下的臉孔到底是長什麼樣子。 

是因為長得太難看才得戴上面具嗎？ 

但與那張面具相比，他可不認為有任何人的長相能比它還要可怕…… 

杭婁危想像著藍十四面具底下會是怎樣的面容，腦中忽然閃過顏軒對他的警告。從

那麼高的山崖墜落，二哥應該會認為他已經死去了……這樣應該不會把這個無辜的少年

以及村人捲入麻煩吧？ 

只是那個顏軒對藍十四那麼關心，不知道兩人是什麼關係？ 

最後的問題，竟莫名地讓杭婁危感到有點在意。 

第二章 

「好了。」用木板固定好杭婁危骨折的左手，顏軒把從家中取來的藥材交給藍十四。

「這包藥材得三碗水煎成一碗，明天我再去採藥。」 

「嗯。」點點頭，藍十四小心地接過藥材。「那我明天和你一起去採藥。」既然顏

軒沒有收錢，他也不好意思白要這些藥材，唯一想到的方法便是幫忙採藥。 

「不用了，這些藥材不值多少錢。」因為和藍十四熟識，所以不難猜出他的想法，

顏軒淺笑著婉拒。 

藍十四還想說什麼，顏軒卻已經收拾好藥箱往門口走，藍十四也沒多說，送他離開。 

「對了，你今天是不是下去找小草了？」像是想到了什麼，原本打算離開的顏軒腳

步一頓。 

藍十四歪歪頭，儘管疑惑顏軒怎麼突然問起這事情來，卻還是誠實地點點頭。 

見狀，顏軒不由得嘆了口氣，轉身步回屋內唯一的床榻前。 

「到了晚上你得把床還給十四。」顏軒皺著眉開口，其實他想把人直接踢下床去。 

「啊？」意外的要求讓杭婁危愕然，他是傷患怎麼不能睡床？而且不睡床，他還能

睡哪？ 

顏軒冷淡地說：「你只是折了手，睡在地上又不會要了你的命。」反正他的命硬得

很，從山崖上跌下來都沒有死掉，只是睡在地上一晚更不會有什麼問題。 

「為什麼……」他張口欲抗議，卻因為顏軒的狠瞪而把話吞回去。 

雖然顏軒不是房子的主人，可誰叫現在的他受了傷，大夫是最不能得罪的，誰知道

這位大夫一個不爽，會不會做些什麼事情來讓他的身體無法早日康復？因此他只能閉上

嘴，以目光表示他的不滿。 

「這……他受傷了得躺床……」雖然知道顏軒為何提出這樣的要求，但要一個傷患

睡在地上讓藍十四感到良心不安，吶吶的開口。 

「放心吧，他的身體壯得很。」語畢，顏軒拍拍藍十四的頭示意別太在意。「更何

況，晚上你比他更需要那張床。」沉聲開口再說，原本溫和的面容卻多了幾分凝重。 



聽到顏軒的話，藍十四乖乖地垂下頭，不再說話。 

杭婁危對他倆的對話感到奇怪，為何藍十四在晚上會比他更需要床？難道他受傷

了？可是怎麼看，對方都一副健健康康的樣子。 

雖然想知道原因，可惜他倆卻不再把話題繼續下去，杭婁危也不敢多問，畢竟他和

他們還不算熟稔，要是逕自把心中的問題問出，也算是失禮的舉動。 

沒想到看起來單純的藍十四藏了不少祕密……杭婁危皺眉，他不太喜歡這種感覺。 

「雖然你出身不凡，可也別想欺負十四！」顏軒低聲地在杭婁危耳邊撂下狠話，儒

雅的臉上多了幾分陰暗。「要是我明天把藥送來時，知道你沒把床讓給十四睡，你的左

手可別想治好了！」 

「你放心，我只是個王府庶子，不會惹來多少麻煩。」杭婁危不由得感到氣悶，老

虎不發威，倒被當成病貓了，連一個小村子的大夫也敢威脅他。在京城時，即使他是庶

出的孩子，可走在外頭，也無人敢對他不敬，果真是虎落平陽被犬欺啊！ 

「哼！管你是嫡是庶，光是王爺的兒子便代表了麻煩！」彷彿一點也不怕杭婁危事

後會報仇般，顏軒冷冷地瞪了他一眼。 

顏軒的反應讓杭婁危感到古怪，顏軒毫不畏懼王府之名，也不知道他是真的有後台

還是單純的無畏。 

「呃，顏大夫，其實我不睡床也沒關係的……」看到顏軒那一臉不高興的樣子，藍

十四小心地開口。「我跟小白牠們睡也……」面對那瞪向自己的兇惡目光，藍十四的聲

音像是心虛般漸漸變得小聲起來。 

「不行！」斬釘截鐵地否決藍十四的提議，顏軒已氣得面無表情。「入夜後你便得

把他趕下床，即便要跟小白睡，也該是他，不是你！」這笨蛋都不知道要照顧好自己的

身子，淨想把好的都給別人，真是氣死他了！ 

「嗯。」不敢再惹顏軒生氣，藍十四乖乖地點頭，反正最後是誰睡在床上，顏大夫

也不一定知道。 

「要是讓我知道你沒乖乖睡在床上，哼哼！」與藍十四相識多年的顏軒十分清楚那

小腦袋此刻在想些什麼，不說他能知道最後杭婁危到底有沒有把床讓出來，就是藍十四

晚餐吃什麼他都有辦法知道。 

聞言，藍十四只好把頭點得更用力，彷彿這樣便能更有說服力。 

「明天我再來看你。」勉強滿意藍十四的反應，顏軒這才轉身離去，在走出門前，

不忘回頭狠狠瞪了眼躺在床上的杭婁危。 

感覺那警告的目光隱隱含著幾分殺氣，杭婁危瞇了瞇眼，怎麼一個鄉野大夫能有這

般氣勢？看來這位大夫真的需要查一查…… 

待顏軒離開並關上門後，藍十四不由得鬆了口氣。 

「杭公子，你放心吧，我不會真要你睡在地上的。」慢慢步回床邊坐下，藍十四悠

悠開口。 

「為什麼你會需要這張床？」雖然對於顏軒要他睡在地上的要求有點不快，但他更

好奇為何眼前的少年，會在晚上需要這張不算舒適的床榻。 



「這個……其實也沒什麼。」對於杭婁危的問題，藍十四下意識地伸手要抓抓臉，

可碰到了面具，他便垂下手。 

「沒什麼？」儘管對方語氣輕鬆，可他知道那事情必定不是藍十四口中的「沒什麼」

那般微不足道，不然剛剛顏軒怎麼會威脅他，連離開時都不忘再瞪他一眼。 

「嗯，只是小事而已。」似是不希望杭婁危深究般，藍十四別開了頭。 

「……好吧。」儘管好奇藍十四隱瞞的事情，但對方既然不想說，他便只好先壓下

好奇心，轉而問起另一件事，「你怎麼不解下面具？」雖然看久了便不覺得那張面具可

怕，但一直這麼戴著也怪不舒服的吧，他不會連睡覺也不解下來吧？ 

「這……不能。」杭婁危的問題讓他下意識地伸手撫上面具。 

「不能？」是不能解下，還是解不下來？ 

「不能解。」明白杭婁危的疑惑是什麼，藍十四輕聲回答。「不能讓人看到我的臉，

所以現在不能解下。」要是屋裡沒有人，他一般也會解下來的。 

「為什麼？」 

「這……算是家規吧。」歪歪頭，藍十四想了想，找了個比較易於理解的理由。 

「家規？」聞言，杭婁危不由得皺眉。到底是什麼樣的家庭才會把孩子的名字取得

如此不吉利，還定下要孩子一直戴面具的詭異家規？ 

「嗯……算是吧。」藍十四緩緩地點頭，算是認同杭婁危的說法。 

儘管眼前看到的是鬼面具，但藍十四乖乖點頭的樣子卻讓杭婁危感到有點可愛，猶

如溫馴的小動物般讓人想要摸摸他的頭。 

「為何會定下這樣的規矩？」愈看那張鬼面具杭婁危愈感到礙眼，也不由得想藍十

四這樣備受束縛的生活不辛苦嗎？ 

「戴上面具才能壓下身上的陰氣。」藍十四細聲解釋道：「因為我是極陰之人，所

以得戴上這種鬼面具好擋去身上陰氣，不然接近我的人會因受不了而生病……」 

「那你的名字……是因為排行十四？」聽完他說的原因，杭婁危只覺那是迷信之

舉，也更懷疑「藍十四」如此不吉利的名字是刻意命名。 

「不是。」搖搖頭，藍十四站起身子。「我只有三個哥哥。」 

「可怎麼你的名字是……十四？」若是按家裡的排行取名為「藍四」雖然也沒多好

聽，但總比刻意取「十四」能理解一些。 

「這個喔，娘親說是族譜要求，而且我剛好繼承了祖先的能力……」藍十四沒想過

自己的裝扮和名字會讓杭婁危這麼在意，簡單地解釋著。「就是能夠下地府，把陽壽未

盡的人帶回陽間，好像說這樣的名字較容易下去找人。」他用輕快的語調像是說著家常

瑣事。 

沒想到是這樣的答案，杭婁危不由得沉默。 

「那個，你餓了嗎？」他看了看窗外的景色，天空早已被夕陽給染紅。 

杭婁危緩緩地點頭。從被藍十四救回來，先是顧著忍耐疼痛，應付那個很有敵意的

顏軒，原本強烈的飢餓感都被忽略掉了，現在藍十四先提起來，他才再次感到飢腸轆轆。 

「那我去拿晚膳過來。」藍十四如此說，卻不是往灶房去，而是離開了小屋。 



看到藍十四離開，杭婁危不由得疑惑，怎麼食物不是從廚房端出來，而是要外出？

難道現在才去買吃食？總不會是去採野果吧…… 

杭婁危靜靜地等著，不久，就見藍十四很快便捧著一個大碗回來。 

「今天吃餃子呢！」藍十四嗓音輕快，似乎很滿意這個菜色。 

「餃子？」怎麼才出門一會，回來便帶著食物了？還是熱騰騰的？ 

看著那冒出淡淡白煙的大碗，一顆顆飽滿的餃子像小船般在清湯中浮沉，配上零碎

的蔥花，賣相雖然普通，可那香味卻十分誘人。杭婁危覺得更餓了。 

「來，陳大娘的手藝很棒的。」藍十四先到灶房裡拿了另一個碗，把餃子分成兩份，

接著坐在床榻旁邊的椅子上，把大碗小心捧著，用勺子舀起一顆餃子。 

「會燙口。」看著眼前不斷散發出誘人香氣的餃子，儘管杭婁危很想張口吞下，但

那縷縷飄散的白煙卻提醒著人它的溫度十分燙人。 

「啊，對喔……」被杭婁危這麼一提醒，藍十四才發現眼前的餃子不能立刻吃下。 

藍十四把勺子擱靠在碗沿，小心地拉過另一張椅子，把碗擺在上頭，這才再次拿起

勺子舀了顆餃子，另一手則微微把面具往上推起，露出紅嫩的唇瓣，慢慢地吹氣讓餃子

降溫。 

藍十四的舉動讓杭婁危感到意外，看到面具下的雙唇竟紅得如鮮花般美麗，心臟霎

時間好像停止了跳動，四周變得一片寂靜，好似世間只剩下他和藍十四。看著紅唇圈起

輕輕呼氣讓餃子變涼，杭婁危不自覺地微微倒抽了口氣，被吹散的白煙讓他有種眼前變

得朦朧的錯覺。 

也許是經常戴上面具的關係，從面具下露出的肌膚如冬雪般白淨，那一雙唇瓣更顯

紅潤，令人有種想要親吻一下好確認它是否如想像中柔軟的衝動。 

「應該好了，快嚐嚐看。」吹了好幾下，藍十四這才再次把餃子送到杭婁危面前。 

「呃，嗯……」藍十四的聲音讓杭婁危回過神來，這才發現餃子已送到嘴前，連忙

張口吃下。「味道挺不錯……」才咬下餃子，鮮美的肉汁已盈滿了口腔，不同於京城口

味的餡料讓他感到新鮮美味。 

「陳大娘可是村子中手藝最好的呢！」 

明明餃子不是他做的，可藍十四的語氣卻充滿了自豪，那可愛的樣子讓杭婁危更想

掀開那張鬼面具，想必表情一定更為可愛。 

「再吃一顆？」再舀了一顆餃子，藍十四細心地吹氣讓它降溫變得不會燙口。 

「好。」也許是終於有食物下肚，原來的飢餓感變得更為強烈，讓杭婁危忍不住張

口吃下一顆又一顆的飽滿餃子。 

等杭婁危感覺飽足時，才發現他不只吃光了自己這一碗，連另一個碗裡的也因為藍

十四看他吃不夠，又舀了不少給他，如今只剩寥寥數顆。 

想到藍十四因為照顧他而沒有吃上一顆餃子，而且人家還是他的救命恩人，他卻幾

乎吃光了所有晚膳，杭婁危不禁覺得不好意思，自己實在太厚臉皮了…… 

「沒關係，我吃很少。」看到杭婁危羞赧的樣子，藍十四露出來的唇角輕揚。 

「是嗎……」儘管藍十四嘴上說沒關係，杭婁危仍是感到有點愧疚。 



「嗯。」藍十四點點頭，站起身子把朝天的大碗放到桌上。「杭公子，你受了傷，

還是早一點休息吧。」拉過薄被為他蓋好，藍十四柔聲道。 

「可是顏大夫不是說這床得讓你用？」眼見藍十四一點也沒有趕他下床的意思，反

倒是催促他早點睡覺，杭婁危不由得皺眉。 

「沒關係的。」搖搖頭，藍十四一臉不在乎似的。 

「那你睡哪兒？」整間屋子也就只有他身下這一張床榻，現在讓他睡了，那還有什

麼地方供對方睡？ 

「我可以在外邊睡。」藍十四拿起碗準備吃剩下的餃子，卻見杭婁危的眉皺得更緊。

「我也可以拿些乾草進來鋪成床……」明白對方在意他睡的地方，藍十四只好說出一個

折衷的方法，但那樣會比較麻煩。 

想到那瘦小的身子睡在乾草上的情景，杭婁危只覺抱歉。 

「我們可以擠一下。」他語氣略帶強硬地提議，雖然這張床不大，卻也足夠讓他們

擠在一起睡一個晚上。 

雖然不知道顏軒要他把床讓給藍十四是什麼原因，不過他也沒有虐待救命恩人的打

算，反正只是一個晚上，擠一擠便好。 

「這……好吧。」眼看杭婁危堅持不許他睡地上，藍十四只好先點頭答應，想著反

正待會杭婁危睡了後，他有沒有擠到床上睡也不會知道，傷患還是得好好休息，兩個人

擠一張小床怎麼能睡得好。「我得先用膳，所以杭公子你先睡吧。」 

看杭婁危微微點頭，以為對方已經接受，藍十四便轉過身去，解下面具慢慢吃著餃

子，把碗內剩下的數顆餃子吃光後，才把碗拿到灶房要清洗時，一陣忽然竄起的痛楚讓

藍十四身體一僵。 

他沒想到這次的痛楚會來得這麼快。 

來不及把碗放下，手腕的劇痛讓他的手一抖，瓷碗頓時落在地上變成一堆碎片。 

「嗚！」雙膝像是遭人從後方猛踢般疼痛，讓他再也站不住而跪倒在地上。 

四肢開始泛起刺刺麻麻的痛楚，想起屋內還有杭婁危，不願驚醒對方的藍十四咬緊

了牙，但求不發出丁點聲音。 

漸漸加劇的痛楚讓他白了一張臉，緊緊地蜷縮身體，彷彿這樣便能減輕一點點痛楚

般。但儘管咬破了唇，那猶如被人一刀一刀給刺進皮肉的痛楚卻沒有減輕，反倒比往常

還要來得劇烈，他感到渾身發寒，意識也有點模糊起來。 

他很想張口深深地吸氣，卻又擔心來不及吸氣反倒發出痛呼，結果只能咬著牙，小

心翼翼地慢慢喘息。 

「怎麼了？」打破瓷碗的聲音早讓淺眠的杭婁危醒來，而他耳力甚好，聽見了細微

的嗚咽聲，皺著眉下床，一邊往聲音傳來的灶房走，一邊問著。 

誰知才走到門邊，就見藍十四蜷曲在地上，單薄的身子如落葉般抖過不停。 

睡意一瞬間消失無蹤，強烈的緊張與擔心充斥了他的心。 

「我……痛！」聽到杭婁危的聲音，藍十四原想說沒事，不料才剛開口，腹部像被

人用繩子綁住後狠狠拉扯，強烈的絞痛讓他忍不住低叫。 



「你怎麼了？」一拐一拐地走到藍十四身前，卻聽到對方的痛呼，杭婁危嚇了一跳，

不解怎麼方才還好好的人會突然露出如此痛苦的樣子。 

身體已經痛得讓藍十四說不出話來，他只能無力地搖頭，皮膚上冒出的冷汗早已把

衣服浸濕了一大片。 

「痛……很痛……嗚……」不斷加劇的痛楚讓藍十四白了一張小臉，但他著實不

解，為何這次的痛楚比以往還要來得強烈。 

過去到陰間把魂魄給帶回來後，晚上也會感覺疼痛，可怎麼這次會痛得特別厲害？

難道是因為他多帶一條魂魄回來的關係？ 

「我該怎麼幫你？」看到藍十四顫抖著把身體蜷得更緊，那痛苦的樣子讓杭婁危心

裡也不好受。想伸手碰他，卻又擔心會令他更痛苦，結果只能乾著急。 

只見那小小的身子抖得十分厲害，慘白的小手抓緊了手臂，像是要把衣袖給抓破般

用力，杭婁危忍不住伸手想阻止，不料才剛碰上那像蝦子般蜷縮的身體，就感覺他一陣

大大的顫抖。如此大的反應讓杭婁危嚇了一跳，卻更擔心地伸手翻過藍十四的身體，好

看清他是不是哪裡有什麼異狀。 

藍十四解下面具後沒有再戴上，杭婁危終於看到那張藏在面具下的臉。比想像中好

看的五官因痛楚而皺在一起，讓人更感心疼。 

「吃壞肚子嗎？」大手覆上那佈滿汗水的額頭，看著那蒼白的小臉，杭婁危不自覺

地感到焦急。他想不到有什麼怪病是晚上才會發作，因此只能猜測是晚膳的問題。 

可他也吃了不少，為何只有藍十四如此痛苦，難道藍十四還吃了別的東西？ 

「不……」藍十四張口想解釋，卻因痛楚而無法把話說完。 

「我去找顏大夫。」眼看藍十四一臉難受，杭婁危決定去找顏軒來看看。 

「別……」他的話讓藍十四連忙伸手抓住他的衣袖，艱難地開口，他可不想讓顏軒

白走一趟。「我……習慣了……」 

「你明明這麼痛苦，怎麼能夠習慣這種事？」杭婁危無法接受這個說法。 

他怎麼能放任他痛苦下去，還是找顏軒來看看會較安心吧。 

「不……」雙手虛軟地抓緊杭婁危的衣袖，藍十四低喘著搖頭。「我、經常這樣……」 

「經常這樣？」藍十四的話讓他感到疑惑，隨即想到顏軒在離開前會要求他把床還

給藍十四，難道是早知道對方會如此難受？「我扶你到床上躺著。」 

雖然不知道藍十四到底是什麼狀況，他可不忍心讓正難受的少年窩在地上，他忍痛

俯下身，用沒有骨折的右手把那抖個不停的小身子摟起來。 

他也不管傷口會不會因此撕裂，咬牙把藍十四抱到床上去，也意外地發現對方的體

重過於輕盈，這讓杭婁危感到訝異，但也總算明白藍十四說吃得少並沒有騙人。可這樣

的認知卻讓他心口有點悶，覺得藍十四真應該多吃點才對。 

「嗯……」藍十四原想拒絕杭婁危的好意，可才被摟進他懷裏，身上的劇痛竟減輕

了一點點，讓皺得死緊的一雙柳眉微微放鬆。 

「有藥可以煎嗎？」把人放到床上，杭婁危憂心地問。顏軒那麼關心他，知道他常

常會這樣身體發痛，應該會給他備上一些藥材好止痛吧？ 

「沒、有……」藍十四皺著臉搖頭，小小的床鋪因兩人擠上去而變得擁擠。 



擔心藍十四會因為疼痛而滾下床，杭婁危讓他睡床的內側，自己則躺在外側。 

感覺杭婁危溫暖的體溫透過薄薄的衣料傳到自己身上，那像是能夠滲進心臟般的暖

意竟好似能舒緩痛楚，藍十四漸漸放鬆繃緊的身體。長久以來一直折磨他的痛楚有如春

雪初融般，慢慢減弱，睡意居然開始湧上。 

發現藍十四抓著衣袖的手慢慢放開，五官也漸漸舒展開來，杭婁危鬆了口氣，看來

藍十四的病情終於緩和下來。不過杭婁危也不敢妄動，小心地側著撐起身體，既能觀察

對方的臉色，也可以防止他突然發病滾下床去。 

看著藍十四如孩子般沉沉睡去，那恬靜的樣子讓杭婁危不自覺地彎起唇角，小心的

伸手，以裡衣的衣袖把他額上那層薄汗拭去，只見瘦小的身體像本能地尋找溫暖般，微

微地動了動，更靠近自己。 

面對藍十四如小動物的舉動，杭婁危忍不住輕輕撫上那柔軟的髮絲，臉上不自知地

浮現幾分溫柔。 

藍十四紅嫩的唇瓣動了動，身體更往杭婁危的懷裡鑽去，如此被依賴的感覺讓杭婁

危心一軟，特別在看到那被咬破了的唇瓣時，儘管血已止住，卻莫名地令他感到刺目與

心疼。 

最終自己到底何時睡去杭婁危也不知道，只知道醒來時，身體酸痛得不得了。但在

看到藍十四柔和的睡顏後，頓時覺得身上的酸痛算不上什麼。 

昨晚那小小的身體彷彿承受了巨大的痛楚，現在能如此安然地睡著，已經是很好的

事了。 

杭婁危身體再酸再痛也不敢動一下，深怕一動便會驚醒藍十四，進而再次看到他痛

苦的樣子。 

叩叩。 

輕輕的叩門聲讓杭婁危回神，卻見顏軒已推開了門。 

「你們？」屋內的情景讓顏軒挑眉。 

藍十四整個上半身趴在杭婁危身上，要不是兩人都穿著衣服，他都要懷疑他們倆是

不是做了些什麼呢！ 

沒想到才一個晚上，兩人便變得如此親密了。 

「十四還沒醒？」慢慢地步近，顏軒淡淡地開口問。 

輕輕搖頭，杭婁危皺著眉看向顏軒，暗示他別吵醒藍十四。 

「這還真是難得呢……」降低了聲量，顏軒一臉驚奇。「以往他整夜都睡不著的……」

藍十四安然又可愛的睡容令他訝異。 

「咦？他的面具呢？」看了一會，顏軒這才發現不對勁。 

十四竟沒有戴上面具？明明以往再怎麼痛，也不會解下面具的。 

「也許在桌上吧……」杭婁危隨口道，這屋子也就這點大，能放東西的，也就只剩

下那桌子了。「對了，昨晚他好像很痛的樣子……」想起那痛得縮成一團的小身影，杭

婁危皺起了眉頭。 

「果然又痛了……」杭婁危的話讓顏軒嘆了口氣，伸手摸上那蒼白的手腕為藍十四

把脈。「看他睡得這麼好，還以為沒事了。」沒想到還是發作了。 



確定藍十四脈象沒有異常，顏軒順道幫杭婁危也把了脈。 

「他……那是怎麼了？」是患上了什麼奇怪的疾病嗎？ 

「你是十四在下面救回來的吧？」雖然杭婁危的傷勢不重，但憑他的經驗也知道那

是從高處摔下來所造成的，儘管沒有死去，卻也可能會失去意識到了陰間，八成是因為

這樣，杭婁危才正好讓十四救回來，不然他可想不到有什麼理由，讓一直只待在村子裡

的十四特地跑出去撿一個人回來。 

十四的能力畢竟太特殊，雖然能把人救回陽間是好事，可是若被有人心知道就麻煩

大了，因此為了村子及十四好，大家都同意把他的能力保密，十四也才不離開村子，而

他下去找的魂魄多半是村子裡的人，幾乎沒有外來人。 

「嗯。」杭婁危點頭，卻不解這事與藍十四昨晚痛苦的樣子有什麼關係。 

「十四要是在下面救了人，便得痛上一整個晚上。」嘆了口氣，顏軒拍了拍杭婁危

的肩膀。「這便是救人的代價吧……這幾天你也別讓折了的手沾水，不然傷口會痊癒得

很慢。」 

沒想到竟是這樣的原因才會讓他那麼難受，杭婁危看向藍十四的目光頓時多了幾分

不捨。 

難怪那時他會說習慣了……每次救人都得痛苦一整夜，他卻沒有因此拒絕幫助別

人，他真的很善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