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閔雪瀅眨著眼睛，面無表情地打量著周遭的環境，她明明就站在人潮中，卻像個

旁觀者一般，那些來來往往的人面貌都有些模糊，連他們說話的聲音聽起來也是

悶悶的，無法聽清楚。 

雖然這樣的感覺有點怪異，但是她還是很快就認出來這是風城上元節走橋的場

景，且大多數人都是往城南的月老廟而去，本朝男女大防並不嚴，但夜裡出門還

是要避忌的，唯獨今日，年輕男女可以光明正大地一起在夜裡走在大街上。 

傳言，在上元節這一天，未婚男女到月老廟祭拜求姻緣，若是月老應許，祈求姻

緣者就能夠見到有緣人。 

這究竟是真是假沒有人知道，可是每年走橋後，到月老廟拜一拜求個姻緣籤，已

然成為風城人世世代代流傳下來的傳統。 

閔雪瀅知道自己也去了，活了三輩子……沒有錯！在穿越到古代又重生了一次

後，她也忍不住隨著走橋的人流一路來到了月老廟，捻香好好祝禱一番。 

比起別人是祈求未來的良人，她的心願就卑微渺小得多了。 

雖然不知道她是不是老天爺的私生女，可以穿越玩完了又開啟重生模式，可不管

如何，這一輩子她真心希望能夠活得好好的，而不是越來越短命，甚至是在摸不

著頭腦的時候就讓人殺了。 

可是她印象中記得她已經走橋完並回府歇息了，怎麼現在又像重複了一次？讓她

感到相當疑惑，她到底是夢中客，還是剛剛回府的記憶只是她的想像而已？ 

就在倍感困惑之際，腦海深處傳來一道和藹慈祥的老人嗓音，他呵呵笑了兩聲，

然後像是有一股風推著她的背往前走，他還說道：「往前走吧！妳糾纏了兩世的

良人正在前頭等著妳呢！」 

糾纏了兩世？閔雪瀅不知所以，只能順著那股推力不斷的往前，她經過之處，原

本擁擠的人潮就像摩西分海一樣隨之避讓，她沒有注意到其中的古怪，只是越往

前走，她的心就忍不住越跳越快。 

就像是……她早已經知道站在前面等待她的人是誰。 

「相公。」她驚愕地聽見自己的聲音喊住了前面的一個男人。 

她沒有疑惑自己喊的是誰，因為一個穿著長袍的男子站在月老廟前，背景是盞盞

燈火閃爍，只有他在聽見她的聲音後轉過身來，雖然她還沒有看清楚他的臉，卻

已經聽見了那男人溫柔叫喚著她— 

「娘子，還不過來嗎？」 

正當她仍因為那好聽又熟悉的聲音而發愣的時候，忽然眼前所有的景象像是退潮

一般快速捲離，而那老人的聲音急急地在她腦海裡說道— 

「為了圓滿這三世姻緣，我特地牽起這條紅線，別怕，我會送妳一個特別的禮物，

其所擁有的技能會幫妳找到幸福。」 

閔雪瀅滿腦子疑惑，可是她已經什麼都不能想了，似乎連她自己都捲進了那個漩

渦裡頭，嚇得她尖叫出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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閔雪瀅可以說是在驚嚇中被迫醒來的，全身寒毛都豎了起來，她呆坐在床上發

愣，沒有心思多管小衣被冷汗給濡溼了，也無法多想夢裡老人最後說的那番話，

她試著讓因為驚懼而加速的心跳平靜下來，一邊逼自己想點別的事情來轉移注意

力。 

她是該好好冷靜冷靜，畢竟穿越後被人害死也就算了，重生後第一個記得清清楚

楚的劇情夢，居然是甜甜的喊上輩子害死自己的兇手為相公？！ 

她怎麼想都覺得肯定是哪裡出了問題，難不成是她壓力太大了？太想要逃離上輩

子的不幸，以至於用這種極端的方式在夢裡呈現出來？ 

閔雪瀅圓潤可愛的小臉滿是正經嚴肅，認真思考著。 

上上輩子的她，熱愛科學，最大的理想是成為第二個居禮夫人，人生清單的其中

一項就是拿個諾貝爾獎，可偏偏不知道哪裡出了錯，居然做了一個實驗後，就糊

裡糊塗的穿越到古代。 

也許是穿越的時候撞到了頭，要不然她不會在恍神了幾天、接受穿越這個事實

後，居然把在現代的偉大目標也帶過來了。 

雖然這裡沒有諾貝爾獎，但是她可以當個古代的愛因斯坦啊！ 

不說發明電燈還是什麼永動機這種劃時代的創造，但是徐徐圖之，讓科學落實在

生活中，在史書上留下一筆也挺不賴的。 

湧起的野心讓她忘了這是個看見雷電都以為是天罰的古代，也忘了她覺得不過就

是些化學反應或者是基礎定理的東西，在他人眼裡又是多麼的驚世駭俗。 

所以，很不幸的，她不像其他穿越女，還沒來得及大放異彩就掛了。 

她本以為死了第二次的自己，終於可以看見地獄或者地府長什麼模樣，神奇的

是，一睜開眼，她發現自己又回來了。 

這一次重生，她回到上元節前三日，有了一次的穿越經歷，重生似乎變得更容易

接受了。 

只是無論穿越還是重生，這種概率小到幾乎不可能的事情都讓她給撞上了，她除

了懷疑一下自己上上上輩子可能拯救了整個銀河系，所以才換來這樣一次又一次

的「奇遇」，腦子裡只剩下一個想法—她這輩子還是安安分分的當個普通人活著

就好。 

她抿了抿唇，覺得自己有種突然頓悟的感覺。 

都已經死了兩次了，她才算徹底明白，什麼諾貝爾獎或是名垂千古都是虛的，做

一個人最起碼的要求就是好好的活著。 

閔雪瀅慢慢冷靜了下來，覺得自己終於找到穿越的目標，且這樣的雄心壯志足以

打消剛剛那個惡夢所帶來的驚懼時，突兀的貓叫聲讓她瞬間僵住了身子。 

「喵嗚！」 

她的脖子像是許久沒上油的機器，緩慢而僵硬的回過頭，直到轉了大約三十度角

後，她看見一隻不知道什麼時候出現的黑貓，正眨巴著眼，規矩的蹲坐在床上，

一隻前爪像是招財貓一樣對著她揮了揮，這是跟她打招呼的意思？ 

閔雪瀅的表情滿是沉重，本來想遺忘的夢境這時候又鮮明地躍入腦海，不管是那



男人溫柔得讓人打從心底發寒的微笑，還是她那一聲甜甜的呼喚，還是最後那蒼

老又要裝年輕的提點話語，還有眼前……這隻莫名其妙出現的貓，讓她想要背一

下元素週期表來冷靜冷靜。 

她瞪大了雙眼，氫鋰鈉鉀在嘴裡細細的轉來轉去好幾次，可是那隻貓還是慵懶的

端坐在那兒，一雙綠色眼睛彷彿帶著嘲笑的瞅著她。 

閔雪瀅最終還是放棄了自欺欺人的主意，她拉了被子轉了身，和那隻黑貓面對面

的望著，用嬌糯的嗓音鎮定地問道：「你是月老派來給我的金手指技能？」 

貓咪懵懵懂懂的歪著頭，「喵」了一聲，看起來跟一般的貓咪沒什麼兩樣，但她

敢打包票，牠那微微瞇起的貓眼肯定有著不屑和鄙視。 

然而她並沒有就此放棄，仍想著能有什麼方法讓黑貓回答她的疑惑，在看見牠的

尾巴晃啊晃的，她靈光一閃，試探的問道：「如果我說對了，你的尾巴就向右邊

甩，如果不對就往左邊，行不行？」 

黑貓慢悠悠的睨了她一眼，尾巴慢慢地往右邊甩了一下。 

牠這小小的舉動，讓閔雪瀅像是實驗成功一般興奮，原本平靜的眼眼亮得像是天

上的星星。 

雖然她有很多問題想問，但是理智驅使她問了最重要的那一個，「所以我夢裡的

那個老人真的是月老？」 

黑貓輕輕地將尾巴向右甩了一下。 

閔雪瀅覺得心底一陣發寒，但還是強忍著繼續問道：「所以夢中見到的那個人，

真的就是……我未來要嫁的人？」 

黑貓瞄了她一眼，慢悠悠的又往右邊晃了下尾巴，還想著接下來她總該問點正經

的問題了，卻沒想到眼前這個看起來有幾分傻氣的姑娘，居然瞬間露出如喪考妣

的神情，抖顫著唇，連話都說不出來了。 

「喵嗚……」黑貓歪著頭，不明白她怎麼會是這樣的表情？ 

以前的主人一聽到夢中的男人是自己未來的良人時，不是羞答答的就是一臉欣

喜，怎麼她這麼奇怪，聽到牠肯定的答案後，反而像是死了人一樣？ 

果然，月老是越來越不靠譜了，盡挑些怪主人來折磨牠們這些系統！黑貓腹誹著

月老，卻不知道牠還是少估算了這個主人的怪異程度。 

閔雪瀅當然不曉得黑貓是怎麼想的，但她的心卻像一個壞掉的氣象球，一下子颳

風打雷，一下子寒霜大雪，偏偏就是沒有春風晴朗的時候。 

被一隻貓言之鑿鑿地「說」以後妳的另一半就是上輩子宰了妳的人，那心情怎麼

都美妙不起來，就算硬要湊成一對，也該是上輩子欠了她的那個男人來接近她，

怎麼反而是她這個受害者要主動追求了？ 

不要問她為什麼會知道月老的意思是要她主動，這對她來說只是一個簡單的推

論，因為要是月老安排那個男人來追求她，何必多此一舉又是託夢，又是送一隻

連話都不會說的黑貓給她？ 

閔雪瀅想起月老說的話，身為斤斤計較的理工人，她忍不住一臉懷疑地看著黑貓

問道：「月老說你是什麼能幫我尋找幸福的禮物，可是只是甩甩尾巴，應該不算



什麼金手指吧？難道你有什麼更厲害的技能是我還沒有開發的嗎？」 

黑貓淡淡的瞅了她一眼，並不打算把自己其實可以聽到她心裡的想法這件事情說

出來。 

按照以往的經驗，主人們都不會相信一隻貓咪能夠帶給她們什麼好處，所以等這

個主人自己踢到鐵板後，牠再大發慈悲的告訴她這件事好了，相信到時候她肯定

會更加「印象深刻」的！黑貓舔了舔兩隻前爪，有點傲嬌的暗忖著。 

閔雪瀅還想再問，可是來不及了，守在外頭的丫鬟聽到房裡的動靜，出聲探問，

「大小姐可是醒了？奴婢打水進去伺候洗漱可好？」 

丫鬟不能隨意進入內室，是閔雪瀅前幾日重生後新立下的規矩。 

沒法子，死過一次又一次的人，對於別人在自己的屋子裡總會特別的敏感，尤其

這些丫鬟全都是她那個「好」後娘給派過來的。 

雖然她老是被人說情商不夠，但是她其實只是講話容易激怒人，思考方式跟別人

不同了一點，對人的惡意還是挺敏感，再加上從穿越之後的時間開始算，她也跟

後娘和妹妹相處了十多年了，就是再傻，也明白人家娘兒倆就是見不得她好。 

表面上看起來後娘好像把什麼好的都給了她，可是仔細分析卻不是這麼一回事，

她的院子看似是家裡頭最「精緻」的，但說白了就是又小又遠，還獨立開了扇門，

有假山流水不假，可是後娘從沒派人來修整過，那造景一年一年的破爛下去，要

不是因為還要住人，偶爾還是會派人補補屋子之類的，這個小院子大概只比廢墟

好上那麼一點而已。 

還有，這院子也是離廚房最遠的，夏天還好，冬天裡，等丫鬟去提完飯回來，熱

湯也冷了，更別提那些飯菜，要不是她讓人砍了院子裡的乾柴升火溫飯，讓後娘

她們誤以為她是要把院子給燒了，她那個現成的爹也不會發現他的嫡長女過的原

來是這樣的日子。 

不過也不能怪她那個粗枝大葉的爹，畢竟他身為工部侍郎，平日裡也忙得很，只

看著大處沒錯，其餘小細節難免顧不了這麼多，更何況這些個後宅手段，也不是

他能夠知道的。 

不過總的來說，她爹對於她這個嫡長女還是疼寵的，知道了後娘那噁心的把戲

後，就專門留了個小廝給她，若是缺什麼後娘不給，跟親爹說一聲，最晚隔天就

會把東西送到她的院子來。 

後娘和那個整天裝得天真爽朗的妹妹怎麼想的她是不知道，她也不想知道，只要

她們不鬧到她跟前來，她也懶得管她們。 

看著黑貓，閔雪瀅秀氣的細眉微微皺起，又想起外頭的幾個丫鬟，她決定還是要

找個時間換換人手才好，要不然不管做什麼都不方便，如今她的屋子裡又平白無

故多了一隻黑貓，她根本不知道該怎麼解釋。 

「大小姐？」丫鬟以為是自己聽錯了，忍不住又揚聲問了句。 

「行了，進來吧！」閔雪瀅下了床，看了懶洋洋的黑貓一眼，嘆了口氣。 

算了，也只能先這樣了，至於夢裡那個命定之人什麼的，她就先當作什麼都不知

道好了。 



她就不信了，她什麼都不做，本分的窩在自己的院子裡，月老還能夠讓一隻黑貓

把她給拉出去跟那男人見面不成？ 

過了大半個月，什麼事也沒發生，閔雪瀅看著那隻懶洋洋的黑貓，越發覺得什麼

黑貓外掛不過是她壓力過大作的一個惡夢，這麼一想，壓在心頭沉甸甸的壓迫感

消散了不少，讓她也從重生的惶惶不安裡解脫出來。 

所以之後杏花開得正盛時，她也難得有了幾分興致，想參加後娘文氏所舉辦的花

宴，但是對她這個學理科的人來說，滿天的杏花飛舞不過是自然的現象，她還真

不曉得要欣賞什麼，除了暗暗想著掃地丫鬟應該多了不少工作外，也只有特別請

風月樓大廚做的宴席能夠吸引她了。 

至於巴不得外人都忘記侍郎府還有一個嫡長女的文氏，絕不可能讓閔雪瀅在這種

擺明是要相看親事的場合露面的，閔雪瀅倒也因禍得福，花會在前頭熱鬧的展開

時，她已經拿起筷子，提早享用替花宴準備的美食。 

「唔！好吃！分紫，再去拿一盤這個桃花凍，白飯也再拿一碗好了，我要搭著魚

膾吃。」閔雪瀅長得一張娃娃臉，不管是臉和身子都帶著嬰兒肥的豐潤感，咀嚼

的時候兩邊腮幫子鼓鼓的，看起來就跟小倉鼠一樣，只會讓人覺得可愛，而不感

覺粗俗。 

分紫輕快地應了一聲，便往廚房快步走去，只是她才走沒兩步，就讓站在邊上的

原紫攔了下來，原紫一臉無奈的問：「做什麼去呢？」 

分紫傻氣的笑道：「大小姐讓我去拿吃的呢！」 

原紫是不久前被調來的，而她知道分紫是剛從下面的丫頭調上來的，傻是傻了

點，不過還算聽話，這才讓大小姐選了上來，可是自家大小姐的脾氣本來就有點

古怪，這個丫頭還老是不動腦子，不知道好好地勸著些，老是縱著大小姐胡來，

想想她一個當丫鬟的還得兼著教管嬤嬤的差事，就讓她忍不住想嘆氣。 

「不能再替大小姐拿了！這魚膾偏冷，桃花凍也是冷食，大小姐是還沒出嫁的姑

娘，多吃冷食不好，要是大小姐還想再吃，奴婢讓分紫再去端碗好消化的麵湯來

讓大小姐先墊墊肚子可好？」 

分紫覺得原紫的話挺有道理的，可她傻裡傻氣的，只知道聽自家主子的話，馬上

轉頭看向閔雪瀅，等著她怎麼說她再行事。 

閔雪瀅面無表情地看著兩個丫鬟，覺得這官家女兒的身分真是有好有壞，好是不

用擔心吃穿用度，壞就是規矩一堆，身旁的人時時盯著。 

不過她也清楚原紫是為了她好，便點點頭道：「那就算了，可是下午的點心要兩

盤。」她摸了摸還沒飽的肚子，表情嚴肅的比了兩根手指頭。 

「行！下午聽說那大廚要做白雪酥呢！層層疊疊的酥皮揉得跟雪球似的，包準大

小姐喜歡。」原紫淺淺一笑，順著話頭又丟出一個誘餌來安撫自家大小姐。 

雖說才來大小姐身邊做事不久，可自家主子的性子簡單，說什麼是什麼，跟那些

一句話要轉好幾個彎的人不同，只是臉上少有表情，倒是容易讓人誤會了性子不

和軟。 

「嗯！可只有甜的不夠，我記得風月樓的主廚最擅長做肘子，記得再給我攔一隻



來。」想起那醬香味濃的肘子，閔雪瀅的口水都要流下來了。 

分紫也是愛好美食的同道中人，連忙點頭附和，還補充道：「大小姐，他們家的

老鴨上湯熬得也好咧！熱熱的來上一碗，鮮得讓人忍不住都要把舌頭吞了，還能

洗洗肘子的油膩，最好不過了。」想起剛剛去廚房時偷偷抿了一口湯，那滋味好

得她也覺得嘴饞了。 

閔雪瀅一聽，馬上說道：「那好！那我除了肘子還要再一碗湯，要用大碗，可別

再用上次那種喝了一口就沒了的小碗來騙我。」 

原紫無奈的笑著應道：「奴婢知道了，肯定會讓那廚子準備得足足的。」像她主

子這樣聽到吃的就兩眼發光的還真不多見，可主子只顧著吃，一點也不像個閨

秀，對此，她總覺得有些心累。 

閔雪瀅滿足的笑了，更顯得清麗，讓兩個丫鬟都不由得看怔了眼。 

傻氣的分紫只知道自家大小姐笑起來可真好看，但是原紫想得多了點。 

府裡辦賞花會，二小姐在前頭招呼各家姑娘，大小姐卻被圈在這小院子裡吃喝，

雖說大部分原因是主子向來不愛那些交際宴會，可是夫人和二小姐彷彿打從一開

始就根本忘了大小姐的存在似的，連招呼都沒招呼一聲，連套適合花會的新衣裳

都沒得換，若不是大小姐前幾日突然轉了性子說要赴宴，讓夫人不得不許了許多

好處給大小姐，讓她好好的在自個兒的院子裡待著，只怕大小姐少了一次露面的

機會不說，還得讓夫人說是自家姑娘上不得檯面，老是羞於見外人。 

她知道老爺是疼著大小姐的，可別看這後母表面上像是被教訓了，什麼好吃的好

用的都先送來大小姐這兒，像是這樣的賞花會，老爺要是不出現，夫人是能做到

讓大小姐連面也不讓露一個的，那其中險惡的心思，有點心機的人都瞧得出來。 

不就是不想讓大小姐得了好姻緣，搶了自己親生女兒的鋒頭嗎？ 

後宅女人用的手段，讓大小姐不知道吃了多少暗虧，可偏偏大小姐也太心寬，只

要生活上的吃用不缺，也懶得計較這些，而她這個做丫鬟，總不好直接去向老爺

告狀。 

看著兩個丫鬟不說話也不動，閔雪瀅馬上斂起笑意，又恢復原本的面無表情。「行

了，我這裡先不用人伺候了，我到書房去待一會兒，等下午吃點心的時候再喊我。」 

她雖然習慣吃住坐臥都有人伺候，可是做實驗的時候，她還是喜歡獨自一個人。 

倒不是說有什麼祕密可言，反正她們也看不出什麼門道來，只是她在實驗室裡就

會有莫名的強迫症，什麼東西能夠放、該怎麼放，都有一定的規矩，甚至連動手

的時候還要把頭髮整個盤起來，再用布包好，以免落了頭髮什麼的影響實驗結果。 

可這些她習以為常的規矩在那些丫鬟眼裡就是無法理解，甚至總會有許多問題產

生，所以她乾脆不讓她們跟著了。 

更別提她重生前還因為做實驗的事死了，但她又不可能放棄做實驗，只好更小心

行事。 

反正一個人做實驗她也不會感到寂寞，反而有點像是上輩子……不對！該說是上

上輩子，一個人待在實驗室裡的那種感覺，而且這也是她獨享點心的好時光，真

不枉費她昨天偷偷藏了一盤點心在書房的櫃子裡呢！ 



再說了，她已經想喝點碳酸飲料好久了，正好今天就來試做點碳酸飲料喝。 

一想到這裡，她又不自覺勾起笑意，臉頰上綻出兩個可愛小酒窩，往書房的腳步

也輕快了許多。 

果然，春天啊，就是該來點屬於一個人的下午茶啊！汽水加點心……不能再更完

美了！ 

如果可以的話，閔雪瀅想把早上天真愚蠢的自己打醒。 

她散亂著頭髮，臉上還冒著冷汗，坐在自己改良過的恭桶上，感受著肚子一陣陣

的抽搐，恨不得昏過去算了。 

她絕對不會承認是自己貪吃惹的禍，把那一公升的汽水搭著點心，吃出了毛病。 

肯定是一次喝太多了，下回……下回她分兩次喝好了！閔雪瀅皺著一張小臉，咬

著唇檢討著不是重點的重點。 

閔雪瀅跑了幾次茅房，兩個大丫鬟一個連忙悄悄地去請大夫，一個讓她指使著去

廚房拿點熱水好裝在湯婆子裡可以抱在懷裡暖暖肚子，以至於院子裡闖進一個不

速之客都沒人察覺。 

大約是肚子裡的東西清得差不多了，閔雪瀅這次蹲茅房倒是沒拉出什麼東西來，

可當她伸手往邊上的草紙盒一摸，直接觸底的手感讓她的臉色頓時一僵，不敢置

信的把盒子往下倒，發現裡頭是真的一張草紙都沒有，她頓時傻住了。 

沒草紙外面又沒人的時候該怎麼辦？她的大腦有一瞬間的空白。 

咬咬牙，她覺得自己不能繼續在恭桶上等著兩個丫鬟來拯救她，先不說也不知道

兩個丫鬟什麼時候回來，她剛剛又是拉又是冒冷汗的，只覺得整個人都快要散架

了，恨不得趕緊撲到床上好好休息，而不是繼續在這裡聞著有點奇妙的味道，傻

坐著等著人來給她送草紙。 

想了一會兒，她想起自己的院子裡雖然伺候的人不多，但是也有幾個小丫鬟負責

灑掃工作，這時候應該還會有人在外頭當差，她如果稍稍「大聲」一些喊人的話，

應該會有人能來拯救她脫離目前的窘境吧？ 

「那個……外面有沒有人啊？」想歸想，閔雪瀅一開始試著開口喊人的時候還是

不敢太大聲，不過喊出了第一聲，她倒也沒那麼矜持了，她清了清喉嚨，放大聲

音接著喊道：「外頭有沒有人在？那個我……」 

她話都還沒說完，遮掩的竹簾忽然被掀了開來，她嚇了一大跳，差點彈跳起來，

也幸好古代的衣裳層層疊疊的，讓她不至於讓來人看到她大洩的春光，要不然就

算她是從開放的現代穿越來的，只怕也會羞憤到想撞牆。 

來人撩起竹簾也不過就是一瞬間的事情，在看清楚裡頭的女子坐在恭桶上，還有

那褪到腳邊的褲腳時，來人連忙放下竹簾退了兩大步。 

饒是靳熹凡兩世為人，經歷過大風大浪，也沒想到掀開簾子後會見到如此的畫

面，即使那些老是想法勾引他的女子，也不會選在這樣的地方、用這樣的姿勢……

想到這裡，他不自覺皺起了眉頭。 

他本來就是想了法子偷偷溜進這內院的，要是不小心撞上了人，肯定會被當成登

徒子看待，現在又撞見這樣的場景，要是裡頭那姑娘喊了出來，他就是全身長滿



了嘴也說不清楚。 

靳熹凡也不知道為什麼都這個時候了，他還能夠想到這些東西，他臉色淡淡地看

向屋子外頭的景色，掙扎著是不是要轉頭就走的時候，竹簾後方傳出細細的聲

音，讓他停下了腦子裡一連串的胡思亂想。 

閔雪瀅雖然臉上還是沒什麼表情，可是在反應過來剛剛發生了什麼事情後，臉倏

地紅成一片，兩頰熱得像是靠著火爐一樣，明明是春天，此刻卻熱得讓她有些喘

不過氣來。 

雖然不知道為什麼她的院子裡會突然出現一個男人，而且沒有半個丫鬟發現，但

是看在他沒有失禮的盯著她看，而是趕緊放下簾子，她決定暫且先不去想這個問

題，開口求助，「可以……可以幫我找些草紙嗎？」 

她的聲音細如蚊蚋，在經歷了剛剛的意外後，她覺得光是開口提出要求都好羞

恥，好不容易擠出一句話，她彷彿已經用掉畢生的勇氣，也無法多想如果那個男

人已經走了該怎麼辦。 

她現在已經不知道男人到底是走了比較好還是沒走替她找來草紙比較好。 

她有想淚流滿面的衝動，在這一瞬間，她莫名覺得人生真是如此兩難。 

等了許久，那個男人遲遲沒有動靜，閔雪瀅正自暴自棄的想著她要在這裡蹲到天

荒地老，再也不出聲求救的時候，竹簾又被掀開了一個小角，一隻白玉似的手拿

著一疊乾乾淨淨的白紙。 

「臨時找不到草紙，我手上有些剛好要拿來作詩的白紙，妳先將就用著吧。」男

人的聲音清清冷冷的，像不起波痕的水，但是又帶著恰到好處的溫柔，讓人忍不

住心生好感。 

可會生出好感的人裡頭，絕對不包括蹲在恭桶上的閔雪瀅。 

如果能夠將她現在的心情具體化的話，大概就是颳風打雷又下豪雨了。 

老天！如果剛剛那匆忙一眼沒讓她認出來這個男人是誰，現在聽到這再熟悉不過

的聲音，她怎麼可能還認不出來？！ 

上輩子下令殺死她的男人，也是在夢裡她甜甜笑著喊相公的男人！ 

閔雪瀅愣住了，傻傻地接過那一小疊白紙，圓圓的眼睛瞪得老大，彷彿要將那還

帶著微微體溫的白紙看出個洞來。 

靳熹凡把紙給了她，想著自己一個外男繼續站在這裡也不像樣，正打算退出去的

時候，竹簾忽然被掀開了一小角，一張圓潤可愛的小臉從裡頭探了出來，有些彆

扭的道：「謝……謝。」 

不管上輩子怎麼樣，起碼閔雪瀅現在是很感激他的。 

一碼歸一碼，她還是很有原則的。 

他淡淡一笑，屋外乍然吹起一陣春風，幾棵杏花被吹落不少，嬌弱的白色花瓣顫

悠悠地隨風飄散，似乎將他點綴成了一幅畫。 

她看呆了，連他什麼時候走的也不知道，可她也沒心情再想那些了，因為她看到

那隻黑貓不知道又從院子裡的哪個偏僻角落晃了出來，一人一貓隔著竹簾互相瞪

視。 



她面癱的看著黑貓，總覺得牠的眸光帶著得意。 

隨即，那隻黑貓開口了，不過不是她習慣的喵喵叫，而是一個有點囂張又傲嬌的

稚嫩嗓音— 

「如何？相信本系統是能夠替妳指引幸福方向的指標了吧？剛剛我安排的第一

次見面如何？有沒有心跳加速，小鹿亂撞？」 

黑貓覺得自己的安排真是太好了，兩人在美麗杏花飄落的背景下，互相凝望，根

本就是完美的開始。 

呵呵！要把一院子的人都清空不容易，要把一個腹黑的男人一路引往這個偏僻的

院子就更不容易了，幸好那男人本就有心往這裡來，否則憑牠現在半吊子的能

力，說不定還會失敗呢！ 

唉，想想牠不過是隻貓，就算是個系統，但是牠操的心都快要比月老那鬍子一把

的老頭子還要多了呢！ 

乍聽到一隻貓開口說話，閔雪瀅是驚奇的，但是一想到牠是月老派來她身邊的，

很快便不覺得奇怪，而且她的心思現在全被另一件事給勾了過去，那就是她終於

知道剛剛那驚天羞恥的一幕是從何而來了，她趕緊把自己打理好，冷著臉，氣勢

洶洶的從恭房走了出來，直接拎起那隻看起來一臉得意的黑貓，她幾乎是咬著

牙，陰惻惻地問道：「你可以好好跟我解釋一下，什麼叫做你安排的第一次見

面？！」 

黑貓被她那雙帶著殺氣的黑眸一瞪，全身短毛都要炸起來了，連說話都不由得結

巴了，「等等！我是安排妳走向幸福的系統，妳……妳想對我做什麼？！」 

「走向幸福？呵呵……」閔雪瀅那幾乎要實質化的怨念，隨著她死死勒住黑貓的

手而緩緩加重。 

安排一個上輩子的仇人也就罷了，這輩子兩個人的第一次見面是他看見她在廁所

裡蹲馬桶？ 

她該慶幸她用了一堆乾花還有自己提煉出來的香露當芳香劑，所以在她「大解放」

了幾次後，恭房裡沒有特別奇怪的味道嗎？要不然這羞恥度……她不想去想了，

她覺得她現在需要一個人靜一靜，或是把手中這隻黑貓給滅了，才能宣洩她心中

的壓力。 

「等等！妳不能對我施暴！我可是指引妳幸福方向的系統……」黑貓掙扎著為自

己辯解。 

閔雪瀅露出雪白的牙齒，像娃娃一樣可愛的臉上滿是不相襯的殺氣，「在我拉肚

子的時候安排兩個人見面？這樣的浪漫我不懂！」什麼指引幸福方向的系統，根

本是坑主人的系統吧！ 

黑貓抓緊了她一個小小的空檔，終於成功掙脫，咳了幾聲後，不悅的反駁道：「我

是指引能夠妳找到幸福，可是也要妳配合才行！妳大半個月都沒有任何主動的行

動，我自然要安排一下！而且這也算是懲罰，妳故意離注定的幸福越遠，動機越

強，就會遭受到相對的厄運！就像我今天的安排本來是沒有問題的，可是因為妳

違背了幸福方向的指示，沒有積極的參加花會，所以才會……拉肚子，導致本來



應該在杏花樹下浪漫相會的場面變成……」以這樣的方向相見。 

牠不敢把話說完，因為牠看見主人的表情越來越不滿、越來越憤怒，牠往後退了

幾步，努力鼓起勇氣，最後再提醒一次，「請根據系統指引，愉悅的邁向幸福的

道路，從基本分開始加減，滿分之後系統主動離開，如果被扣到零分，那麼主人

會倒楣一輩子，像今天這樣的厄運，只是開端而已嘍！」 

閔雪瀅沒想到這個什麼月老的金手指，居然是這麼坑人的系統，沉默的站在原

地，覺得自己重生而來的人生……真是充滿了哀傷的味道。 

是要主動去擁抱上輩子的仇人？還是要倒楣一輩子呢？ 

月老大人啊，為什麼她沒有第三個選項可以選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