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寂靜的圖書館裡，書本翻頁聲劃破寧靜，因為現在不是大考期間，來這裡的學生明顯少了許多。 

一個男子正坐在位子上看書，淡淡的金光透過窗戶籠罩他全身，他背脊挺直，手臂的肌肉雖然沒

有誇張的賁起，仍然看得出十分強壯。 

柔細的黑髮貼覆著一張剛毅好看的臉龐，男子的眼睛是微長形的，眼瞳裡閃著寶石般的光芒，他

鼻子高挺，淡色的嘴唇揚起些微弧度，脖子上掛了一個紅繩串的龍形玉珮，剛好卡在鎖骨處。 

年輕男性一般不喜歡玉，總愛戴些鋼製、銀製的前衛飾品，昭示自己的與眾不同，那塊玉珮樣式

古樸，偏偏戴在男子身上卻毫無違和感，反而完美演繹了何謂「陌上人如玉，公子世無雙」。 

這世上有各式各樣的男人，但要像這個人一樣溫暖又有潔淨氣質的，卻是少之又少。 

他坐在那裡，就像是一道陽光，一片淨土，讓人捨不得移開目光。 

一些經過的女學生看到他，忍不住在遠處竊竊私語— 

「這人帥得好有味道！」 

「對啊對啊，他是哪個系的？簡直帥到沒天理了。」 

「這類型的暖男帥哥太少見了，哦哦，看他那麼有氣質，手裡在看的一定是很高深的書吧。」 

「當然啦，那可是人文學系的天才學長，已經拿到博士學位，確定要在學校裡任職了。」 

「不會吧，這麼年輕的助理教授？」 

人長得帥已經夠讓人嫉妒了，偏偏還是個智商超高、學業超好的天才，可以說上帝把最好的東西

都賦予給他了。 

另一個女生花痴的流口水，問道：「他教什麼課呀？」 

「聽說是美學。」 

「哇，那我到時一定要去旁聽。」 

「我也是！」 

「我就算蹺課都會去。」 

幾個在旁邊的男生看著這群女生的花痴樣，翻了翻白眼，忍不住語氣很酸地說了幾句— 

「少來，妳平常就老是蹺課了好嗎。」 

「還有妳，最好是有那麼認真啦，上次考不及格的不知道是誰厚？」 

大家小小聲的鬧成了一團，邊說邊相偕離去。 

「萬里獨泊，你在圖書館看這種書，不覺得羞恥嗎？」 

這時，一個長相平平的高大男人走過來，一把奪過了萬里獨泊正在仔細研讀的書本。 

只見那本書的封面是淺淺的粉紅色，上面有個高大英俊的男人，正摟著一個飄逸出塵的小女人，

兩人對視著，嘴角上揚，情意滿滿，整個畫面充滿了粉紅色的愛情泡泡。 

沒錯，萬里獨泊正在看的書叫作羅曼史，也就是時下說的愛情小說，蔡輔城實在很受不了他的品

味，這種國中、高中小女孩在看的東西，萬里獨泊竟然能看得這麼津津有味，而且讀了幾遍也不

厭倦。 

天天看，日日看，夜夜看，看得他都覺得萬里獨泊是不是有病，這書看來看去就是這樣，難道他

還能在上面看出朵花來不成？若是論這方面的專注力，他甘拜下風，畢竟這種事真不是一般成年

男子幹得出來的。 

有時候他都會想，萬里獨泊明明沒花很多時間在正事上，但他的論文卻寫得又快又好，還有不少



國外的機構來求稿，真的是人比人氣死人。 

他拿起小說，光是看後面的文案介紹，雞皮疙瘩就一顆顆冒了出來，什麼女主角多清純、多可愛、

多善良，男主角對她一見鍾情，兩人正打算攜手共度人生，卻碰到邪惡女配角來攪局，在經歷過

許許多多的風風雨雨後，兩人終於甜蜜圓滿的在一起。 

「這東西到底有什麼好看的？」 

蔡輔城一開始看到班上成績最好、最受教授喜愛的風雲人物萬里獨泊居然在看這種書，還以為這

人又是那種看書看到半夜，卻裝模作樣表現出一副不怎麼認真的樣子，想博得其他人讚美的人。 

這種人他在明星學校看過一些，還以為自己的小動作別人看不見，他那時認為萬里獨泊就是這種

上不了檯面的貨色，後來跟萬里獨泊熟了一點後，才知道事情並不是他想像的那樣。 

萬里獨泊是真的很喜歡看羅曼史，每次看到他，他幾乎都會拿著一本，讓他認為這種小說說不定

有什麼特殊之處，所以特意買了幾本回來，結果看不到第三本，他就覺得自己受不了了。 

書裡面的內容不外乎是愛來愛去，其中夾雜了不少誤會，有些甚至還挺可笑的，要不然就是親來

親去，除此之外沒啥肉味，寫得都挺清純的，男女主角頂多就是親一下，然後就關燈到隔天了—

最精采的地方被輕描淡寫帶過去，誰還看得下去呀。 

哦，不能這麼說，他旁邊那怪胎就看得挺樂的。 

「我說萬里獨泊，求求你告訴我，這種書到底有什麼好看的？」他一臉虛心求教的表情。 

自從認識萬里獨泊後，這疑問在他心裡愈加膨脹，以萬里獨泊的高智商，看這種清純的愛情小說，

簡直是懸疑性破表。 

裡面一定有什麼不為人知的東西，不是吾等凡人能夠參透的玄機，必定要人上之人開了天眼才看

得見。 

「你不覺得，書裡面的愛情很讓人嚮往嗎？」萬里獨泊抬起頭看著蔡輔城，淡淡地說道。 

聞言，蔡輔城張大嘴巴，一臉蠢樣，這回答太出乎他意料之外了，「這種脫離現實的愛情觀？男

主角都是霸氣總裁，女主角則是被後母、繼父、繼姊虐待的小可憐？」媽呀，他無法理解。 

萬里獨泊用好看修長的手指，將剛才被蔡輔城奪走的小說重新拿了回來，「不是，是裡面的女主

角，每一個都是楚楚可憐、清純可愛，像朵小白花般清新可人，男人怎麼會不愛上這樣的女人呢？」 

蔡輔城傻了一下，繼而想到自己惡補的那幾本羅曼史，女主角還真的都是這類型的，想不到萬里

獨泊竟然喜歡這種調調。 

「噗哈哈哈，你有病啊，像那種高雅清純、彷彿仙女一般的女生，是書裡面才會出現的，現實中
哪有這種女人，現在的女人不是嘰哩呱啦的吵鬧，要不然就是笑得比男生還大聲，有的個性甚至

比男生還強，還有會對人頤指氣使、高傲又跩的，社會上可是一堆呢，不、過、呢—」 

他頓了下，吞了吞口水，道：「如果有個御姊型，個性比男生還強，講話比男生還大聲，習慣頤

指氣使、高傲又跩的女人，一上床就把我壓在底下，要我乖乖聽話，媽呀，感覺、感覺好萌呀！」 

萬里獨泊冷淡地道：「幻想總是比較美，等你真的遇到就不會這麼覺得了。」 

「幹麼用這麼冷淡的口氣破壞我的幻想，明明御姊很萌的。」 

「哼，一點也不萌，很煩人。」 

一聲冷哼輕得幾乎聽不見，萬里獨泊拿起小說，收拾背包。 

今晚是那個人回來的日子，不過也不一定，他常常出爾反爾，一整個月也不知道在忙什麼，不過

一有空，要求的就是…… 



他有些煩躁的將背包甩上肩，臉上雖然沒露出表情，焦躁的眼神卻已經顯露出他的心情，對於溫

宇玥的歸來，他期待，卻又明白那也意味麻煩回來了。 

回到家時，溫宇玥還沒有回來，大概又在國外多留了幾天吧，萬里獨泊想著，洗完澡就一頭栽進

大床，他今天跟教授談論了未來想獲得教育部補助的計畫，所以有點累，一沾枕就沉沉睡去，夢

到了以前的事情— 

萬里獨泊是比較晚熟的人，大概是高三的時候，身體才有了第一次的躁動，而且還是在大考前夕，

可能是之前拚命讀書，積壓得太多，早上起床時硬邦邦的，在褲子裡拘得難受。 

「好硬呀，很難受吧？」溫宇玥那道媚媚的，帶笑的嗓音，在那天早上這樣說，「大哥哥教你吧。」 

什麼大哥哥，明明是叔叔輩的，卻老愛裝嫩裝小。他在心裡吐槽。 

一雙白皙的手伸到他那熱燙的地方，圈了起來，上下擼動，萬里獨泊年輕的身體禁不住刺激，頂

端很快出現透明液體，沾濕了那柔嫩的手。 

然後，那手抬了起來，湊到鼻尖聞了一下，笑道：「好濃，忍很久了吧？」 

溫宇玥的笑聲低沉，卻很勾人，讓萬里獨泊的理智瞬間崩潰，立刻就射了，白濁還噴濺到溫宇玥

的臉上。 

他有些尷尬，但當溫宇玥拍打著床鋪，笑得簡直像個瘋子，還說要拍照留念時，那些難為情立刻

消失。 

開玩笑，讓他拍下來還得了，只怕這個把柄會讓他被溫宇玥取笑一輩子，再也不能翻身！ 

就這樣，在人生最重要的大考清晨，他邊穿褲子邊跟個叔叔輩的幼稚鬼搶相機，這畫面每次回想

起來，都覺實在是他人生中最大的恥辱。 

溫宇玥這個人有多不可靠，萬里獨泊心裡清楚得很，別人不會幹的蠢事，溫宇玥倒是做全了，說

不定拍了照以後會異想天開地設定成待機畫面，到時他也不用活了，丟臉丟死了。 

最後，他終於氣喘吁吁的把溫宇玥壓制在床鋪上，單手緊揪著他的雙手，強硬的舉高，那人還在

大笑，露出貝殼般潔白的牙齒，還有鮮豔欲滴的紅色舌尖。 

「唔，什麼東西卡在我雙腿間？熱熱硬硬的捏。」溫宇玥忽然一怔，自言自語道。 

一聽，氣血全都湧上了萬里獨泊的臉，幸好剛才運動了一番，臉紅也說得過去。 

因為他又「升旗」了，還剛好卡在溫宇玥的雙腿間。 

溫宇玥顯然也想到是怎麼回事，才剛說完眸子就張得老大，頓時理解了在他雙腿間的是什麼，可

不就是小萬里獨泊嘛。 

「哈哈哈，你到底有多慾求不滿啊？這麼快又硬了，來來來，讓大哥哥看看年輕人初射的體力。」
溫宇玥說著，還真的再一次去扒萬里獨泊的褲子。 

「你住手啦！」萬里獨泊忙要閃開，可惜為時已晚。 

身下某個熱到極點的東西被捉住，腦裡浮現方才的畫面，想到那雙白白嫩嫩的小手在自己火熱的

陽剛上調皮地肆虐，讓他整個人都熱了起來。 

「你今天第一次升旗，當然要好好的做個紀念啦。」嘛嘛兩聲，溫宇玥抬起頭，在他兩頰上各印

下了一個熱騰騰的吻，「祝你長大成人，不枉大哥哥這幾年含莘茹苦的把你撫養長大。」 

什麼含莘茹苦，根本沒有這一回事好嗎！萬里獨泊滿臉黑線。 

他就是以放牛吃草的方式長大的，若是讓溫宇玥來照顧他，他說不定活不到這麼大—想要煮飯，

卻差點把廚房燒了；想要教他功課，也不曉得溫宇玥做了什麼，居然搞到書房電線走火；有幾次



說要幫他洗澡，結果浴缸的水滿到淹出來他也沒感覺。 

總之，溫宇玥就是少根筋、生活常識嚴重不足的生活白痴。 

「哎哎，它好像愈來愈燙了，好，大哥哥教你怎麼自慰，首先呢—」 

「閉嘴！」萬里獨泊怒了，一半是尷尬，一半是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曖昧感覺。 

但溫宇玥才不是那種叫他閉嘴，他就會乖乖聽話的男人。 

「不需要害羞，這是男人都會起的生理反應，代表你已經有傳宗接代的能力，也代表著你將要成

為一個頂天立地的好男人了……噗、噗哈哈哈，我講不下去了啦，你這根好大，而且濕答答又熱

呼呼的，用手就這麼舒服呀？它一舉朝天，幾乎要呈九十度了耶，太神奇了……」 

「閉嘴，閉嘴，閉嘴！」萬里獨泊惱羞成怒，頭頂幾乎快要冒煙。 

外人總認為他溫潤如玉，認為他沒有脾氣，那是因為他們都沒有跟溫宇玥相處過，只要跟這傢伙

生活個幾天，就會發現他是個少根筋、愛開嘲諷的人，很容易讓人氣到吐血，跟他比起來，外面

那些同學、教授簡直就是天使。 

誰叫他從小就被茶毒得太慘，導致外人說的惡言惡語就像小水滴濺在身上一樣，一點也引不起他

的憤怒或難堪。 

「哈哈哈，又害羞了。對了，大哥哥馬上開個幾桌，請朋友一起來見證小萬里獨泊長大的這一刻，
要知道這可是喜事啊，人家國中就開竅，你卻一直都沒有，害大哥哥很煩惱萬一你是不舉、性無

能該怎麼辦，那樣我怎麼對得起你英明神武的老爸。」 

叫一堆人來見證他終於能夠晨勃，那他從此就沒臉見人了！ 

他真不明白，明明是一張這麼漂亮的嘴，為什麼老是會講出一些意義惱人的機車話。 

鬼使神差的，萬里獨泊低下頭去，以唇封住了溫宇玥的嘴，霎時間，噪音停止了。 

等他退開，只見溫宇玥一臉震驚，表情活像是見到鬼似的，他在心裡滿意的點點頭，能看到總是

笑臉盈盈的溫宇玥變臉，他幼稚的覺得自己贏了一回。 

可惜勝利的滋味還沒品嘗夠，溫宇玥又開口了— 

「小泊，不行這樣啦，雖然我們沒有血緣關係，我又貌美如花、人見人愛、花見花開，但你也不

能肖想我啊，你要知道，我們大人對你這種乳臭未乾的臭小孩沒興趣的。」 

聞言，萬里獨泊感覺血壓又升高了，這傢伙惹人生氣的本事就是這麼高，他氣得又把唇覆了上去，

重重地磨蹭了幾下，等他二度退開時— 

「小泊，不是我在講，你這接吻的技巧也太爛了！該死的，我的嘴唇該不會破皮了吧……嘶，有

點疼。」溫宇玥摸著嘴唇，不滿的道。 

那嫌棄的神情怎麼看都讓人火大……還有點挑逗的味道。 

萬里獨泊瞇起眼，狠狠的咬了上去。 

下一秒，溫宇玥發出疼痛的叫聲，「媽呀，你屬狗的嗎？怎麼咬人啊，這下我的嘴真的破皮了……

唉唷，好疼，你別咬、別咬了，我不辦桌慶祝就是，照片我也不拍了，你這小子快點起來，壓得

我好難受啊！」 

萬里獨泊眼睛忍不住往下望，因為剛才爭奪手機的關係，溫宇玥的睡袍滑落，露出形狀優美的鎖

骨，睡袍下襬整個翻起，白嫩嫩的肚皮露出來，小巧可愛的肚臍眼好像正在跟他說嗨。 

他喉結一陣起伏，不由自主的將視線往上移了一點，溫宇玥的乳尖露出一點點，忽然間，他感覺

口水滿溢了他的口腔，自己似乎有點不對勁，邪火一下往下腹部集中，雙腿間的陽剛無巧不巧的



頂在溫宇玥的敏感部位。 

溫宇玥也感覺到了，發出驚叫聲，「啊！小泊，你起來，快點，我尿急！」他講到後來聲音嘶啞，
還帶著一絲不自覺的媚惑。 

萬里獨泊渾身戰慄，興奮的起了雞皮疙瘩，眼前的美景讓他腦袋一片空白，他只知道溫宇玥也有

感覺……他調整姿勢又是一撞，溫宇玥整個人發起抖來，眼角全是淚水，眼眶周圍紅成一片，嘴

巴也不由自主的張開，噴出的熱氣全數灑在萬里獨泊臉上。 

「小泊，我真的尿急，你再不讓我起來，我就要尿在你身上了……」溫宇玥顫抖著嗓音求饒，殊
不知這讓萬里獨泊更加興奮。 

「你想要尿尿嗎？就在這裡，我看著你尿。」這種話在平時他鐵定會噁心到吐，今天卻不知為何，
腦袋一熱就說出來了。 

「你這個變態，竟然想看男人尿尿……啊啊啊，別、別再撞了，我真的會尿出來啦—」 

萬里獨泊也不多話，下身一聳一聳的朝溫宇玥雙腿的敏感處蹭著，溫宇玥全身發軟，一句話都說

不完整，拿起枕頭壓住自己的呻吟，那無助又可憐的嬌喘讓萬里獨泊興奮的沒了理智，只想聽到

更多、更多。 

他沒有真正進去，溫宇玥也還穿著內褲，只不過被他半脫下來，他在溫宇玥兩腿間射了出來，溫

宇玥自己也洩了兩次，把內褲弄得濕濕黏黏的，畫面說有多淫靡就有多淫靡。 

最後溫宇玥是逃進廁所的，一邊跑還一邊罵萬里獨泊死變態、害他差點尿出來之類的話。 

望著溫宇玥的小屁股扭啊扭的，整個人散發著發洩過後的性感氣息，萬里獨泊頓時下腹又燃起一

把火，若不是要考試，他相信自己鐵定會再把溫宇玥捉回床上，跟他耳鬢廝磨一番。 

他那天大考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寫什麼，所幸平日底子打得好，竟然也輕輕鬆鬆讓他考上好的大

學，成績完全沒有受到這件事的影響。 

但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有了第二次，這關係就一直延續下去，只是「過家門而不入」幾次下
來，他這個血氣方剛的年輕人再也受不了溫宇玥的美色挑逗，所以他們做了。 

溫宇玥是萬里獨泊父親的學生，兩人感情挺好的，萬里獨泊的父母車禍過世後，溫宇玥想要領養

他，不過他們之間不符合領養的條件，所以溫宇玥拜託了認識的長輩幫忙，讓萬里獨泊成為那名

長輩的養子，但實質上是跟溫宇玥住在一起，溫宇玥也一直以他的養父自居。 

由於這層關係，溫宇玥一開始有點放不開，但等到他放開後，那愛胡說八道的嘴又管不住了，有

次在床上，他興致勃勃地說— 

「小泊，要不要在床上叫我爹地啊？你不覺得叫乾爹很有包養的 Fu嗎，哈哈哈，我也想試試這

種感覺。」 

萬里獨泊很想吐槽，就他這種被男人一摸就全身發軟的德性，想當人乾爹？當個被人操的乾兒子

還比較適合。想著，他邪邪地笑了笑，翻過溫宇玥的身體，狠狠撞了進去。 

溫宇玥哭著道：「啊！不、不要了，我們不玩乾爹乾兒子的遊戲了，你不要再撞了……嗚嗚，疼，

你溫柔些啦—」 

「再叫，我就再狠狠的幹你！」萬里獨泊被這媚叫搞得血脈賁張，恨不得能撞進溫宇玥的最深處。 

溫宇玥不滿的往後瞟他一眼，「你這個壞兒子、壞死了……」居然做得這麼激烈，明天他的腰鐵
定不能動。 

「鬼才是你兒子！再說胡話就讓你一整夜不用睡。」萬里獨泊威脅道。 



溫宇玥怕了，萬里獨泊的個性他是知道的，說一是一，言出必行，說要做一整夜，那就真的會做

一整夜，就算他暈了也會繼續。 

「哼，看你下次還敢不敢亂講話。」萬里獨泊在溫宇玥被吻得紅腫的嘴唇上又咬了一下。 

溫宇玥瞪他，一臉「等我有力氣了，就把你這個乾兒子給幹死」的表情。 

說實在的，這種不甘不願、含嗔帶怨的模樣，沒有多少殺傷力，反倒挑逗意味十足，讓萬里獨泊

血氣上湧，他忍不住又整冶了溫宇玥一次，直到他哭叫著道歉才甘心收手…… 

夢境在這裡中斷，萬里獨泊迷迷糊糊的睜開眼睛，只看到被子裡鑽進一個人，正拉下他的褲頭，

把冰涼的手伸進去。 

「溫宇玥，你在幹什麼？」他挑眉，整個人瞬間清醒。 

「嘻嘻，小泊，你這裡被我摸一下就站起來了唷。」 

拜託不要學小女生說什麼「唷」，你的年紀已經破了三十大關，算是大叔級的了，結果說話不是
捏就是唷，滿滿的全是語助詞！萬里獨泊在心裡吼道。 

要他說，小女生這樣講很可愛，但你這種大叔級的，用起來就……太可愛啦！ 

第二章 

溫宇玥的外表一點也不像大叔，他個子小小的，連一百七十都沒有，細緻的黑髮柔順地貼在臉上，

大大的眼睛迷魅誘人，穿了個無袖上衣外搭一件洞洞裝，這種明顯是高中女生的裝扮，在他身上

卻非常的適合，既青春又亮麗，更襯得他的紅唇紅潤無比。 

「你喝酒啦？」 

「應酬啦，那些出資的死老頭覬覦我的曼妙身體，想把我灌醉，嘿嘿嘿，哪有這麼容易。」 

溫宇玥是不容易醉的體質，只是喝了酒就會變得很難搞，不僅如此，整個人也顯得嫵媚。臉蛋像

蘋果一樣紅撲撲的，睫毛翹到天邊去了，彷彿能把人掀翻一般，更別說那濕潤紅豔的雙唇變得更

加飽滿，就像成熟的果子一樣，是男人都會想要伸手去採擷— 

這人根本就是妖精。萬里獨泊暗暗下了結論。 

「小泊，我熱熱的，想要做。」 

萬里獨泊忍不住扶額，這傢伙在外頭工作真的安全嗎？聽說設計界很多同性戀，這傢伙這麼可

愛，不會被人吃乾抹淨嗎？還是那些同性戀都瞎了，沒看到溫宇玥有多妖媚？ 

「不行，你去洗澡睡覺，渾身酒味，臭死了。」 

他馬上拒絕惹得溫宇玥大怒，七手八腳地纏上他的身體，兩條筆直白嫩的腿死死盤住他的腰，憤

怒的踢著，這個動作看起來幼稚，其實非常具有挑逗意味，讓萬里獨泊很快有了反應。 

這個纏人的小妖精，真有讓人獸性大發的潛能，偏偏自己還不自覺，老是勾得他又愛又恨。 

「混蛋小泊，兩個月沒見竟然這麼冷淡，這兩個月你沒想著我自己來嗎？」溫宇玥嘟嘴。 

萬里獨泊已經受夠他的口無遮攔，一把掩住他的嘴巴，「人又不是靠下半身思考，忍兩個月不算

什麼，如果是真愛，忍一年都沒事。」 

溫宇玥挑眉，伸出舌頭舔他的手掌心，銀液從指縫間滲了出來，萬里獨泊只感覺手心一陣火熱。 

「不管，不管，小泊，我天天想你，想要你親親我。」完全就是小孩子撒嬌耍任性的模樣。 

萬里獨泊在他唇角親了一下，動作十分敷衍，讓溫宇玥憤怒不已，氣得頭上快要冒煙了，他怒道：

「不是這樣親！」 

「別再發酒瘋了，行嗎？」 



「不要，小泊這兩年來對我好冷淡，明明以前一個晚上就可以做好幾次的，你是不是怪我常去國

外出差？」 

溫宇玥是服裝設計師，常常出國，有的時候遇到大展，甚至會在國外停留好幾個月，尤其是這幾

年日期愈拉愈長，也因為這個因素，萬里獨泊終於從這段關係裡稍微醒了過來。 

他很討厭胡攪蠻纏的人，而溫宇玥更是其中翹楚，而且溫宇玥有時仗著自己是長輩，說話間不時

把他當成小孩子，讓他不太爽，所以他勤奮唸書，這麼年輕就當上助理教授，跟溫宇玥其實有點

關係。 

有時他也會想，什麼樣的人會跟如同自己養父的人上床，還覺得很刺激很興奮？縱然兩人年齡差

距沒有很大，他還是覺得好像有哪裡不太對，正常人應該是不會這麼做的吧？ 

他對溫宇玥的感覺不一般，可是他又覺得這樣的關係不正常，這令他很糾結。 

這幾年他之所以不太愛跟溫宇玥做愛做的事，原因就是溫宇玥太可愛了，讓他一做下去就難以放

手，想要拉開距離想個清楚的念頭也會被撲滅，而他害怕這種不受控的感覺。 

雖然對個年紀比自己大的大叔說可愛是很奇怪的一件事，但萬里獨泊還是忍不住要說，就算用再

嚴苛的眼光去挑剔溫宇玥，也不得不說溫宇玥的確是個美人胚子。 

柔細又白皙的肌膚，水蛇般的腰身，大腿又直又嫩，本就誘人無比，尤其他在溫宇玥體內釋放後，

後面的小穴流出白濁時，那畫面總讓人興奮程度創新高。 

還記得有次溫宇玥喝了酒，脖子上被人啃了一口，留下了痕跡，他看到後氣得要命，溫宇玥卻翻

著白眼道— 

「無聊，這不過是玩國王遊戲時被咬一口而已，你氣什麼氣？哎，你還咬人啊！你這隻瘋狗……

別亂咬我脖子！」 

聽到溫宇玥不以為然的語氣，他氣憤的又咬了好幾口，完全不顧溫宇玥的憤怒尖叫，那天晚上他

把溫宇玥做昏了好幾次，一開始是生氣，到後來卻是因為克制不住自己內心的慾望。 

他發現自己對溫宇玥有著佔有慾。 

而自從那次之後，溫宇玥再也沒帶什麼吻痕回來了，大概也是被他做怕了的關係吧。 

從回憶中回過神來，萬里獨泊無可奈何的嘆了口氣，「渾身都是酒臭，還發酒瘋，你真的很討人

厭耶。」 

照顧溫宇玥是他的習慣，日積月累，這種習慣漸漸的就成了本能，所以大家說他很會照顧人，其

實不是他很會照顧人，而是身邊有一個人常常需要照顧，久了，就變成照顧人的能手了。 

「你才討人厭，都不會講些好聽的話哄我，而且那根那麼粗，插得人家好痛，你卻都只顧自己爽—」
溫宇玥愈說愈下流。 

萬里獨泊沒理溫宇玥的無理謾罵，推開他逕自進了浴室放洗澡水，根據過往經驗，溫宇玥這種狀

態不會持續太久，等他睡著，水也差不多放好了。 

走回房間，萬里獨泊先把溫宇玥脫個精光，再把人輕柔抱起，溫宇玥有點畏冷的縮進萬里獨泊懷

裡，他忍不住親親溫宇玥的鼻尖安撫，那緊皺的眉頭便又放開了些。 

他將溫宇玥抱進浴室，用自己的身體架住他，再用浴棉輕輕刷洗那白皙的身體，從脖子慢慢一路

往下滑到了乳尖，溫宇玥輕輕扇著濃密睫毛，小嘴吐出舒服的喟嘆，眼睛還是閉著，彷彿很享受

別人的服侍。 

萬里獨泊忍不住輕笑幾聲。 



溫宇玥嘟著嘴，拉著幫他洗澡的大手繼續往下移，示意也要記得洗下面，讓萬里獨泊呼吸粗重了

一些，他分開溫宇玥的雙腿開始清洗，卻洗得愈來愈慢，讓溫宇玥不耐的扭了扭腰，他手緊了緊，

眼睛充滿渴望。 

洗完澡後，溫宇玥身上的酒味淡了不少，萬里獨泊測了一下水溫，覺得滿意了，才把溫宇玥抱進

浴缸裡面，被熱水包圍，讓溫宇玥舒服的直哼哼，終於有點清醒了。 

「小泊？」他張開眼。 

「清醒點了吧？」 

「嗯嗯。」溫宇玥朝他露出一個可愛的微笑。 

萬里獨泊點點頭，脫下了抱著溫宇玥洗澡時早已弄濕的睡袍，連內褲也一起脫了下來。 

在浴缸裡的溫宇玥喉結上下滑動了一下，才兩個月沒看到，怎麼萬里獨泊又長高了，還變壯了，

那蜜色的胸膛強健厚實，腹部雖然沒有六塊肌，但平滑結實，看起來就很迷人，讓他超想流口水。 

不要以為這傢伙只有讀書很厲害，運動也是一把罩，身體很有看頭，尤其是那雙長腿，穿什麼褲

子都好看，簡直是標準的衣架子，害溫宇玥嫉妒得要命，哀嘆這麼長的腿為什麼不是長在他身上。 

眼睛再往下滑，看著萬里獨泊雙腿間的粗壯東西，溫宇玥喉嚨發乾，那裡他從萬里獨泊還年輕的

時候就看到現在，以前還不覺得如何，現在怎麼看都覺得那地方很男人、很獸性，明明萬里獨泊

的臉長得那麼溫和，怎麼下面跟他的臉那麼不一樣。 

哼，萬里獨泊有時對他講話不是很尊敬，讓他這個「養父」當得很沒有成就感，他還是喜歡萬里
獨泊小時候那萌萌的樣子……唉，歲月不饒人，現在一點也不萌了。 

萬里獨泊跨進浴缸裡，水滿得溢了出來，發出嘩啦啦的聲響，他一把將溫宇玥攬了過來，嘴唇輕

咬著他的耳垂，溫宇玥只覺得一股熱流往雙腿間集聚，他扭扭腰，感覺裡面好像濕了。 

好煩呀，為什麼自己好像年紀比萬里獨泊小，看看他被萬里獨泊圈在懷裡的畫面，一點違和感都

沒有，那圈緊他的手勢也太自然了吧。 

「別再扭了，等一下讓你扭個夠。」萬里獨泊輕撫著他的腰。 

「怎麼可以對大人講這麼色的話！」溫宇玥哼了聲，雙手扠腰，努力想要擺出威嚴的嘴臉，卻不
知道他這副樣子實在有些不倫不類。 

萬里獨泊忍不住嗤笑出聲，在他耳垂上輕咬了一下道：「等下還會講更多色色的話哦。」 

「呀啊啊！作弊，怎麼可以用氣音在我耳邊說話—」 

男人味爆表的低沉聲音，讓溫宇玥下面瞬間硬了起來，可惡啊，他最討厭萬里獨泊用氣音說話了，

每次都讓自己很想要。 

低頭望著萬里獨泊環住他的腰的大手，又恨恨的想，這小子到底是吃什麼長大的，為什麼連手都

這麼修長，簡直迷死人了。 

真是好討厭、好討厭哦，本來萌萌的萬里獨泊，長大後卻一點也不萌，只有滿滿的男人味，明明

高一的時候看起來矮矮的，怎麼現在長得這麼高大。 

溫宇玥忍不住拿起萬里獨泊的手來磨牙，萬里獨泊嘶了一聲，讓他得意起來，結果還沒得意完，

萬里獨泊就將他的腰緊緊攬住，他立刻感覺到屁股底下有個熱熱的東西頂著他。 

「你……你好硬又好熱哦。」溫宇玥軟了身子。 

講這種勾人的話都不會臉紅，簡直是小妖精、狐狸精一隻！ 

萬里獨泊捉住溫宇玥不安分的雙手，「別亂碰！」 



「憑什麼你可以碰我，我不能碰你啊？哼，我就要碰—」 

手被捉住又如何，不是還有屁股嗎？溫宇玥挪動小屁屁，朝那熱硬的地方磨了幾圈，馬上就聽到

後方傳來男人抽氣的聲音，讓他勝利似的往後看著萬里獨泊，一臉「我勝利了」的表情。 

萬里獨泊暗暗呻吟，這種小眼神勾人極了，但他實在很懷疑溫宇玥智商是不是有問題，竟然用這

種等於是挑逗的方式耍任性…… 

那就不要怪他化身為狼了！ 

萬里獨泊倏地吻上溫宇玥嬌嫩的嘴唇，溫宇玥也不甘示弱，嘟起雙唇親了回去，萬里獨泊舌尖探

入，摩挲著溫宇玥的小舌，與之糾纏，溫宇玥沒多久就棄械投降，發出甜膩的呻吟聲。 

吸吮著溫宇玥的舌頭，萬里獨泊手心輕輕在溫宇玥的乳尖畫著圈，直到乳尖立了起來，他捏了一

下，溫宇玥渾身一震，隨即軟綿綿地靠在萬里獨泊胸膛，剛才的蠻橫樣早就不翼而飛。 

「舒服嗎？」 

「嗯嗯，小泊，再用力點！」 

萬里獨泊聽話地扯拉著乳尖，馬上就聽到溫宇玥呻吟聲變大，只能說這人就這個時候最可愛，也

最惹人疼。 

「啊……好舒服……小泊，兩個月沒看到我，你想不想我？」 

「想你這個酒鬼，喝完酒就發酒瘋，要人上你嗎？」萬里獨泊手下力道更重。 

「我才沒發酒瘋……啊啊！小泊……快點插進來，想要，好想要—」溫宇玥輕泣，兩個月的空虛
在這個夜晚猛烈燃燒起來，一發不可收拾。 

他暗暗在內心嘆了口氣，會這麼渴望萬里獨泊，也許是萬里獨泊愈來愈有男人味，也有可能是自

己愈來愈愛萬里獨泊的關係。 

他隱隱發覺萬里獨泊其實並不覺得兩人關係正常，但是他也不知道該怎麼打破這種處境，只知道

萬里獨泊想要獨立，想要自主，甚至唸研究所時還鬧了場家庭革命，說要搬出去住，要不是家裡

實在離學校挺近的，搬出去住怎麼都說不過去，說不定真會讓萬里獨泊遂了心願。 

他害怕極了，他跟萬里獨泊的關係好像很親近，又好像很遙遠，有時候他根本搞不懂萬里獨泊在

想什麼，更不用說想出能做些什麼事情來改變現在的狀況。 

他只知道一點，萬里獨泊非常喜歡他的身體，當兩人親熱的時候，萬里獨泊那沉穩溫和的表皮就

會撕下，變成深具侵略跟佔有慾的野獸，眼裡的慾求強烈得讓他的心跳失序。 

沒發覺溫宇玥這一瞬間的不專心，萬里獨泊用指頭攻城掠地，讓溫宇玥幾乎軟成一潭春水，沒多

久，他將火熱的陽剛撞進溫宇玥身體裡面，不斷的上下挺動。 

溫水隨著動作擠了進去，讓溫宇玥又酥又麻地回過神，他攀住萬里獨泊的頸項，努力讓自己不被

萬里獨泊劇烈的動作甩下去，嘴裡喃喃唸著，「小泊、小泊、小泊……」 

萬里獨泊扳過溫宇玥的頭，含住他的嘴，唇舌激烈地糾纏著，分開時，還從中拉出幾許銀絲。 

浴缸裡的水晃盪劇烈，肉體拍擊聲、嬌媚的吟哦聲跟粗喘的急吼聲交織成一片，替這個夜劃上了

句點。 

溫宇玥坐在客廳沙發上，客廳是木質地板，外面有個小陽台，種了幾盆花朵，這些花是溫宇玥買

的，卻是萬里獨泊照顧的。 

此時，剛被拎出廚房的他正一臉興奮的打開行李箱，從裡頭拿出一堆東西，這些都是他出國時帶

回來給萬里獨泊的禮物，從他將萬里獨泊接過來住開始，這幾乎變成了一種儀式—為了彌補萬里



獨泊在家裡的孤獨，他會買一大堆東西回來當成禮物。 

萬里獨泊曾明白的表示，他一點也不怕孤獨，而且一點也沒有寂寞的感覺，但他說這些話時，只

換來溫宇玥抽了抽鼻子，一副他很可憐的表情，要他別說謊，要說實話。 

萬里獨泊有種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的窘，從此他也懶得解釋了，隨溫宇玥怎麼想都行。 

不過奇怪的是，溫宇玥每次帶回來的都不是什麼正經東西。 

這一次仍然如此，看到溫宇玥從那外表花花綠綠的行李箱拿出一樣樣物品時，他眼角抽動，甚至

有想要暴走的傾向。 

這些垃圾中的垃圾，到底是從哪裡撿來的？他去垃圾堆裡都還撿不出這麼詭異的東西！他在內心

怒吼。 

「看，小泊，這很棒吧？我送你的唷。」 

拿出一堆堪稱廢物的東西，邊說邊介紹：有他去歐洲沙灘撿來的小貝殼，要讓萬里獨泊跟他一起

感覺到浪漫，還有被壓得已經完全看不出是什麼東西的樹葉，他卻說這是夏天落下的樹葉，代表

死亡與新生。 

「其他的我不管，這個到底是什麼？」萬里獨泊捏起一個長相怪異，斜著嘴、缺了眼睛的陶瓷娃
娃。 

「這個是買給你的，很有名唷！」 

「這種東西會有名？你是不是被騙了？」 

萬里獨泊瞇著眼睛，把這堆垃圾收拾了一下，全部丟進垃圾桶，只有那個陶瓷娃娃被拎進他家的

倉庫，他家的倉庫是個恆溫室，裡面保存了這許多年溫宇玥從國外買回來給他的禮物。 

像是一大堆仿製的名家畫，或是看不出什麼年代的古董，裡面有珠子，有兵器，也有玉冠等等，

鐵定都是被騙著買下的。 

他有看過溫宇玥常打交道的古董商，只見那人全身包緊緊，大熱天穿著三件式西裝，黑皮鞋，還

打著黑領帶，再加上個黑色高禮帽，簡直要被黑色淹沒了。 

最重要的是那人矮不隆咚的，從背後看根本就是青少年，他覺得那鐵定是哪個不良少年冒充來騙

錢的。 

也是，溫宇玥看起來就是很好騙的傻子臉。 

「溫宇玥，不准再亂花錢，買這些亂七八糟的東西。」 

溫宇玥完全沒在管他說什麼，只是一臉驚喜的點著他的額頭，雞同鴨講的讚賞道：「小泊好厲害，

知道那個陶瓷娃娃有多可愛，所以才收起來對不對？」 

那種怪形怪狀的娃娃可愛？簡直就像鬼娃恰吉一樣的東西有什麼可愛的，萬里獨實在覺得溫宇玥

很瞎，真不知道他是怎麼當上服裝設計師的，而且聽說名氣不小，有好幾家公司都想挖角他。 

「你給我坐好，不准離開沙發半步。」 

「咦？可是人家想要喝牛奶。」 

「我泡給你喝。」 

溫宇玥又大又圓的眼睛笑得彎彎的，「小泊最棒了。」 

萬里獨泊默然不語的別過頭，轉進廚房裡，廚房的情況簡直慘絕人寰，奶粉灑得到處都是，爐上

煮開水的壺早已經燒成焦黑，裡面一點水也沒有，所幸沒燒了廚房。 

拿著抹布，跪在地上擦到處灑得都是的奶粉，萬里獨泊忍不住在心裡飆罵，為何溫宇玥連泡杯牛



奶都能搞成這樣。 

「小泊。」溫宇玥輕手輕腳走過來，在廚房門口輕喚。 

萬里獨泊橫了他一眼，「不是叫你乖乖的坐在沙發上。」 

溫宇玥無視萬里獨泊的臉色，笑得沒心沒肺，「我渴，牛奶到底好了沒有？」 

氣得差點喘不過氣，萬里獨泊剛要發飆，就見溫宇玥渴切的舔了舔雙唇，這才想到他從昨夜喝醉

後，似乎還沒喝過一滴水。 

萬里獨泊站起來，倒了杯水給溫宇玥，冷淡道：「去客廳喝。」 

「嗯嗯，小泊，對不起，我剛才不是故意灑掉奶粉的，只是奶粉落下來的樣子很漂亮，讓我想到

一幅畫，那些奶粉就像金粉一樣，在陽光下閃閃發亮—」 

「夠了，夠了，別發神經了，快點離開。」 

溫宇玥還有一點讓人頭痛，就是他很容易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那個狀態時的他完全感受不到外界

的變化，不管是在刮大風還是下大雨，他都沒感覺。 

萬里獨泊剛和溫宇玥同住時，有次溫宇玥在浴室裡待了好幾個小時，他本以為溫宇玥是愛泡澡，

也就沒管，逕自回房睡了。那時正是冬天，很多人進了浴室就捨不得出來。 

但是到了隔天，萬里獨泊起床時仍沒看到溫宇玥，頓時覺得不對勁。 

他用力拍浴室的門，沒回應，等發現門沒關，他轉動門把衝進去，才發現溫宇玥臉色發白，渾身

凍得發青靠在浴缸旁，手卻在浴缸裡不斷撥弄著，雙眼發亮的看著水面，只差沒把頭也浸在水裡。 

萬里獨泊嚇了一跳，趕緊用大毛巾緊緊包住他拖出浴室，再將暖氣開到最強，不斷用毛巾摩擦他

冷到極點的手腳。 

後來溫宇玥才說，他觀察到水流動的情形，覺得好美、好美，讓他靈感泉湧，等手腳一恢復溫暖

就衝去畫圖了。 

最後，溫宇玥創作出了名為「水流」的一系列衣服，這系列衣服得過設計大獎，主設計中的某件
洋裝是溫宇玥親手製作，被國外某位女總理看上。 

國宴時，那名女總理穿著這一件洋裝出席，溫婉大方，有種說不出的靈動與韻味，讓向來作風剛

硬，被反對派戲稱為「鐵血總理」的她多了幾分柔和典雅，獲得了不少好評，也讓一些選民見識
到她溫柔的一面，繼而成為她的支持者，甚至有媒體稱她為最有品味的女總理。 

這件獨一無二的衣服替女總理加分不少，往後大大小小的宴會、正式場合，溫宇玥的設計都成了

她的首選。 

因為這件事，溫宇玥聲名大噪，正式踏入了知名設計師行列，之後也常有佳作，殊不知這些作品

的背後往往讓萬里獨泊辛勞的收拾善後。 

萬里獨泊把地板擦乾淨後，又刷了水壺，重新燒了開水，在白瓷的杯子裡放進了奶粉，倒進了熱

水。等他把杯子端出去的時候，他停下腳步，看到溫宇玥正攤開設計本，低著頭，手裡的筆飛快

的揮舞著，把靈感畫下來。 

他小巧的眉時而皺著，時而舒展，有的時候無意識咬著筆桿，有的時候又用力合上嘴唇，因為太

過用力，嘴旁會有幾絲俏皮紋路跑出來。 

認真的、努力的、彷彿要用盡生命般畫出設計圖，萬里獨泊有時對他做的蠢事生不了氣，就是因

為他現在的模樣。 

這樣的他美得不可思議，渾身綻放出一種閃耀的光芒，他是完美的代言人，是上帝傳達美的音訊，



也是世界上最美、最純真、最可愛的一道風景。 

水杯放在桌子上，一口都沒喝，想必是溫宇玥伸手拿了設計本後，就忘了口渴這個小問題了。 

萬里獨泊無奈搖頭，端起手裡的牛奶杯，吹吹上面的熱氣，直到熱氣吹散，溫度適宜後，他坐到

溫宇玥身邊，溫宇玥一點也沒有感覺到他的存在，仍在認真描繪。 

「喝牛奶，啊—」萬里獨泊把杯子遞過去，體貼的插了根吸管，讓溫宇玥方便吸取。 

溫宇玥自然而然的轉頭，粉色嘴唇含住吸管，淺淺的喝了一口，就想轉頭再去看自己的設計本。 

「喝大口一點。」 

一個命令一個動作，溫宇玥喝了一大口，目光趕緊看向自己畫出的線條，手上不斷的描畫，讓本

子裡的衣服更具體。 

「吞下去，不要含在嘴裡。」 

咕嚕一聲，溫宇玥把牛奶吞了下去。 

「再來一口。」把吸管正對著他的嘴唇。 

溫宇玥又吸了一口 

「吞下去。」 

溫宇玥照辦。 

「再來一口。」 

就這樣，杯子空了，而過了很久，溫宇玥都完全沒發現萬里獨泊已經出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