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楔子  

急駛的車子在醫院的門口停了下來，輪胎因緊急煞車而和地面摩擦，發出刺耳

的「吱吱」聲。車門大開，一個面容嚴肅、一身勁裝的女人自駕駛座跨下車，

早就在一旁等候的警員連忙迎了上來。  

「祁警官，這邊請。」警員畢恭畢敬的說，領著她走進醫院。  

祁虹，「特別行動組」的組長，雖然年齡並不大，但因任職期間屢破大案，而獲

得破格升職，對她的強勢作風，大夥兒都是信服不已。  

「事情是怎麼發生的？」祁虹一面問，一面腳步不停歇地隨著警員走進醫院的

太平間。  

「死者是三十五歲的女性，名字是梁青蓉，她身中六刀，前胸口兩刀，後背四

刀，致命傷是後頸上的一刀，深及見骨。在送到醫院後，因大量失血，不治身

亡。」警員推開太平間的門，一面說：「因為在她的皮包內找到和妳的合照，所

以想請妳來認一下。」  

「凶手呢？」祁虹問，走近病床，盯著覆蓋在白布下的人形。  

「被逮捕了，犯人是由精神病院逃出來的病人，已經被收押。」警員掀開白

布。  

祁虹看著床上已經沒有生命的人，深吸口氣，她真的不願意相信，眼前這個屍

體是一向溫柔體貼、善解人意的青蓉姊。  

梁青蓉是祁虹的同鄉，而且是只隔幾間房子的鄰居，從小她就是祁虹傾慕的對

象。祁虹個性大而化之，如同男孩般爽朗，而大祁虹將近十歲的梁青蓉則是溫

柔賢慧，有著祁虹一向欠缺的女性特質。  

祁虹雖然不敢想像自己能像梁青蓉那樣有女人味，但有時難免會羨慕她的纖細

嬌柔。  

梁青蓉二十五歲時，和她相依為命的父親因病去世後，她便隻身搬到臺北來工

作，此後，祁虹便很少有她的消息。直到祁虹當上了警察，兩年前和梁青蓉在

街頭偶遇，兩人才開始有了聯繫。  

梁青蓉未婚，但身旁帶了個小女兒梁曉羽，祁虹雖然好奇，不過基於不便探討

別人的私隱，她沒問過梁青蓉，因為她看得出來，對梁曉羽的父親，梁青蓉大

有不便提起的忌諱。  

上個月她才和青蓉姊通過電話，沒想到再見面時卻已天人永隔。嘆口氣，祁虹

點點頭說：「沒錯，是梁青蓉，她……遇襲時只有一個人嗎？」  

「不，還有個小女孩。」  

祁虹快速的轉身，急切的問：「小女孩？人呢？受傷了嗎？」  

「沒有，她被死者壓在身下保護著，毫髮無傷，不過好像被嚇壞了，問她什麼

都不回答，現在醫生在替她做檢查。」警員把屍體再蓋上白布，領著祁虹走出

去。  

醫療室裡，一個小女孩蜷縮在病床上。  

「醫生，她現在怎麼樣了？」祁虹亮了亮證件表明身分。  



醫生仔細的看著檢查報告，搖搖頭，「沒有異常，我想她會不說話，該是因為目

睹了殘忍的殺戮，被嚇著了，而且誰碰她她就尖叫，我已經 Call心理科的醫生

來會診了。」  

「醫生，謝謝你。」祁虹謝過醫生，走近床邊，她瞧著那始終低著頭的小女

孩，「曉羽。」她輕喚著，然後在床沿邊坐下來輕摸了摸小女孩的頭。  

梁曉羽抬頭看了祁虹一眼，又迅速的低下頭，蒼白的小臉上有著驚惶失措的神

情，大眼睛中滿盈著恐懼。  

好漂亮的女娃兒，祁虹驚嘆著，雖然如此弱不禁風的模樣，但那秀氣的小臉正

如她母親的翻版，將來長大也該是美人胚子一個，只希望她別像她母親一般苦

命。  

「曉羽，我是虹姊啊，妳不認得我了？」祁虹放柔語調，她知道曉羽一直有輕

微的自閉症。  

梁曉羽明顯的縮了一下，躲開她的手，小小的手掌握緊頸上項鍊的墜子。  

祁虹怔了一下，她認出那是梁青蓉向來不離身的鍊子，上頭還沾了少許的血

跡。  

「我們已經調查過了，梁青蓉並沒有別的親人，所以我找了社工人員來，會暫

時將她安置在家扶中心。」警員向祁虹報告著。  

「不用了，我就是這孩子的親人，我會收養她。」祁虹說道，抱起梁曉羽，而

出乎醫生、護士意料之外的，梁曉羽不哭也不叫的任她抱起來。  

「曉羽好乖，虹姊帶你回家。」祁虹輕聲說著。  

梁曉羽仍是不語，只是瞪大眼睛瞅著她，手裡仍握著鍊墜。  

第一章  

早晨的第一道晨曦射入房間時，梁曉羽就醒了，毫無賴床樣子的她，馬上翻身

下床，動作迅速的換下睡衣。  

進浴室梳洗完畢後，站在鏡前，她梳理著齊肩的短髮，在腦後簡單的綁了個馬

尾。清澈明亮的水眸已經全然沒有睡意殘留，她對鏡中的自己笑了笑，翩然轉

身出了房間。  

照慣例，她下樓到了後院，將關在籠子裡的狗兒放出來，狗兒們對她猛搖尾

巴，圍繞在她身旁，她輕笑著摸摸每一隻狗兒的頭，說：「喏！去跑跑吧！」  

狗兒們搖著尾巴，全跑到草地上嬉戲玩耍去了。這五隻狗原先全都是街上的流

浪狗，是梁曉羽把牠們由街上撿回來的，她還幫牠們治病、照顧牠們，因此狗

兒們和她格外親近。  

梁曉羽看著牠們玩耍，好半晌後，她抬腕看看錶，先伸個懶腰深呼吸一下，便

轉身走向廚房。  

音姊、芊鈴出任務去了，小榛才新婚沒多久，現在「虹苑」中就只剩下虹姊和

嚴叔了，她一面思索著早餐該煮些什麼，一面開始洗米。  

她年紀小，虹姊不太讓她出任務，除了偶爾的接應之外，她頂多是和音姊去做

些跟監的行動。因此，屋內的清掃工作、大夥兒的飲食，她就自動攬下來了，



多年下來，她也駕輕就熟，大家喜歡吃什麼，她都一清二楚。  

做好了清粥小菜，她小心的擺上餐桌，回到後院，她吹了聲口哨，狗兒馬上乖

乖的一隻隻回到籠子中，她替牠們換好乾淨的水，回到餐廳時，祁虹與嚴力也

起床了。  

「虹姊，嚴叔，吃早餐了。」梁曉羽添好粥，乖巧的等兩個長輩坐定，她才坐

下來。  

「曉羽，等會兒吃飽了，妳到我的書房來一下。」祁虹吩咐著。  

「好。」她點點頭。  

她的生活一向就是如此井然有序、一成不變，這種生活對她來說，已經習慣

了。但是她不知道，一切的一切，將從她進入祁虹的書房後，開始有所不同

了……  

 

 

 

「夜星集團」，位於市中心三十二層樓高的夜星大樓，一身西裝筆挺，臉上帶著

熱情而充滿魅力的笑容，副總裁尉星栩邊向對他打招呼的職員點頭回禮，邊走

向霍永晰的辦公室。  

「尉副總裁早。」雖然是一大清早，但霍永晰的祕書何薇薇已經開始忙著今天

的工作了，她笑著對他打招呼。  

何薇薇已婚，還有孩子，是典型的職業婦女，她做事認真負責，是霍永晰的得

力助手。  

「永晰呢？」尉星栩探頭探腦的，想看看霍永晰來了沒。  

「霍先生到駱總裁的辦公室去了。」何薇薇笑著說，在心裡想，又來了，尉副

總裁肯定又有事兒要她幫忙。  

「哦！」他挑了挑眉，露出一抹賊兮兮的笑，拉了把椅子在她的桌子前坐下

來，「薇薇，妳今天好漂亮哦！」  

「是嗎？」她臉色變也沒變，淡然的說：「我每天都是一樣的。」  

「不是，妳今天特別容光煥發、美麗動人耶！」他讚美的道，「認真的女人最美

麗，薇薇，妳真的是又認真、又美麗的好女人！」  

「謝謝誇獎。」她打開電腦，看了他一眼，笑著聲明，「不過今天不行，霍先生

有一個新的 Case交代我今天要完成。」  

「薇薇，妳別那麼殘忍嘛！今天沒有妳真的不行，妳就當做好事，救救我

嘛！」尉星栩見「諂媚政策」失效，馬上改為「哀兵政策」，他可憐兮兮的說：

「今天這個會議太重要了，沒有妳我就死定了。」  

「不會那麼嚴重吧。」何薇薇早就習慣他的誇飾了。  

「就是那麼嚴重，嚴重到我可能會被『辭頭路』！薇薇，妳不會見死不救

吧？」他極盡可憐之能事，試圖遊說她去幫忙。  

「『辭頭路』？那麼嚴重嗎？」清朗的嗓音帶著笑意，霍永晰從外面走進來，對



尉星栩揚揚眉，戲謔的道：「喲！昨天咱們的最佳男主角，今天怎麼那麼早就出

現了。」  

「閉嘴。」尉星栩瞪了瞪眼，站起來隨著霍永晰進入他的辦公室，口中嘀嘀咕

咕的唸著，「你這小子，才新婚不去度蜜月，還來上班幹麼？」  

「我如果度蜜月去了，豈不錯過昨天的好戲？」霍永晰推推眼鏡，鏡片後睿智

的眸子仍是笑意滿盈。  

「少無聊了。」尉星栩沒好氣的說，「昨天是她自己發花癡，關我屁事啊！就是

有你那麼無聊的人，一說再說，不煩啊？」  

「Sorry。」霍永晰道著歉，仍是忍不住笑。  

尉星栩瞪著他，不禁回想起昨天的狀況，想著想著也無奈的笑了。  

昨天下午，尉星栩那平常就打扮得妖豔萬分，身材好得教人噴鼻血的女祕書，

不知道是哪裡發神經了，居然只穿著薄如蟬翼的小可愛，在辦公室的沙發上擺

出風情萬種的姿態，等待他開會回來。  

沒想到那麼剛好，除了尉星栩之外，還有駱夜辰、霍永晰，再加上兩個來自日

本的客戶，會後一起到他的辦公室談生意，這下子，大家都被那春色無邊的景

象嚇呆了。  

現場的幾個大男人表情不一，尉星栩滿臉尷尬，駱夜辰板著冷冷的臉，霍永晰

則快被笑憋死了，而兩個日本客戶則是曖昧的笑著，一副心照不宣的模樣。  

客戶走後，那哭哭啼啼的女祕書隨即被駱夜辰辭掉，而尉星栩則在岳芊痕同情

的目光下，在總裁辦公室內讓駱夜辰狠狠的削了一頓，然後丟給他一個極其難

搞的 Case，要他搞定。  

「真是離譜，我和她根本沒什麼嘛！」尉星栩忿忿不平的說。  

他承認他以前是挺花的，且不可否認的是，他喜歡那種能玩得起的女人，也從

不排斥一夜情之類的事，只要是你情我願，他認為這種事是很平常的。  

但自從迷戀上芊鈴之後，他就改變了，對別的女人他怎麼也提不起興趣，她的

倩影佔滿他的思緒，變成他若碰到別的女人便會有罪惡感，他會覺得自己對不

起芊鈴。  

「我知道。」霍永晰早就去查清楚了，「還不又是你那些親愛的家人搞的鬼，不

巧的是……哈哈！」他說著又忍不住笑了。  

「我就知道，唉！」尉星栩大聲的嘆氣，從今年度開始，應徵到他身邊的每一

個女祕書都被他的父親收買了，個個千方百計想拐他失身，好達到逼他結婚的

目的。  

所有的事就從去年底的家族餐會，尉星栩的哥哥尉日愷突然帶了個「男朋友」

回家，並宣布自己是同性戀那時候開始的。  

這件事把尉家兩老給嚇壞了，他們萬萬沒有想到身為「尉氏珠寶公司」的總

裁，一向風流的尉日愷居然喜歡男人，這事震撼的讓他們不得不把疑問的眼神

轉到同樣處處留情的尉星栩身上。  

誰知道那些風流韻事會不會同樣是個煙霧彈，眼見大兒子已經無法挽回，他們



只好盯緊二兒子，對他進行長久的疲勞轟炸，逼他定下心來。  

雖然尉日愷和尉星栩不是尉衡巖的親生兒子，而是收養的，但尉星栩對他的養

育之恩是銘記在心，也把他當成自己的親生父親一般看待，對他的話雖不至於

言聽計從，但總是以不違逆為原則。  

因此雖然知道父親一而再、再而三地玩著小把戲，他也只能苦笑以對。  

尉星栩明白，要讓父親放心，只有以行動來證明—— 交個女朋友帶回家去，父

親才能真的放心。  

可是想歸想，他心底的佳人卻是久攻不下，讓他只能暗自焦急。  

「如果我能追上芊鈴那丫頭，所有的事都解決了，可是她真是鐵石心腸，任我

再如何討好她，她總是無動於衷。」他語氣間煞是委屈。  

霍永晰隱在眼鏡鏡片後的眸子精光一閃，他微微一笑，沒答腔。  

「其實啊！如果要讓昨天那種事不再發生，只有一個法子。」尉星栩突然眼睛

一亮，笑嘻嘻的說：「永晰，我們是不是好兄弟？」  

霍永晰皺了下眉，斬釘截鐵的答道：「免談！」  

「什麼嘛！一點兄弟之情都不顧，哼！你別忘了，是誰幫你出主意讓你順利騙

來那個難搞定的『小神偷』。」尉星栩十足邀功的模樣。  

「什麼都行，只有薇薇，她是我不可或缺的左右手。」霍永晰說得極其堅定。  

「好嘛好嘛！那借我一天總可以吧！」尉星栩退而求其次的要求著。  

霍永晰沉吟半晌，無奈的皺著眉，勉強的點頭，「只一天，別讓她太晚下班，她

還得接孩子呢。」  

看著尉星栩離開，霍永晰不由得搖搖頭，依他看來，星栩和芊鈴幾乎是沒希望

的，但讓他擔心的是，星栩這處處留情的多情浪子，這次似乎是放下真心了。  

 

 

 

輕敲下書房的門，等裡頭傳來回應，梁曉羽才推開門走進去，並不忘輕關上

門，她在祁虹書桌前的椅子坐下，開口問：「虹姊，找我來有事嗎？」  

「嗯。」祁虹注視著梁曉羽，這女孩兒一向貼心溫柔、玲瓏剔透，讓人不得不

疼她，她每次看著總是滿懷疼惜的心。她對梁曉羽笑了笑，問道：「曉羽，明天

是青蓉姊的忌日，妳記得嗎？」  

「我記得。」她怎麼會忘了呢？  

「妳在我身邊也已經十年了吧。」時間過得真快，祁虹在心中感嘆著，想當初

曉羽還是個才六、七歲的小女娃兒，現在已經出落得如此美麗動人，和她的母

親一樣漂亮。  

「嗯。」梁曉羽點點頭。  

「曉羽，妳記得妳父親嗎？」  

祁虹的話讓梁曉羽一愣，眼眸染上疑色，手指不由自主地撫上頸項上從不離身

的項鍊。  



「我不記得。」她輕搖搖頭，從她有記憶開始，就和母親相依為命，從沒見過

父親，唯一僅有的線索，就是這條鍊墜內一張小小的相片。  

那是母親和父親的合照，但因照片實在過小，而且不是很清晰，所以照片中的

父親對她來說，根本就是一個陌生人，她相信，就算他站在她面前，她也是認

不出來的。  

「如果妳的父親來找妳，妳會不會跟他回去？」祁虹問道。  

梁曉羽蹙眉不語。  

祁虹嘆口氣，「他委託私家偵探在找妳。」  

梁曉羽一震，說：「為什麼？」  

「那個偵探輾轉查到關於當年所發生的刑案，知道青蓉姊的後事是我辦的，也

知道妳被我所收養，而那偵探和我小有交情，所以先來通知我。」祁虹把一張

照片放在她面前，「這就是妳的父親，『尉氏珠寶公司』的前任總裁，尉衡

巖。」  

「尉衡巖……」梁曉羽喃喃地重複著，瞪著照片上的人，雖然已經不如鍊墜裡

年輕，但看得出來是同一個人。  

「對，這就是妳的父親，尉衡巖。」祁虹拍拍她放在桌上的手背，問：「曉羽，

妳要見他嗎？」  

「虹姊，妳認為我該見他嗎？」梁曉羽反問，唇邊染上一抹苦笑，幽幽的說：

「媽媽既然在我還沒出生時就離開他，表示不想和他有所關係，那麼現在，我

還有必要和他有所接觸嗎？」  

「要離開一個曾經和自己如此親密的人，其中的確該有它的道理存在，」祁虹

點頭同意了她的話，接著說：「我們不明白中間的緣由，我也無法揣測當初青蓉

姊心裡的想法，但是曉羽，我可以肯定的是，青蓉姊會同意妳去見他的。」  

「為什麼？」梁曉羽不解地問。  

「天底下沒有什麼關係比骨肉親情更密切，再怎麼樣，他是妳的父親，這點是

無法抹滅的。」祁虹笑了笑，語重心長的說：「依青蓉姊的個性，她會同意妳去

認識、了解自己的父親，她不會希望妳就這樣一輩子和親生父親陌路而行，而

且虹姊相信，既然是青蓉姊選擇的人，她的眼光不會差到哪裡去的。」  

「可是……」她搖搖頭，「媽媽最後還是選擇離開了他，我不認為我去認他，媽

媽會高興。」  

「不，當初青蓉姊雖然隻身辛苦地撫養妳，但我可以感覺得出來，她對妳父親

全無怨懟之心，也許有什麼誤會，或是有什麼無奈，才會讓她帶妳離開他。」

祁虹握住她的手，繼續說：「一切只有等妳去和尉衡巖見了面，才有答案。反正

只是見一面，也不是要妳一定得認他，一定得跟他回去做他的女兒，對不

對？」  

「如果，」梁曉羽抬眼直視著祁虹，眼眸中出現不確定，她低聲的說：「我不認

他，還能回虹姊身邊嗎？」  

「當然了。」祁虹給她一個堅定的笑容，「我以前就說過，我就是妳的親人，不



管妳有沒有父親，認不認他，虹姊永遠都是妳的虹姊，虹苑永遠是妳的家。」  

「虹姊，謝謝你。」梁曉羽感動極了，長吸口氣，她下定決心的說：「我去見

他。」  

 

 

 

於是，經由祁虹的安排，在距離梁青蓉墓地不遠的一家小咖啡廳，梁曉羽和尉

衡巖見了面。  

當梁曉羽站在咖啡廳的門口，一眼就認出裡面坐在輪椅上的老人就是尉衡巖，

她的父親。  

她深呼吸穩定情緒後才緩步走過去，原本坐在尉衡巖身旁的尉日愷站起來，替

她拉開椅子。她在尉衡巖的對面坐下，用一雙清澈的眼眸，毫不畏懼的直視著

他。  

「妳是曉羽？」尉衡巖上下打量著她，微發抖的嗓音顯示出他激動的情緒。  

眼前的梁曉羽，一身純白色的洋裝，未施脂粉的小臉看來美麗而清純，她那臉

型、五官，活脫脫是她母親梁青蓉的翻版，而尉衡巖面對自己找尋多年的女

兒，一時之間，除了問那句話，其他的，他一句都說不出口。  

「我是曉羽。」她回答了他的問話，語氣鎮定，比較起來，她的心情似乎沒有

尉衡巖那麼激動。  

「好像……實在太像了……」尉衡巖似乎沉溺在自己的回憶中，喃喃的說：「妳

和妳母親簡直是一模一樣……」  

梁曉羽不置可否的抿抿唇，她自然知道自己和媽媽長得有多像，這時候，剛好

服務生送上熱咖啡，她便一逕盯著杯中霧氣冉冉上升，沒有開口。  

「對不起，我這樣子問大概有點失禮。」尉日愷直盯著她，謹慎的問：「但是為

了慎重起見，妳身上有沒有任何可茲證明妳確實是梁青蓉女兒的東西？例如出

生證明，或是什麼……」  

他話沒說完，尉衡巖就搶著阻止他，說道：「不用證明了，她和青蓉實在太像

了。」  

「總有人長得相似，爸，別忘了前兩次的教訓，我們還是弄清楚比較好吧。」

尉日愷態度堅持。  

一絲不悅自梁曉羽眼中掠過，她知道他是誰，現任「尉氏珠寶公司」的總裁，

尉星栩的哥哥尉日愷，據說是很精明能幹的人。瞧他那咄咄逼人的態度，彷彿

她是存了多不良的心，要來認這個父親。  

見她抬手解下頸上的項鍊，尉衡巖眼睛一亮，嚷著，「是了，那項鍊是我送給青

蓉的！」  

梁曉羽打開鍊墜，將其中的照片讓尉日愷看仔細，然後冷笑一下，站起身毫不

猶豫的就要離開，說實在的，她已經後悔答應虹姊來這兒了。  

「等一下，」尉衡巖急切的喚著她，「曉羽，妳別走啊！」  



梁曉羽的腳步停都不停，直到尉日愷攔在她面前，她才停下來瞪著他，冷冷的

說：「請讓讓。」  

「我道歉。」尉日愷審視著她，隨即笑開說道：「聽說青蓉阿姨是很溫柔的人，

怎麼妳的個性遺傳到爸了，那麼衝，看來沒錯，妳是爸的女兒，」  

梁曉羽戒備的看著他，和方才那嚴峻審問的態度完全不同，現在他俊朗的臉上

是和善的笑容。  

他自然的想伸手摟她的肩，她一閃，讓他的手撲了個空，他不以為忤地笑著，

比比焦急的看著他們的尉衡巖，「過去坐下再談吧。」  

她不動，仍是瞪視著他。  

「不能怪我太小心，因為之前為了找妳，爸已經錯認兩次女兒了，他現在會中

風坐輪椅，也是因為這原因。」尉日愷嘆口氣說：「太有錢是很可怕的事，你永

遠不知道別人何時要設計你。別拗了，曉羽，爸已經找了妳十幾年，如果妳讓

我氣走了，他會罵死我的。」  

梁曉羽看看尉日愷誠懇的表情，再看看焦慮的想控制輪椅到他們身邊的尉衡

巖，她轉身走回去，一言不發的坐下來。  

「曉羽，妳不知道我找妳們找得多苦，千萬別像妳媽媽那樣，一點解釋的機會

都不給我，就走得無影無蹤。」尉衡巖伸手握住她的手，握得緊緊的不放開。  

「妳知道嗎？當初為了找妳媽媽，我都快瘋了，她一個女人挺著個大肚子，能

到哪裡去呢？」他聲音中是滿滿的自責。  

「既然如此，為什麼要讓媽媽離開你？」梁曉羽抽回自己的手，擺在膝上，雖

然知道他是自己的父親，她仍是不習慣旁人的碰觸。  

「青蓉什麼都沒對妳說嗎？」  

她搖頭，淡淡的說：「媽媽只說我沒有爸爸。」  

「是嗎？」尉衡巖嘆口氣，「她和我認識時，就是那種什麼委屈都往肚裡吞的個

性。那時，她在我的珠寶公司當門市小姐，她性子好，對任何事都逆來順受，

所以總是被同樣在門市工作的人欺壓。」  

梁曉羽記憶中的母親就是這樣，工作上有什麼不順心，便在夜深人靜時，一個

人默默垂淚，母親以為她睡了，其實那時還幼小的她總是把一切看在眼裡。  

也許是感受到母親的傷心，她從小就學著母親，當母親將她放在育幼院期間，

她有什麼委屈也往肚裡吞，而不去增加母親的煩惱。  

「我看在眼裡，實在心疼她，就把她調到我身邊當祕書，雖然我已經有妻子

了，但我對她是真心的。」尉衡巖掉進回憶的漩渦中，繼續回想著。  

「青蓉也知道我有家室了，甚至於她和我的妻子芳瑜成為無話不談的好姊妹。

芳瑜是個好女人，但是她唯一的缺陷就是不孕，她不能為我生下一兒半女，這

一直是我們的遺憾，所以當青蓉出現在我身邊時，我們相信她是上天送來為我

尉家留一脈香火的人。」  

「這樣子……太不公平了。」梁曉羽無法苟同他們的想法。  

「除了無法給青蓉一個名正言順的身分之外，其他的，我對待她就如同妻子一



般。」尉衡巖接著說：「青蓉也知道我們的難處，她柔順、美好、不奢求任何名

分，當我們知道她懷孕後，芳瑜曾說要和我離婚，給青蓉一個尉太太的身分，

但青蓉怎麼都不肯，她說她願意當芳瑜的好姊妹，不貪圖任何名分。」  

「如果真是這樣，媽媽為什麼離開你？」她滿懷疑問。  

「是我不好，在我大哥大嫂因車禍身亡，只留下一個女兒後，我的母親就把替

尉家留香火的希望全放在我身上，她是個非常傳統的女性，也是個嚴苛的婆

婆，因此，我一直不敢讓她知道芳瑜不孕的事實。  

「她老人家終年長居新加坡，但我和青蓉的事，不知怎地傳到她的耳中，她斷

定是我出軌，而青蓉是第三者，便趁我到國外處理一個朋友的後事時回到臺

灣，就這樣子把青蓉趕走了。」  

他想起當時的事，仍是心痛萬分。「她自作主張替青蓉安排墮胎的手術，但青蓉

趁醫生不注意時逃出了醫院，不知去向。我回來後知道了此事，才把事情的始

末告訴我母親，她也很後悔，但是我們從此再也找不到青蓉了。」  

梁曉羽專注的看著他，試圖看出他話中有幾分真偽，在那張飽經風霜的蒼老臉

上，她看到了誠懇及深深的悔意。  

「我知道青蓉一定很恨我，恨我無法保護她、無法保護她腹中的孩子。」尉衡

巖喃喃的說，對這件事，他已經自責了十幾年了，他哀求的說：「曉羽，妳一定

要給我一個補償的機會，是爸爸錯了，讓妳跟著妳媽媽吃苦，妳一定要回到我

身邊，讓我好好的照顧妳、疼愛妳，好不好？」  

她沉默半晌，突然說：「媽媽她……並不恨你。」  

「妳怎麼知道？青蓉有跟妳說過任何關於我的事嗎？」尉衡巖急切的問道。  

「沒有，但是你知道媽媽是怎麼死的嗎？」  

尉衡巖愣了一下，輕輕點點頭，他所雇的私家偵探早已把青蓉的死因告訴他

了。  

「那一天風很涼，媽媽到育幼院接我回去和她住幾天。」梁曉羽的眼神移向遠

方，幽幽的說：「我們已經快到家了，只差一條巷子，那人突然衝出來，拿著刀

就往我們身上刺。」  

她吸了一口氣，再緩緩吐出，「媽媽趴在我身上保護我，四周好吵好吵，媽媽滿

臉的血。然後她用最後的力量解下項鍊，交到我手上，我不知道她想跟我說什

麼，她只是一直吐血，說不出話來。」  

「曉羽……」尉衡巖喊著，卻不曉得如何安慰她，他聽得出來，她的嗓音在微

微發抖。  

那時她只是個幾歲的小孩，那種場面肯定嚇壞她了。  

「好多人圍在我們四周，救護車來了，把我們送上車，媽媽無法開口，只是看

著項鍊掉淚，還沒到醫院時媽媽就走了。我知道，媽媽是要我知道爸爸的樣

子，才會拚著最後一口氣把項鍊交給我。」她將視線移回尉衡巖的臉上，清澈

的眼眸中毫無埋怨，「媽媽如果恨你，她不會把鍊子交給我的，她會希望我和你

永遠沒有交集。」  



「是這樣子嗎？」尉衡巖的臉上已經流滿了淚水，他將臉埋進手掌中，痛楚的

低喊著，「青蓉，是我對不起妳……」  

激動的情緒讓他突然劇烈地喘了起來，手指揪著胸前的衣服，尉日愷見狀，忙

自口袋中掏出父親心臟病的藥，拿杯開水讓他服下。  

「爸爸，你別那麼激動。」  

梁曉羽的話讓尉衡巖猛然抬起頭來，眼中是滿滿的驚喜及不確定。  

他遲疑的問：「曉羽，妳剛才叫我什麼？」  

「爸爸。」梁曉羽重複著。  

一旁的尉日愷微皺起眉，審視著她。  

「太好了、太好了，妳肯認我了是不是？曉羽，妳肯認我這個父親了，是

嗎？」尉衡巖喜出望外的喊著，又激動了起來。他真不敢相信，曉羽原諒他

了，她叫他爸爸了。  

「聽完過去的一切，我想那大概是真的。」她幽幽地一嘆，「虹姊說得對，媽媽

是不曾怨恨你，或許那是媽媽心甘情願的，所以她對你沒有絲毫的怨恨，那麼

我也不該怪你。」  

「妳和妳母親一樣，是個心地善良的孩子。」尉衡巖心中感嘆萬千，他是多麼

幸運能碰到青蓉，讓青蓉為他生下如此善解人意的女兒，只是一切是這樣的陰

錯陽差，命運的捉弄讓他辜負了青蓉，但他一定會好好補償曉羽的。  

「不過，雖然我肯喊你一聲爸爸，但是我不會和你回去的。」梁曉羽的話一瞬

間又澆熄尉衡巖的希望。  

「為什麼？」他難掩失望之情。  

「我現在過得很好，也不認為現在認了你，融進你們的生活中，會讓我過得更

好，我想……還是安於現狀吧。」她說道。  

「不，不能這樣，曉羽，我千方百計的找妳，為的就是要補償妳，妳是我的女

兒，但十多年來，我全沒對妳盡到照顧的責任，讓妳吃那麼多的苦，妳不知道

我心中的愧疚有多深，曉羽，讓爸爸用餘生來補償妳，回到我身邊來，好不

好？」尉衡巖哀求的說。  

「我一直過得很好，虹姊對我很好，嚴叔對我很好，姊姊們也對我很好，所有

的人都很照顧我，我並不覺得自己吃苦了。」梁曉羽微笑了起來，緩緩搖搖

頭，「我不想離開他們，我已經把他們當成家人了，所以，我不會離開虹苑，不

會搬回你身邊的。」  

「他們再怎麼對妳好，畢竟和妳沒有血緣關係啊！」尉日愷開口勸道：「既然和

爸相認了，妳還是回來比較好。」  

尉衡巖十分贊成他的話，猛點著頭。  

「有沒有血緣關係，有什麼重要呢？」梁曉羽轉向尉日愷，「你和爸爸還不是毫

無血緣關係，難道爸爸會把你當外人嗎？難道你會排斥而對他不孝嗎？」  

見他因她的話一愣，隨即笑容苦澀了起來，「而且，除了那割不斷的血緣關係之

外，我的出生證明上是父不詳，現在是被虹姊正式收養，因為這樣，我並不認



為我該以血緣關係為理由回去。」  

「可是……」尉衡巖還想勸她，卻不知如何說服她，畢竟她說得合情合理。  

「爸，你先到車上休息一下，讓我和曉羽談談，好嗎？」尉日愷研究般的眼神

仍盯著梁曉羽。  

「也好，你幫我勸勸她。」他知道這大兒子的口才和遊說能力和二兒子星栩不

分軒輊，一樣的好。  

他任司機將他推出門口，突然又回頭說：「日愷，你不要忘了要給曉羽的東

西。」  

「我知道。」尉日愷目送尉衡巖離開。  

 

第二章  

將視線移回梁曉羽的臉上，尉日愷嘆了口氣道：「如果妳還介意我一開始時說的

話，那我道歉，誠摯的道歉。」  

她呆了一下，蹙眉回想著，然後笑著搖頭，「沒有，我沒有介意你說的話，事實

上，小心是對的。」  

「那我就想不出還有什麼理由讓妳不肯回到爸的身邊了。」他想著所有的可能

性，說：「如果妳顧忌的是媽，那妳大可放心，媽和爸一樣，一直希望能找回

妳，這次是因為奶奶不小心跌倒住院，媽到新加坡去照顧她，所以才沒和爸

來，但她知道找到妳了，還千叮嚀萬囑咐的要我們一定要帶妳回去。」  

「我誰都不顧忌。」梁曉羽坦白的說，「其實如果不是虹姊堅持要我來，我不會

來和爸爸相認的。虹姊說父女親情是割不斷的，這點我贊同，所以我來了，但

虹姊也說了，要不要隨他回家，我可以自己抉擇，而我的選擇是，我不會和他

回去。」  

「妳很堅決嗎？」見她毫不考慮的點頭，他眉峰微蹙，接著問：「妳說的虹姊就

是祁虹，『天虹組』的負責人，對不對？」  

「你調查過了？」她記得虹姊說已經交代那個偵探不能洩露她們的身分，而他

會知道天虹組，一定是自己調查過了。  

「是的。」尉日愷坦然的承認，他的小心是必須的，「尉氏珠寶公司」在珠寶業

中畢竟是數一數二的，成為一些人的覬覦對象在所難免，前幾次就是有心術不

正的偵探聯合貪婪的女子設下騙局，讓父親一再失望，所以這次他真的是分外

小心。  

「哦。」梁曉羽不怒反笑，端起熱氣散去，已經半冷的咖啡輕啜一口，苦澀的

滋味讓她眉心一皺。哇！忘了加糖，天知道她一向怕極了苦味兒，她慢條斯理

的取過桌上的糖罐，一面加糖一面說：「那很公平，因為我也事先調查過你們

了。」  

「哦？」尉日愷同樣應了一聲，看著她加了好幾勺的糖，他靠向椅背，興味盎

然的問：「那妳調查到什麼了？」  

「很多。」她再喝口咖啡，滿意它的甜度後才蓋上糖罐。看著他，她的眼中有



著淡淡的笑意，「你們兄弟的八卦著實不少。」  

「星栩的應該會比較多吧！」他揚揚眉，知道他這個弟弟一向出了名的風流。  

「的確，他的八卦……多得嚇人。」她同意他的話，提起尉星栩，一抹若有似

無的光芒在她眼底閃過。  

「不過我想，我的八卦比較勁爆，對不對？」尉日愷毫不掩飾的說：「大家把我

的感情觀給渲染得有些不堪吧？」  

「稍微。」他的直言不諱讓她有點訝異，看進他那雙並無心虛或難堪的眼睛，

她發現他對他自己是同性戀這件事很泰然處之，對別人的看法和觀感也毫不在

意，她不禁有些佩服他，身為大公司的總裁，一言一行都會是媒體和大眾注目

的對象，坦然做自己是需要勇氣的。  

「怎麼說起我了，我們不是在談妳嗎？」尉日愷笑了起來，把話題轉回來，「妳

放心，爸並不知道妳的收養人從事那麼危險的工作，我怕他擔心沒有告訴

他。」  

「沒什麼好擔心的，虹姊疼我，我還未滿十八歲，她不會讓我出危險的任務

的。」梁曉羽微偏頭看向窗外的尉衡巖，長嘆口氣說：「我在虹姊身邊十年了，

她一直很疼愛我，把我視如己出，我怎麼能就這樣和你們回去呢？對我來說，

虹苑是我的家，虹姊是我的親人，這一點是不會改變的。」  

「所以妳不回來，全是因為妳私人的因素？」  

「我從一出生就姓梁，已經快十八年了，難道要我現在改回姓尉嗎？」她音量

轉低，自言自語般的喃唸，「要我姓尉，成為他的妹妹嗎？」  

「什麼？」尉日愷沒聽清楚。  

「沒什麼。」她笑了笑，眉梢間不知怎地就染上了薄愁。  

「好吧，我想爸會尊重妳的意願。」他由口袋裡掏出一個小盒子，打開放在她

面前的桌上，「這是爸交代一定要給妳的東西，妳收下吧。」  

盒子裡頭是一個純金的尾戒，她拿起它，上頭的圖案是一隻麒麟，她輕撫過精

緻的圖騰，輕呼著，「好漂亮！」  

「戴上，這是尉家人的標誌，爸的尾戒上是龍，媽的是鳳，我的是獅子，星栩

的是……」  

「老虎。」梁曉羽仍盯著戒指，自動把他的話接下去。  

「對，是老虎，妳怎麼知道？」他疑惑地問，腦中突然閃過久遠之前的一幅景

象，他努力想捉住僅僅一閃而過的回憶，直勾勾的看著她，問：「我們以前……

見過嗎？」  

梁曉羽但笑不語，伸手掠開前額的劉海，上面有一道小小的疤痕。  

「是妳！那個女孩……」尉日愷失聲叫了起來，他想起來了，她就是那個沉默

的小女孩嘛！  

「對，是我。」她黯然的垂下眼，低低的說：「他一向自豪的就是眼力過人，怎

麼你都認出我了，就他仍是……唉！」  

她的嘆息引起他的好奇，眼力過人，說的是星栩吧？怎麼回事，他們兩個認識



嗎？  

他還來不及發問，只見她看了看錶，「時間不早了，我要走了。」  

「好，走吧。」他暫且壓下滿腹的疑問，結了帳，和她一同走出咖啡廳。  

走到尉衡巖面前，尉日愷把梁曉羽的決定告訴了他。  

「這樣嗎？曉羽，妳真的不和我回去？」尉衡巖的失望之情溢於言表。  

「嗯，對不起，不過爸爸，我會常去看你的。」她給他承諾，轉身離開。  

兩人目送她離去的背影，尉日愷的心思不停轉著，唇角揚起一抹笑，他對還在

嘆息的父親說：「爸，你別傷心了，其實這件事倒也不是沒有轉圜的餘地。」  

「哪還有什麼轉圜的餘地，這孩子的語氣那麼堅決，唉！」他又重重的嘆了口

氣。  

「要讓曉羽進我們尉家的門，並不是只有讓她認你做父親，或是叫她把姓改回

尉這幾條途徑啊。」尉日愷唇邊的笑意擴大，心想，星栩啊星栩，你可別怪大

哥，大哥是在救你一命啊！  

「啊！」尉衡巖突然頓悟出大兒子話中的含義，思索的瞇起眼睛，也許這是可

行的吧……  

 

 

 

將車子停在夜星大樓前，尉星栩對何薇薇說：「喏，資料麻煩妳帶進去。」  

「尉副總裁不回公司嗎？」何薇薇問。還不到下班時間啊！  

這一週以來，因為尉星栩還沒找到適合的女祕書，所以霍永晰只好勉強把何薇

薇出借，讓她跟著他出外談公事。  

不過忙歸忙，何薇薇倒是真的十分佩服尉星栩，他不僅頭腦清晰、反應敏捷，

有些極難處理的 Case也都被他用熱絡的笑容，以及三寸不爛之舌給搞定了，像

今天這個 Case，對方的人可能都沒弄清楚合約的內容就簽了字，尉副總裁真不

愧是公司內第一的交涉高手。  

「不回去了，我跟老大說過，我晚上有點事。」尉星栩口中的老大是「夜星」

的總裁駱夜辰。  

何薇薇下了車，尉星栩目送她進入公司的大門後才發動車子，他一面朝他的目

的地前進，一面打著手機。  

「喂，大哥，是我，我馬上到。」  

放下電話後不到五分鐘，他已經到達尉日愷居住的大樓門口，尉日愷正等在那

兒，準備搭他的便車。  

「怎麼，大哥，你幹麼不開車，還要我過來接你？」尉星栩熟練的掉轉車頭，

今天他們兩兄弟接到父親的電話，告知今天晚上要家庭聚會，所以他們正朝著

尉家的別墅而去。  

「有點事要跟你談談。」尉日愷點燃一支煙，向尉星栩比了比，他搖搖頭。  

「什麼事？」他專心的注視著前面的路況，一面問。  



「星栩，你該知道爸找到他女兒了吧？」尉日愷開門見山的說。  

「知道，爸跟我說過了，那女孩叫梁曉羽，我見過她，但沒想到她是爸的女

兒。」尉星栩眼前浮現梁曉羽那清秀的模樣。  

那天虹組中看起來最乖巧安靜的女孩，竟然和他們有那麼深的淵源，真是太巧

了。  

「你見過？你還記得？」尉日愷有些許的訝然。  

「當然了，我前陣子才見過她嘛，我又沒有老人癡呆症，哪會不記得。」尉星

栩挑挑眉說，「她們的組織是很強的，不過我沒告訴爸有關她身處的環境，我

想，爸應該還不知道。」  

「對，我也瞞著爸。」他贊同星栩的作法，如果讓爸知道了，爸一定會強迫曉

羽脫離那個環境。  

「媽和奶奶知道爸找到曉羽了嗎？」尉星栩問道。  

「都知道了，媽迫不及待想見曉羽，所以昨天已經從新加坡回來了，奶奶也來

了。」尉日愷輕笑了起來，意有所指的說：「聽說，菱耘也跟著奶奶回來了。」  

「是嗎？」尉星栩瞄了他一眼，有點悶的說：「給我一支煙吧。」  

「煩了嗎？」尉日愷有點幸災樂禍的笑著，為他點了支煙。  

尉菱耘自小和尉老太太住在新加坡，因為幼年時就雙親亡故，所以尉老太太非

常疼她，幾乎到寵壞了的地步。而她一直對尉星栩特別有好感，回來臺灣時總

是纏著他。  

至於尉家這兩個兄弟，尉老太太雖然也同樣喜愛，但畢竟不是尉衡巖親生的，

總是有點遺憾，所以尉老太太一直希望他們兩兄弟中有一個能和尉菱耘結婚，

這樣子也算是保有正統尉家的血脈。  

「這次菱耘和奶奶回來，你恐怕是凶多吉少了。」尉日愷一副事不關己，己不

操心的模樣。  

「沒什麼凶多吉少的，我都已經幾歲了，難道還要聽她們擺布嗎？」尉星栩嘟

囔著。  

「哼哼，那可由不得你。」尉日愷調侃的說，「咱們兩兄弟啊，如果在以前，就

是御筆欽點的『駙馬爺』，哪裡有說不的權利，我聰明，在大學發現自己不喜歡

女人的時候，就決定把我的未來獻給公司了，我可以為公司賣命一輩子，以報

答爸的養育之恩。」  

他頓了一下，接著說：「你呆嘛，堅持在外頭工作，未來不能獻給公司，只好把

你的未來獻給尉家的女人，以報答爸的養育之恩。」  

「我從來都不知道你是這種心態，也不提點我一下，一點手足之情都沒有。」

尉星栩瞪了瞪他，忿忿的吸了口煙。  

「你可要有心理準備，奶奶被菱耘纏得受不了了，這次一定會跟爸討論你和她

的事。」他是聽媽說的。  

「那等會兒我不下車了。」尉星栩開始擔心。  

「那更慘，你不在，奶奶和爸爸如果作了決定，你連反駁的機會都沒有。」尉



日愷壞壞的笑著說：「還是你想背上不孝忤逆的罪名？」  

他低罵了句髒話，心裡卻明白大哥所說的狀況對他是不利極了。  

「事情倒也不是沒有轉圜的空間，等一下就看你自己怎麼做了。」尉日愷提醒

他，「你也不是只有和菱耘結婚這一條路可走。」  

「怎麼說？」尉星栩不解。  

尉日愷笑了笑，沒有回答。  

 

 

 

梁曉羽已經先到了尉家的別墅。  

「來，我瞧瞧。」羅芳瑜拉著她的手，就如同尉衡巖剛看到她時一樣的興奮。

「真是太好了，真是太好了，我們找了妳好久，總算是找到妳了。」說著說

著，忍不住就哭了起來。  

對她的熱情及淚水，梁曉羽一下子有點手足無措，只能遲疑的看看尉衡巖，不

知道該如何稱呼她。  

「好了、好了，妳別猛掉淚啊！嚇到曉羽了。」尉衡巖坐在輪椅上，由看護推

著過來，他對梁曉羽說：「這是我妻子芳瑜，妳若不習慣，叫她阿姨好了。」  

「嗯。」梁曉羽點點頭，反握住她的手，輕聲說：「阿姨，妳別哭了，喏，現在

找到我了，該高興不是嗎？」  

「對、對。」羅芳瑜擦擦淚水，仔細端詳著她的臉，轉頭對尉衡巖說：「你瞧

瞧，這模樣多像青蓉啊！尤其是那雙眼睛，多溫柔、多善解人意，像極了她媽

媽。」  

「對呀！我第一眼看到她，就知道我找到了。」他才說著，尉老太太和尉菱耘

也走下樓來。  

「這就是當年那個孩子嗎？」尉老太太直接走到梁曉羽面前，挑剔的審視著

她。  

「是的，她叫曉羽。」尉衡巖為她們介紹著，「曉羽，這是奶奶。」  

「奶奶好。」梁曉羽乖巧的喊人，雖然當初是眼前的老太太趕母親離開的，不

過她已經知道那是誤會，都十多年前的事了，還有什麼好計較的呢，對自己的

命運，她向來是不怨天尤人的。  

「曉羽嗎？」尉老太太對她的乖順似乎很滿意，審視的神情放鬆了，她嘆口氣

道：「倒是長得清秀漂亮，回來就好。」  

「是啊，回來就好，以前的事就甭提了吧。」看見母親接受梁曉羽了，尉衡巖

鬆了口氣。  

「叔叔，這真的是你女兒嗎？可別像前幾次一樣弄錯了，害奶奶白高興一

場。」尉菱耘打量著梁曉羽，語鋒尖銳的開口道。  

聽到她的話，尉衡巖的臉色倏地變了。  

「當然是真的，我們都查清楚了。」羅芳瑜深知尉菱耘那刁蠻任性、口不擇言



的個性，怕她惹惱了尉衡巖，連忙說道。  

「恐怕只查到她是那個女人的女兒，父親是不是叔叔還有待考量呢！誰知道那

女人在外面有沒有搞七捻三的，還是查清楚的好！」尉菱耘完全辜負了羅芳瑜

想打圓場的苦心，還在說著風涼話。  

這話一出，尉衡巖的臉色更難看了。  

梁曉羽俏臉一沉，知道這種話對母親是極大的侮辱，她毫不思索的閃身過去，

迅雷不及掩耳的揚手打了尉菱耘一巴掌，然後轉身毫無留戀的向大門走去。  

「啊……妳竟敢打我？！」尉菱耘從來沒挨過耳光，愣了好幾秒，才想到要尖

叫。  

「曉羽、曉羽……快攔著她！」尉衡巖急忙喊著。  

一時間，尖叫聲、急喊聲充斥屋內。  

憤怒的梁曉羽腳步極快的到了門口，沒注意下，一頭撞進剛要入門的尉星栩懷

抱中。  

「小心。」他穩住她的身子，眼神一轉，把屋內的狀況盡收眼底，看見捂著

臉，在那頭嘶聲喊叫的尉菱耘時，他明白了，一抹笑意漾上雙眸，他微低頭，

俯在梁曉羽耳邊說：「你打她啊？」  

「對。」她的眼眸中還有冷意，掙開他的手，試圖再向外走去。她生氣了，只

想離開。  

「星栩，攔著她！」尉衡巖喊道。  

尉星栩伸長手臂，輕易的將梁曉羽再擁進臂彎中，她抬頭瞪他，冷冷的問：「幹

麼，你要幫她報仇嗎？」  

尉星栩搖頭，俊逸的臉上笑意滿盈，對她揚著眉，「她本來就很欠揍，打得

好。」  

「那就別攔著我。」她身子一低，想從他的臂膀中掙脫，可他突然收緊手臂，

將她桎梏在自己懷中。  

「怎麼回事？」尉日愷由外頭進來，愕然的問道。  

「大哥，這兒交給你了。」由於尉菱耘的哭叫怒吼聲太尖銳嘈雜了，尉星栩提

高音量對尉日愷說著，然後轉向尉衡巖，大喊，「爸，我帶曉羽去外頭庭院走

走，馬上回來。」  

「別讓她離開。」尉衡巖緊張兮兮地的回道。  

「我知道。」  

 

 

 

直到兩人到了庭院，尉星栩才鬆開摟著梁曉羽的手。  

庭院中有著一大片綠草如茵的草地，並點綴著幾株不知名的小花朵，在微風中

搖曳著，他們在庭院的一角站定。  

「怎麼回事？菱耘說了什麼不該說的話嗎？」尉星栩問道，他認為若沒有特殊



的理由，曉羽是不會出手的，依他對菱耘的了解，一定是她說了什麼不好聽的

話。  

「要怎麼質疑我的身分、怎麼看我，我都不在乎，但是如果對我的母親有什麼

不敬，我不會放過她的。」梁曉羽直視著他，小臉在黃昏餘暉的照射下，顯得

肅穆而莊嚴。  

「原來如此。」他了解了，無奈的搖頭說：「別太介意，她被奶奶寵壞了，向來

是霸道的不得了，在新加坡大家都讓著她，因此養成她尖酸苛薄的個性。」  

「就算是這樣，我也不用去遷就她吧！」她仍然十分不愉快。  

「沒人要妳遷就她，事實上，我還要為妳拍手喝采呢！我們顧忌於奶奶，不敢

出手教訓她，妳可幫了我們大忙了。」他對她頑皮的擠擠眼，成功的逗笑了

她。  

梁曉羽揚唇微笑著，好半晌，她訕訕的說：「你知道我是……」  

「知道。」尉星栩像兄長般揉揉她的頭髮，真摯的道：「歡迎回來，小妹。」  

她聽見他對她的稱呼，笑容不禁隱去，嘆口氣低聲說：「我又後悔回來了……」  

「千萬別這樣說，別理菱耘，她頂多住幾天就回新加坡去了，妳和爸能團聚，

該高興才對。」尉星栩勸著，以為她還在為剛才的事生氣。  

「我覺得她對我的敵意很深，彷彿我是個闖入者。」她掠了掠被風吹得貼在臉

頰上的髮絲，微側著頭凝視他，順著他的話問：「你呢？你會不會討厭我？」  

「怎麼會呢！」他對她笑了笑，「爸和你媽媽的事，我和大哥都知道，妳那麼乖

巧、那麼年輕可愛，大家都會喜歡妳，不會有誰討厭妳的。」  

「人家都說『夜星』的尉副總裁能言善道，看來是真的。」她摩擦著手臂，傍

晚半山腰的風有些冷，她雖然穿著長袖襯衫，仍是感到有些涼意。  

「會冷嗎？」他體貼的脫下西裝外套，披在她肩上。  

她拉攏外套的領口，微垂下眼，開口問：「我們見過，你還記得嗎？」  

「當然記得了。」尉星栩微皺下眉。怎麼回事，大家都認為他得了老年癡呆症

不成，「而且不只一次，但都是在超商那兒，對不對？哦！有一次我們還被偷

襲，記得嗎？」  

「嗯。」梁曉羽有些失望地抬頭瞧他一眼，「聽說你眼力過人，一向過目不

忘？」  

「還好啦！不過除非是非常非常不重要，雞毛蒜皮的小事，其他的我或多或少

會有一點印象。」他對自己的這項能力一直頗為自豪。  

「非常非常……不重要的事嗎？」她的聲音極低，纖細的手指撫上另一手小指

上的戒指，輕輕轉動著。  

此時，傭人出來請他們進屋去，他將手搭在她肩上，對她鼓勵般的拍了拍，兩

人一同回到屋內。  

裡面的情況顯然已經控制住了，除了剛進門的他們之外，其他人已經在餐桌前

坐定。  

尉菱耘擺了張臭臉，怨恨的瞪著梁曉羽，因為她剛被尉衡巖罵了一頓，連一向



極為疼愛她的尉老太太都唸了她幾句，讓她心裡嘔死了。  

「曉羽，過來這兒坐。」尉衡巖把身邊的位子為梁曉羽空下了，見她進來，忙

招呼著。  

梁曉羽過去坐下，尉星栩也在她身邊的空位坐下，大家都坐定後才開始晚餐。  

用餐中途，尉衡巖因為實在太高興，於是命傭人開了瓶酒，等傭人把大家的杯

子注滿酒，他舉起酒杯，「來，為了慶祝找到曉羽，為了今天一家的團聚，大家

乾一杯。」  

大家碰了杯，就見尉星栩拿過梁曉羽手中的酒杯，笑著說：「拜託，妳還未成

年，不許喝酒的。」  

「哎呀，對了對了，還是星栩想得周到，替小姐拿杯果汁來。」羅芳瑜這才想

到，忙叫傭人拿杯果汁給梁曉羽。  

梁曉羽悄悄靠向尉星栩，低聲道：「我能喝酒的，而且酒量還不錯。」  

「小丫頭不許喝酒。」他同樣低聲回道。  

梁曉羽對他嫣然一笑。  

他們的舉動看在尉菱耘眼中，真是又妒又恨，她扯了扯身旁尉老太太的衣角，

扁了扁嘴，尉老太太方才說了她幾句，心裡著實也心疼，看到她的動作，便了

解的拍拍她的手。  

「對了，星栩今年也二十六歲了吧。」尉老太太清清喉嚨，開了口。  

尉星栩皺起濃眉，求救般的瞄了眼坐在尉老太太另一旁的尉日愷，尉日愷和他

交換了個心照不宣的眼神。  

「奶奶，您最愛吃的紅燒獅子頭，來，您嚐嚐。」尉日愷殷勤的舀了一顆獅子

頭，放在尉老太太的碗中。  

「對啊對啊！今天的獅子頭好吃極了。」尉星栩接口，笑著說：「廚子大概知道

奶奶愛吃，特別用心做的，奶奶您一定要嚐嚐。」  

尉老太太嚐了口，又開口說：「菱耘今年也二十一歲了……」  

「媽，今天的湯真是好喝極了。」羅芳瑜快手快腳的為她盛了碗湯，陪著笑臉

說：「趁熱喝一點吧！」  

接下來，只要尉老太太一開口，就有人打斷她，為她添湯夾菜，讓她好半天還

沒說完她想說的話。  

梁曉羽的眼睛轉來轉去，看著尉老太太碗裡的菜愈堆愈高，尉菱耘的嘴愈嘟愈

高，其他人則是一臉焦慮，尤其是尉星栩，簡直是臉色發青了，她突然間明

瞭，笑意在清澈的眼眸中無限擴大，最後索性放下筷子，端起杯子輕啜著果

汁，以掩飾笑容。  

「少幸災樂禍了。」尉星栩發現她的笑容，忙亂中偷偷的警告著她。  

但卻只是讓她更開心了。  

終於，尉老太太也發現不對了，瞪著他們說：「別再給我夾菜了，好好聽我說

完，行嗎？」  

聖旨一下，眾人不約而同的停下動作，尉日愷給尉星栩一個「Sorry」的眼神，



羅芳瑜則看向尉衡巖。  

「媽，先聽我說一句話，可以嗎？」尉衡巖說話了，見尉老太太點頭，便接著

說：「十多年前，我們對不起青蓉，讓曉羽在外受苦了這麼久，這一點，我心裡

一直不安。」  

聽見他的話，尉老太太不由得也嘆了口氣。  

尉衡巖摸摸身旁梁曉羽的頭，滿懷憐愛的看著她，「曉羽，妳那麼乖，那麼好，

原諒了所有人，但妳就是不肯回來，不肯改回我的姓，這點倔強，算是對爸爸

的懲罰嗎？」  

發現梁曉羽不語，他又嘆口氣，「我一直在想，要怎麼補償妳才好呢？現在總算

被我想到了，既然妳不肯改姓尉，那就讓星栩娶妳吧！你們結婚，妳就算是進

了我尉家的門，好不好？」  

「什麼？！」包括尉老太太、尉菱耘，甚至是尉星栩，都一起叫了起來。  

梁曉羽的臉上毫無表情，看了看尉衡巖，再看一眼羅芳瑜，視線繞了眾人一

圈，回到一臉錯愕的尉星栩臉上，她專注的、深深的看著他，緩緩的點了頭。  

「好，我同意爸的安排。」口中清楚的回了話，她仍是凝視著尉星栩，那雙原

本就溫馴的眸子，無端的多了幾許柔情。  

「我……」尉星栩從震撼中回到現實，剛想反對，卻在目光接觸到那雙漾著溫

柔的水眸時，話語無緣由的梗住了。  

「爸，等一下，我要和星栩談談。星栩，你過來。」尉日愷跳了起來，拉著尉

星栩就往樓上書房跑。  

「奶奶，我不管，事情怎麼會這樣……」直到這時候，尉菱耘才明白事情沒有

照她想的在走。  

不管周遭的嘈雜聲，梁曉羽一徑注視著樓梯的方向，她悄悄的退了席，輕移腳

步，也上了二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