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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靜湖是在郊山的溪澗裡發現他的，他渾身是傷，氣若游絲，身子癱軟，整個人沉甸甸的。 

她不知道自己怎麼有力氣把他從溪裡撈上來，又怎麼有勇氣做出將他扛上篷車帶回望春城的決

定，她只知道看見他的那一瞬間便直覺不能丟下他，她對他彷彿有一種她自己也無法說明的責任。 

這種感覺相當不尋常也不曾有過，但她一點都不覺得奇怪，因為她本來就與常人不同。 

她總是有些奇怪的靈感或是直覺，能夠感受到別人無法感受的，她聞得到季節變換時的氣味，可

以聽見別人聽不到的聲音，她……總之，打從她第一眼看見他，她心中那口大鐘便敲響。 

雖然她知道爺爺肯定不認同她的做法，甚至會責怪她把來歷不明的人帶回家也許會招致麻煩，但

她還是決定依照直覺而為。 

看著車裡奄奄一息的男人，她柔聲道：「放心，我爺爺一定會替你醫治的。」 

一旁的豆子……喔，豆子是萬家養的一條大黑狗，也是萬靜湖的護衛犬，牠看望她的表情有點苦

惱。 

萬靜湖覷了牠一眼。「我知道我知道，所有的責任我扛。」 

豆子「汪汪汪」地吠了幾聲。 

她不以為意，輕輕的振了一下手臂。「寶寶，走吧！」 

寶寶不是馬，是萬家養的驢子，每當她去城郊替爺爺萬之濤送藥，總是駕著由寶寶拉的篷車，帶

上豆子。 

寶寶不動，像是對車上「多餘」的人有意見。 

她皺皺眉頭。「你們太沒有慈悲心了，我都看見他了，能把他丟在溪裡不管嗎？」 

豆子又吠，寶寶也跟著嘶鳴。 

「我不管。」萬靜湖語氣強硬地道：「我是不會把他丟在這兒的，快走。」 

寶寶踢了踢蹄子，終於不情不願的邁開步伐。 

第1 章 

當萬之濤看見車上的陌生年輕男人時，臉色馬上一沉，但醫者父母心，再加上孫女苦苦哀求，他

不得不出手救治。 

男人昏迷了整整十天，萬靜湖幾乎每天守在床邊照顧他，還不斷跟昏迷不醒的他說話。 

然而人心不像貓狗鳥獸那般單純，複雜得好似罩了一層黑紗，萬靜湖沒有多想，萬之濤卻不能不

多加防備。 

孫女說是在郊山的溪裡發現男人的，溪的另一側是座峭壁，她說他許是失足摔落。 

可是他身上的傷是利刃所為，刀刀致命，很明顯的有人要置他於死地，不管對方是誰，肯定與他

有著極大的仇恨或是糾葛，他既然有仇家，仇家就有可能會循著線索找到望春城來，到時，他的

事就會變成萬家的事。 

對萬之濤而言，寶貝孫女比他的性命還重要，他絕不會讓她攤上麻煩、惹上禍事，他已經想好了，

只要男人一醒，他就要請對方離開。 

第十一天的早上，男人醒了，他一睜開眼睛，就看到一個姑娘湊在他面前，正興奮的瞅著他。 



「欸！」萬靜湖的雙眼晶亮晶亮的，期待他開口說話。 

男人愣了一下，這才發現自己虛弱得動不了，喉嚨也乾澀得發不出聲音。 

「要喝水嗎？」她問。 

他很吃力的輕輕點了下頭。 

萬靜湖馬上拿了另外一個枕頭墊到他腦後，再去倒了杯水過來，小心翼翼的讓他啜飲了幾口。 

他潤了潤喉嚨，終於能發出微弱的聲音，「好痛……」 

「當然。」她笑視著他。「你受了很重的傷，要不是我爺爺替你醫治，恐怕你現在看著的就是閻

王爺了。」 

「我……」他的神情苦惱而困惑，似乎在思索著什麼。 

「你叫什麼名字？」萬靜湖興沖沖地問。 

他又愣住了。「我的……名字？」 

「嗯，每個人都有名字，就連豆子跟寶寶都有屬於牠們的名字。」她說。 

「我……」他微微皺起濃眉。「我的名字……我……」 

他想不起來自己的名字，想不起自己是誰，從哪裡來、要去哪裡……他的腦袋一片空白，只閃過

一個影像—有一匹黑色的馬，名叫黑雲。 

「黑雲……」 

「黑雲？」萬靜湖歪著頭，眨了眨眼。「這是你的名字？好奇怪。」 

「不是……」他的眉頭皺得更緊。「是一匹馬，是馬的名字，我……我不記得自己的……」 

她一驚。「你失憶了？」 

他的神情雖然顯得困擾，情緒卻十分平靜。「恐怕是。」 

萬靜湖同情的望著他。「你一定是撞到了腦袋才會把自己的事都忘光了。」說完，她又笑笑的安

慰道：「沒關係，我爺爺一定可以醫好你的。」 

「姑娘，妳是……」 

「我叫萬靜湖。」她毫無防備地道：「這兒是望春城，我家就只有我跟爺爺，我爺爺是大夫，名

叫萬之濤，啊，還有豆子跟寶寶。」 

「豆子？寶寶？」 

「豆子是條黑狗，寶寶是頭驢子。」她笑著又道：「牠們也是我的家人。」 

他沉默了一下，像是在思索什麼。 

「你沒有名字實在太可憐了……」萬靜湖說道：「不然我幫你取個名字，好嗎？」 

他點點頭。 

她認真的想了想，雙眼忽地一亮。「叫你望安，如何？」 

「望……安？」 

「嗯，望你平安的意思。」萬靜湖自顧開心的道：「在你恢復記憶之前，我就這麼叫你吧。」 

「姑娘作主便行。」 

望安身強體壯，雖然受了那麼重的傷，還是捱了過來。 

萬靜湖每天親自替他熬藥、餵藥，照顧他的生活起居，經過個把個月的調養，他的傷逐漸痊癒，

體力也慢慢恢復，可以自行下床走動。 

這天一早，望安出了房間，慢慢走到小院子裡，他看了看四周環境，對這一切感到相當陌生。 



望春城是什麼地方？萬靜湖說她是在郊山的溪裡發現他的，他為什麼會去那裡？又為什麼身受重

傷？他只有一個人嗎，還是有其他夥伴，甚至是……家人？ 

無奈他的記憶一片空白，唯一記得的就只有那匹名叫黑雲的馬。 

找到那匹馬，他就能知道自己是誰了嗎？天下何其大，他上哪兒去找黑雲？想著，他不禁覺得頭

疼，甚至開始頭暈。 

「望安。」 

聽到身後傳來的喊聲，望安緩緩轉身，有禮的拱手一揖。「老爺子。」 

萬之濤端詳著他的氣色。「你看來好多了。」 

「託老爺子及靜湖姑娘的福。」望安感謝的道：「在下能活著，全賴兩位恩人相救。」 

「救人本就是醫者的本分及天職。」萬之濤神情微微一凝。「你還是什麼都想不起來嗎？」 

望安搖搖頭。「每當在下拚了命的回想時，就會覺得頭疼暈眩。」 

萬之濤稍加沉吟後道：「記憶也不是一時半刻可以恢復的，有時得靠運氣。」 

望安唇角微微一抿，神情卻是淡定平靜。 

萬之濤凝睇著他。「慌嗎？」 

「不慌。」他回道。 

「你什麼都不記得，何以不慌？」萬之濤又問。 

「失憶已成事實，慌也無用，還不如安步當車。」 

萬之濤若有所思的看著他，他遇事不亂，行止優雅，言談得體，絕不僅僅出身良好，想來還受過

嚴格的教養，他敢斷言，對方絕非尋常富家子弟。 

那麼他是誰？為何有人想殺害他？他的身上有著什麼樣的故事，甚至是……祕密？他的仇家知道

他還活著嗎？他們是否仍在尋找他？如果他們尋到這兒來，那該如何是好？ 

「望安，有件事……我想同你商量。」萬之濤有些猶疑。 

望安馬上恭謹的道：「商量不敢，老爺子請說。」 

「待你傷好，老夫希望你盡快離開。」萬之濤說話時神情堅定，眼底卻有著歉意。 

望安平靜的看著他，等待他的下文。 

「你身上的傷並不尋常，若是老夫猜得沒錯，有人想置你於死地，也就是說……你有仇家。」萬

之濤續道：「老夫年事已高，死不足懼，但靜湖才十六，又是個閨女，老夫擔心……」 

「老爺子，」他打斷了萬之濤的話，臉上沒有一絲的不悅或是苦惱。「晚輩明白老爺子的意思。」 

萬之濤微微蹙眉一嘆，「你能體諒，老夫真是萬分感激。」 

「該感激的人是晚輩，若沒有老爺子的救治，我豈有茍活的機會？」他笑視著萬之濤。「老爺子

請放心，晚輩絕不會拖累恩人。」 

望安的傷口已經癒合了，但為免留下疤痕，萬之濤給了他膏藥讓他塗抹在傷疤上，其實這種小事

他覺得自己來就可以了，偏偏萬靜湖堅持要替他上藥。 

萬靜湖專注的在他的雙臂上塗抹著煥膚膏。「望安哥哥，我爺爺調的這種膏藥可是很多姑娘及婆

婆媽媽們最喜歡的，她們要是受了傷，都怕留下疤痕，便會來找我爺爺調配這個……」 

他靜靜聽著她說話，同時靜靜的看著她。 

他完全可以理解萬之濤的擔憂，她是個美麗又善良的姑娘，有著一張巴掌大的小臉、兩顆晶亮的

黑眸、挺秀的鼻子，唇角總是微微上揚，不笑的時候也像是在笑。 



他聽她說過豆子也是她撿到的，但他不是什麼小動物，他與她又素昧平生，她這般不計後果的救

了他、收留他，難道不怕他會替她惹來什麼麻煩嗎？ 

「望安哥哥，你還沒離開過這間宅子，對吧？」萬靜湖興沖沖地道：「等你的身子再好些，我帶

你四處走走，望春城是個很美的地方呢。」 

望安不語，只是微笑。 

「好了，你轉過身去。」她說。 

他微頓，反問道：「做什麼？」 

「你的背後都是傷痕呢。」她一臉認真地道：「只要每天按時塗抹煥膚膏，最多三個月，你的皮

膚便能恢復以往的平滑光潔。來，把衣服撩起來。」 

「不、不用了。」想到要在姑娘家面前光裸著上身，望安不自覺皺起眉頭。 

萬靜湖注視著他，眼底閃著黠光。「你害臊？」 

迎上她那明亮的黑眸，他還真的有些心慌，但很快的他就鎮定下來。「男女授受不親，更何況姑

娘是未嫁的閨女，在下認為不妥。」 

見他一臉嚴肅，她忍俊不住的笑了。「望安哥哥，我從小跟在爺爺身邊行醫，不知道看過多少人

的身子呢，再說了，你當初傷重昏迷的時候，爺爺還得替別人醫病，甚至出診，他分身乏術之時，

都是我在照料著你。」 

「妳是說……」他像是意識到什麼，表情又沉凝了幾分。 

「我是說，我早就看過你的胸、你的背。」萬靜湖好笑的道：「你放心，我不會胡思亂想的。」 

望安頗感無言，她如此天真純潔，恐怕還不懂得對男人的身體胡思亂想。 

「別磨蹭了，難道要等爺爺回來幫你塗嗎？」 

「豈敢勞煩老爺子。」他道：「我自己塗便行。」 

萬靜湖板起臉來。「你在說笑嗎？你眼睛長在後面嗎？就算你眼睛長在後面好了，你的手有那麼

長嗎？」 

「這……」他顯得有些為難。「其實背上留下疤痕也無妨。」 

她嘆了口氣，語重心長的道：「望安哥哥，你聽過醫者父母心這句話吧？」 

「當然，但是……」 

「對行醫的人來說，病人傷患就像是孩子，也就是說……我幫你擦藥，就像慈愛的娘親幫孩兒擦

藥一樣。」說著，萬靜湖目光一凝。「你說，你會怕你娘親看見你的身子而胡思亂想嗎？」 

被她這麼一說，望安反倒不知道該怎麼反駁了。 

「好了，別再囉哩囉唆的。」她一臉嚴肅，語帶命令地道：「轉過去。」 

他愣愣的望著她一會兒，而後不知怎地，他竟聽話的轉過身，解開上衣，褪至腰間。 

萬靜湖將微涼的藥膏溫柔又小心地塗抹在他背上的傷痕處。 

望安可以感覺到她的指尖輕拂在他的背上，猶如三月的春風，亦可以感受到她的膚觸細滑得猶如

上好的錦緞，他還感覺得到她指尖微微的熱度正暖著他的胸口。 

他並沒有胡思亂想，但思緒的確有點紛亂了。 

她是個好姑娘，他要保護這樣的好姑娘，就算萬之濤沒對他說那些話，他也應當有自覺，他必須

離開。 

他不知道自己是誰，不知道誰要殺他，他的仇家若還尋他，就有可能尋到這兒來，屆時萬之濤跟



萬靜湖都將身陷險境…… 

「好了。」萬靜湖說著，順手幫他將上衣往上一帶。 

望安穿好衣裳，這才轉回身看著她。「謝謝靜湖姑娘。」 

她笑視著他。「望安哥哥不必言謝，這是我的責任。」 

聞言，他狐疑地反問，「責任？」 

「是呀。」萬靜湖笑意盈盈。「就像我把豆子撿回來的那一刻起，就對牠有責任。」 

她的話讓他的表情顯得有些複雜。原來他真的跟豆子是一樣的。 

「是我把望安哥哥從郊山帶回來的，所以我對你有責任，況且打從看見你的第一眼，我就有種想

要對你好的感覺……」 

望安不解的問道：「為什麼？」 

「我也不知道，就是……一種感覺罷了。」萬靜湖不知道要怎麼形容，聳肩一笑。「總之，你別

多想，安心的在這兒待下吧。」 

萬靜湖待他越好，望安越覺得應該盡快離開，他不擔心自己，只害怕會連累萬家祖孫。 

這天早上，萬靜湖去市集，萬之濤出診也不在，他決定悄悄離開，從此消失在他們的生活中，還

給他們安全及平靜。 

走到了大門前，他忍不住駐足轉身看著這住了月餘的靜謐宅子，萬靜湖跟萬之濤對喪失記憶的他

而言，已是生活的全部，如今要離開，他感到十分不捨。 

「汪！」 

聽到豆子的叫聲，望安低下頭一看，才發覺牠不知何時來到他腳邊，他彎下腰，摸摸牠的頭。「豆

子，要好好照顧她，我走了。」說完，他打開門要離開，豆子卻先一步衝了出去，見狀，他心急

叫喊，「豆子！」可是牠已跑得老遠，一下子就不見影蹤。 

他心想，豆子對望春城熟門熟路，也許晚點就回來了，不必他操心，於是他帶上了門，離開了萬

家。 

這是他這段時間以來第一次走出萬家宅子，看見望春城。這是個稱不上繁華，但絕對熱鬧非凡的

地方，街市上商鋪林立，人潮熙攘，叫賣聲此起彼落。 

他向路人詢問出城的方向，便朝著東城門而去。 

城門雖有官差駐守，但戒備並不森嚴，凡是城民幾乎無須盤問便能自由出入。 

出了望春城，望安繼續邁開腳步朝向未知，突然，他感覺到一股力量緊緊抓住了他的手。 

他一震，回過頭一看，竟是萬靜湖，還有……豆子，迎上她那不能理解及不能諒解的眼神，他不

由得感到歉疚心虛。 

他還未來得及開口解釋，她便生氣又難過的指責道— 

「你是騙子！你想離開，對吧？」 

「靜湖姑娘，我……」 

「你的傷還沒完全痊癒，你的記憶也沒恢復，你能去哪裡？」 

「我不想連累妳跟老爺子。」望安眉心一擰。「我的仇家或許會尋到這兒來，到時……」 

「如果你真有仇家，而他們也尋來了，我們三個人總比你一個人好吧？」她氣呼呼的瞪著他。 

「不，我擔心的就是這個。」他沉重的嘆了口氣。「妳跟老爺子有恩於我，我不能連累你們。」 

聞言，萬靜湖將他的手拽得更緊，她的眼神堅毅，表情認真。「你要去哪裡？」 



望安頓了一下，老實回道：「我還不確定。」 

「你要去找誰？」她又問。 

「我……不知道。」 

「你知道你的仇家在哪裡嗎？」 

望安輕輕搖搖頭。 

「如果你什麼都不知道，我怎麼能放心的讓你離開？」萬靜湖眼眶突地一紅，兩行淚就那麼落了

下來。 

他不知所措的安撫道：「靜湖姑娘，妳、妳怎麼哭了？妳別哭……」 

「你……你一直說我跟爺爺對你有恩，可是你卻不告而別，這……這就是你報答恩人的方法嗎？」
她低著頭，抽抽噎噎地道。 

望安羞愧得真想找個地洞鑽進去，他本是為了他們著想才離開，可被她這麼一說，他卻成了負心

人了。 

萬靜湖是萬之濤的孫女，從小在望春城長大，很多來往居民都認識她，見她對著一個陌生男人哭，

大夥兒都議論紛紛。 

為了躲避眾人的目光，望安反手一把拉住萬靜湖的手，飛快往回朝城裡的暗巷走去。 

豆子安靜的跟了上來。 

他與豆子的視線快速相對，不知為何，他竟覺得豆子在竊笑。對了，豆子不是跑了，為什麼會跟

萬靜湖一起出現？萬靜湖又怎麼知道他要離開？ 

他還來不及細想，萬靜湖又抓著他的手，兩隻眼睛淚汪汪的瞅著他。 

「望安哥哥，你什麼都忘了，天下雖大，你卻只有我跟爺爺了，我們是你的家人，你不能隨便丟

下家人不管的。」 

望安突然覺得自己真是個大壞蛋了，而且看著她這樣哭著，他的心揪得好緊好緊。「靜湖姑娘，

妳別哭了……」 

他不記得自己以前有沒有為什麼人如此揪著心，但在他失憶之後，這還是第一次，她的眼淚讓他

感到不捨、心疼及憐惜。 

「拜託妳，別哭了……」他不知所措的安慰著。 

萬靜湖淚視著他。「如果你牽掛的人想不告而別，你難不難過？傷不傷心？」 

「這……」 

「會吧？」 

「應該會吧。」 

「一定會！」她說得篤定。「你要走也行，但至少等到你完全痊癒、恢復記憶，行嗎？」 

「靜湖姑娘，我……」 

「我會哭喔！」萬靜湖嘴一癟，積聚在眼眶的淚水好似又要落下來了。 

見狀，望安馬上揭白旗。「妳別哭了，我不會不告而別，行嗎？」 

「當真？」 

「不假。」他就差沒發誓。 

「你要發誓嗎？」她問。 

「妳要的話，我就……」說著，他舉起手來。「我望安若……」 



「行了。」萬靜湖打斷了他，抹去眼淚。「這樣就可以了。」 

見她破涕為笑，望安這才稍稍鬆了一口氣。 

「那我們回去吧。」她逕自轉身，步伐輕盈地往前邁進。 

而在轉身的那一瞬間，她的眼底閃過一抹黠光，唇角勾起一抹勝利的笑意，她一邊用食指揩去眼

角的淚花，一邊想著— 

「女人的眼淚是無敵的武器」—爺爺，您這句話真是給了我一個天大的靈感。 

知道望安企圖不告而別，卻又被孫女發現給拎了回來，萬之濤便有種預感，望安跟孫女恐怕會糾

纏得比他原本以為的還深。 

孫女或許沒有自覺，但他看得出來，她看著望安的眼神總是特別溫柔及專注，那或許還稱不上是

情愫，不過好感肯定是有的。 

想想她也十六歲，是到了會對某人生戀心、發情苗的年紀。 

眼下，望安恐怕是暫時走不掉了。 

於是，萬之濤想了一個辦法，那是不得不，也是當下唯一的辦法，就是改變望安的容貌。 

他取出從未用在外人身上的靈丹妙藥移形丹讓望安服下，然後在他頸後穴位上埋了一針，就這

樣，不到半炷香的時間，望安的臉形、五官有了明顯的變化，變成了另一個人。 

移形丹是他研製多年才成功的，為免有人得知此藥拿它為惡，他始終將此藥藏著，如今為了保護

孫女，只好讓這藥派上用場了。 

「這……」看著銅鏡中那張陌生的臉，望安瞠目結舌。 

「望安，」萬之濤神情凝肅地道：「這丹藥是祕藥，為免有人拿它為惡，你絕對不能將此丹藥的

祕密外洩，明白嗎？」 

「晚輩明白，老爺子儘管放心。」 

萬之濤點點頭，續道：「這針埋下，每七天便要卸掉，然後重新再埋，若沒卸針，你的樣貌恐怕

會慢慢變不回來，屆時你換了容貌，就算找到了親人，只怕他們也不識得你了，所以……我會教

你如何埋針卸針，只要你學會了，再按時服用移形丹，就能以陌生的容貌躲過仇家的追擊。」 

「謝謝老爺子。」望安衷心的感謝。 

萬靜湖看著望安的臉，先是微微的蹙起眉頭，然後又淺淺的一笑。「雖然我還是喜歡望安哥哥本

來的樣子，但這個樣子也不壞。」 

「對了，」萬之濤又叮嚀道：「為免外人起疑，對外，我會說你是遠房的親戚，是來依親的，可

以吧？」 

望安頷首。「一切聽從老爺子的意思。」 

就這樣，望安以萬家遠親的身分留了下來。 

望春城不少居民都聽說、知道，甚至是看到萬家來了一個年輕男子，而變了樣貌的他，也可以安

心的出現在外人面前。 

他在萬家待下自然不能當個閒人，一些繁瑣粗重的活兒便由他一肩擔下。 

這天，萬靜湖要到郊山採草藥，以往她都是帶著豆子去，可今天她沒帶豆子，而是拉著望安出門。 

來到郊山的林子裡，萬靜湖耐心的教導他認識藥草以及採摘的方法，他學得很快，不一會兒就識

得許多。 

兩個時辰過去，他們的簍子裡已經塞滿了藥草。 



「今天這樣就行了。」萬靜湖率性的用手抹去臉上的汗。 

那因為勞動而紅潤的臉蛋在穿透樹林的陽光映照下，更顯得美麗動人，望安情不自禁多看了她一

眼，心情因為她而感到美好。 

「咦？望安哥哥，你別動。」突然，她盯著他的臉，然後伸出雙手，一手輕捧著他的臉，一手輕

輕的往他臉頰上一抹。「瞧，」她嬌甜一笑。「你臉上沾上泥土了。」 

他尷尬的一笑，不自覺抬手撫了撫剛剛被她摸過的臉頰。 

「我們回家吧！」萬靜湖拍去手上的泥土，轉身便要走。 

望安視線一瞥，發現在她身後竟不知從哪裡竄出一條蛇，他一把拉住她，神情凝肅地道：「靜湖

姑娘，別動。」 

她被他這麼一扯，不得不停下來回頭。「怎麼了？」 

「妳身後有一條蛇，先別動，我找個東西對付牠。」說完，他急著尋找稱手的樹枝。 

萬靜湖卻阻止了他。「望安哥哥，別……」她說話的同時，已經轉過身去面對那條蛇。 

那蛇豎起半身，「嘶」的一聲，狀似要對她展開攻擊。 

望安見狀，立刻趨前想保護她，可她卻氣定神閒，不慌不忙的對著那條蛇伸出了手。 

「小傢伙，」她甚至用手輕輕碰觸蛇的頭。「你不該走到步徑來的，要是被人發現，你會有危險

的。」 

那條蛇微微的晃了晃，身子突然往地上一趴，然後快速的爬進旁邊的草堆裡。 

見著這一幕，望安不敢置信，一臉疑惑的看著她，一時之間說不出話來。 

萬靜湖一轉頭就看見他驚訝的表情，她淡淡一笑。「牠走了。」 

「妳……妳剛才跟牠說話？」 

「萬物皆有靈性，只要你敞開心胸，就能跟牠們心意相通。」 

他瞪大眼睛。「妳是說……妳能……」 

「我從小就能跟動物溝通，牠們知道我想表達的是什麼，我也能聽懂牠們說的話。」說到這兒，

萬靜湖疑怯的睇著他。「望安哥哥，你……你會不會覺得我很可怕，是怪物還是什麼的？」 

望安還沒回過神，只是木木的看著她。 

她露出難過的表情，幽幽地道：「爺爺說我不能隨便在外人面前展現這樣的天賦，不然我可能會

被當成巫女或是妖怪……可是我相信望安哥哥不會那麼覺得，所以才……」 

「不。」他打斷了她，展眉一笑。「我不覺得妳可怕或是奇怪，我只是太驚訝了，才會不知道該

說什麼。」 

萬靜湖還是有些擔心。「所以你不覺得我……可怕或噁心？」 

望安搖搖頭，篤定的道：「一點也不。」突然，他想起了一件事，迫不及待的問道：「難道上次

我要離開，是豆子跟妳通風報信的？」 

她眼底閃過一抹黠光，怯怯的點點頭。 

他笑嘆道：「原來豆子是妳的耳目，看來我得提防著牠。」 

聞言，萬靜湖馬上心生警覺。「望安哥哥還想不告而別嗎？」 

迎上她擔憂不安的目光，望安的心微微一顫。她那麼擔心他不告而別嗎？他的離開應該不至於會

對她造成什麼困擾或影響吧？ 

「望安哥哥，」她拉住他的手，嚴正地道：「你絕對不能不告而別，不然我會……我會哭的喔！」 



見她的眼眶竟然又紅了，他的心馬上一緊，急忙安撫道：「不不不，我絕不會再不告而別，妳千

萬別哭。」 

有了他的保證，她安心的笑了。「那就好，我們回去吧！」 

第2 章 

回程，走在通往望春城的官道上，一名農夫正跟一頭老牛拉扯著。 

「走，你還不走？」農夫氣急敗壞卻無計可施，不過他像是也不捨老牛，並未因此打牠。 

見狀，萬靜湖拉著望安快步上前。 

「大叔，您要拉著牠去望春城嗎？要不要我們幫忙？」她問。 

農夫愣了一下，笑道：「是嗎？如果你們能幫忙，那真是太好了……」 

萬靜湖一笑，趨前輕輕拍撫著老牛。「怎麼不走呢，累了嗎？」 

老牛「哞哞哞」地叫了起來，那聲音像是在哭似的，聽來有點悲傷。 

萬靜湖突然安靜了下來。 

正當農夫跟望安都覺得奇怪時，忽見她兩行眼淚直下。 

「小姑娘，妳……妳怎麼哭了？」農夫不知究竟怎麼回事。 

萬靜湖淚眼汪汪的看著農夫。「大叔，您是不是要賣掉牠呀？」 

農夫一怔，木木地道：「是……是的。」 

「牠……牠不想離開老主人。」她雖然不願意在別人面前展現這樣的天賦，可看著可憐的老牛無

法向主人傳達心聲，她實在不忍。 

農夫驚疑的看著她。「妳是說……妳怎麼知道？」 

「大叔，牠想留在老主人的長眠地，陪著老主人，所以您別賣了牠。」萬靜湖替老牛求情。 

農夫此時也無暇多想她是如何知道老牛的心聲，只是一臉發愁。「牠確實是先父非常疼愛的牛，

我也不想賣了牠，但牠已經無法做田裡的活兒，我得賣了牠才夠銀子買頭年輕的牛呀。」 

萬靜湖想也不想的將身上所有的銀兩交給了農夫。 

農夫不明白她這是什麼意思。「小姑娘，妳……」 

「大叔，請您帶牠回去，讓牠在令尊身邊終老吧。」她說：「若銀子不夠的話，我這兒的藥草都

給您，您拿到城裡的江記藥草鋪子賣，應該可以換到不少錢。」說著，她已卸下背在背後的簍子。 

農夫不知該如何是好，銀子和藥草都不敢接過。「小姑娘，這怎麼可以？」 

「大叔，您千萬別推辭。」萬靜湖溫柔的撫摸著老牛。「我是為了牠，也是為了令尊，令尊生前

既然那麼疼愛牠，就算已入了鬼籍，想是也不樂見牠被賣掉吧。」 

農夫無奈一嘆，「我也是掙扎了許久才……」 

「大叔，」這時，望安開口了，「牠既已不能幫忙農務，您將牠賣了，恐怕牠也是老命不保，直

接便進了饕客的五臟廟……」 

農夫聞言，倏地一震。 

「您就接受她的心意，收下銀兩跟藥草吧。」 

農夫看看兩人，再看向那頭老牛，掙扎了一下，終於接受了。「小姑娘、公子，謝謝，真的太感



激你們了。」 

「大叔別這麼說，趕緊拿藥草去換銀子吧。」萬靜湖說完，又撫摸著老牛，輕聲道：「別擔心了，

你可以回去陪著老主人了。」 

老牛聽著她的話，竟流下兩行淚水。 

萬靜湖將臉輕貼著牠的臉。「保重。」 

就這樣，萬靜湖跟望安伴著農夫，而農夫則拉著老牛，帶著裝滿藥草的簍子，一起往望春城的方

向前去。 

協助農夫賣了藥草後，萬靜湖又陪著農夫去買牛，牛販因為曾受過萬之濤的恩情，便以便宜的價

錢賣了頭健康年輕的牛給農夫。 

農夫謝過萬靜湖跟望安之後，滿心愉悅的帶著老牛跟剛買的牛回家去了。 

回家的路上，望安不時看著萬靜湖，她的臉上漾著愉快欣悅的笑意，一點都不因辛苦採摘的稀有

藥草給了人而感到惋惜。 

「妳很開心？」他問。 

萬靜湖笑視著他。「嗯，能幫助別人實在太好了。」 

「咱們空手而回，老爺子不會生氣吧？」 

她搖搖頭，調皮的一眨眼。「爺爺早就習以為常了。」 

他想，她的意思應該是她經常做這種事情。也是，豆子是她撿回家養的，他也是，只要看見別人、

甚至是鳥獸牲畜需要幫忙，她總是不怕麻煩、不計後果。 

她，就是個如此善良而純真的姑娘。 

他打從心裡敬佩她，也欣賞她。 

「靜湖姑娘，妳真的很了不起。」望安眼底滿是對她的崇敬。 

萬靜湖靦覥的笑道：「這沒什麼……喔，對了！」她像是突然想到什麼，神情嚴肅的盯著他的臉。

「望安哥哥，你別再叫我什麼姑娘了，就叫我靜湖吧。」 

「可是……」 

「別可是了。」她打斷他，「我堅持。」 

迎上她那堅定得近乎跋扈的目光，他忍不住笑了，再次揭白旗了。「我知道了。」 

萬靜湖滿意的點點頭。「我們快回家吧，耽擱了這一會兒，爺爺一定會想我們不知道野到哪兒去

了。」 

宮牆巍峨，殿閣森嚴，一色黃瓦，畫棟飛雲。 

皇宮中，正瀰漫著一股不尋常的氣息，頗有山雨欲來之勢。 

聖上依舊抱病臥床不起，太醫束手無策，只能用各種上好的補藥吊著聖上的命。 

聖上臥病期間，由太子寸步天監國，可一個月前，太子也稱病不朝，直到今日才上朝。 

早朝結束後，幾名大臣步出朝堂，竊竊私語— 

「幾位大人是否覺得太子殿下有點異於平常？」禮部侍郎顏萬山問道。 

「顏大人也這麼覺得嗎？」戶部尚書張知學聽聞有人跟他有相同的感覺，不禁嚴肅起來。 

「我也覺得殿下……」另一名大臣也疑惑地道：「明明就是殿下，卻又覺得不是殿下。」 

「是……溫和了？鈍了？還有點緊張、不知所措，對吧？」 

「該不是病得不輕，人給病迷糊了？」 



「張大人，」顏萬山看著張知學。「你之前提過的減稅殿下不是贊同的嗎？可今日殿下似乎有意

採納趙大人草擬的新稅制……」 

張知學一臉凝重。「趙大人的增稅提議不知會禍及多少百姓，殿下一向反對且態度強硬，如今卻

動搖了，在下實在不解。」 

話音方落，有人乾咳了兩聲，示意國舅趙世懷已在不遠處。 

趙世懷是麗妃趙世麗的胞兄，麗妃雖非正宮，但深受聖上恩寵，是太子的生母，太子也是幾位皇

子中最為聖上器重的。 

因為是麗妃的親大哥，又是太子的舅父，趙世懷因此得以在朝堂上謀得一職，然而他雖然身為國

舅，但太子與他並不親近熟絡，反倒刻意保持距離。 

太子向來不喜歡舅父，也因此雖與太子妃葉蓉鏡成親多年，卻沒有多少感情，他尤其不喜她陰沉

的性子。 

葉蓉鏡是趙世懷妻子娘家的親戚，當初千方百計讓她嫁進宮中，成為皇子妃，亦是為了鞏固麗妃

娘家的地位。 

趙世懷帶著笑意朝著幾位大臣走來，與他們寒暄客套一番後便告辭先行。隨後，他來到太子的寢

殿，進到了太子的書齋。 

「太子」正在書齋中來回踱步，神情不安。見趙世懷進來，他立刻走上前。「舅父，我……」 

「欸。」趙世懷打斷了他，小心翼翼的關上門，以確保他們說話的聲音不會傳到外面去。 

「太子」明白他為何如此戒慎，便也壓低了聲音，「舅父，我今天在朝堂上的表現可行？」 

趙世懷點點頭。「雖嫌生嫩，但尚可騙過那些文武百官。」 

「太子」鬆了一口氣，但眼底仍有著緊張惶恐。「我真的很怕露出破綻，壞了大事。」 

「別慌。」趙世懷拍拍他的肩。「往後的日子還久長得很。」 

「久長？」他眉心一擰。「舅父，您還是趕緊找到大哥吧，我實在不是當太子的料呀。」 

「步雲，」趙世懷眉心一沉。「你可得撐住呀，要是外面的人知道你大哥失蹤，恐怕會引發一連

串的鬥爭，禍及你娘親及我們趙家。」 

「舅父，我對政事一竅不通……」 

「放心，舅父會幫著你的，不必自亂陣腳。」趙世懷說著，從桌上的茶壺裡倒了杯茶給他。「來，

喝口茶，順順氣吧。」 

寸步雲接下茶杯，啜了幾口茶水，仍是一臉的憂慮。 

他是不為人知、過去一直藏在民間的皇子，太子是他的親大哥，兩人是相差不到半炷香時間出生

的孿生兄弟。 

麗妃生下他們的那一年正是虎年，對星象及紫微斗數鑽研多年的趙世懷以「一山不容二虎」、「兩

虎相爭必有一傷」為由，說服麗妃讓他將一名皇子送離皇城。 

就這樣，連娘親的奶都沒吸過一口的寸步雲，便由趙世懷祕密帶出皇宮，送至鄉下交由遠房親戚

撫養。 

這事，當年麗妃生產時，正在西疆的聖上也被蒙在鼓裡。 

寸步雲一直知道自己的身分，也知道當今太子便是他大哥，可他從來不曾羨慕過大哥，更不曾對

自己流落民間而生怨。他安於天命，性情淡泊，對富貴榮華毫無想望，只想耕稼讀書，安穩此身。 

他自懂事以來，舅父便偶爾出現在他的生活當中，給予關懷，雖在鄉間，舅父仍替他聘了一位夫



子，教他讀書識字，對他的教養栽培並不馬虎。 

不久前，舅父來找他，焦慮憂心的表示太子祕密出宮，至今下落不明，雖然以太子身體不適為由，

暫時可以瞞騙一班朝臣，但恐怕時日一長，便會生流言而引發宮中鬥爭，是以舅父要與太子有著

相同樣貌的他隨其進宮，假冒太子，以免橫生枝節。 

寸步雲本來掙扎猶豫，怕自己難擔重任，可是舅父要他以社稷為重，這麼做也是為了避免一場因

爭奪皇位而引發的腥風血雨，於是他答應了舅父。 

宮中不比民間，在他進宮前，自然要先經過一番學習，才得以融入深宮內苑的生活，至於朝政，

則由舅父替他閱摺批示，再由他上朝應對。 

現在的他只希望大哥能盡快回宮，他便可回鄉過他的平靜日子。 

「步雲，你只要謹記舅父的提醒，諸多小心，便不會露出馬腳。」趙世懷鼓勵道。寸步雲今天在

朝堂上雖然有點緊張，但表現得還算不錯。「我不宜在太子書齋久留，先走了。」說完，趙世懷

又拍了拍他的肩膀。「放寬心，舅父會幫你的。」 

「甥兒明白。」寸步雲點點頭。 

送走趙世懷，有人敲門。三下，停頓，然後再三下。 

一聽見這暗號，寸步雲立刻行至門口，打開了門，門外是一名長相秀麗的宮婢，正怯怯的看著他，

他伸手將她拉了進來，立刻關上了門。 

「深深。」他喚了一聲，便將她緊鎖入懷。「看見妳我就覺得安心了。」 

此名宮婢名叫傅深深，是寸步雲恩師的女兒，也是寸步雲新婚不久的妻子。直到寸步雲決定進宮

冒充太子，她才知道他的真實身分，可是她並不因為他有如此尊貴的身分而雀躍，反倒為他憂心

不已。 

她知書識文，性情恬淡溫柔，不喜奢華，她自小跟寸步雲一起長大，十分了解他的個性，她知道

他不會迷失，更不會迷戀，她擔憂的是，善良單純的他在這爾虞我詐的深宮內苑，可能會面臨許

多意想不到的危險。 

「步雲，」她伸出雙手環抱著他的腰。「不管發生什麼事，我都會一直陪在你身邊的。」 

「嗯。」寸步雲將她攬得更緊。 

將傅深深接進宮中與他相伴，是寸步雲答應入宮的唯一要求，也因此趙世懷想辦法讓她以宮婢的

身分待在太子寢宮隨侍。 

「希望舅父能盡快尋回大哥，這麼一來，我們便能回東堂鎮過我們的平靜日子了。」他說。 

「嗯，」她將頭靠在他胸口，輕聲應道：「我也這麼希望……」 

石德龍來到萬家為母親抓藥。 

他是望春城雅記筆莊的二公子，今年十八，尚未娶親，所有人都知道他心裡有個心儀的對象，便

是萬靜湖。 

「二少爺，令堂的身體應該好多了吧？」萬之濤問。 

「是的，託萬大夫的福，家母已經好多了，今天來是要再抓兩帖補身益氣的藥。」石德龍說話的

時候，目光經常不自覺的飄走，尋找著萬靜湖的身影。 

萬之濤看在眼裡，全都明白。 

石德龍是個老實人，家世清白單純，萬之濤對他的印象極好，如果孫女能嫁進石家，他也能夠放

心。 



「我開個藥方給你，你到後面找靜湖抓藥吧。」萬之濤說完，拿起筆，迅速在紙上寫下幾種藥草

的名字，然後遞給了他。 

石德龍接過藥方、道過謝，快步往後面走去。 

萬家的小前廳是萬之濤看診的地方，穿過廳後的門是另一個房間，房裡有兩面頂天的櫃子，櫃子

裡放的全都是藥材，而這裡，是萬靜湖幹活的地方。 

石德龍進來的時候，她正爬在木梯子上整理著櫃子上方的藥材。 

「靜湖……」他喚道。 

聽見聲音，萬靜湖回過頭，俯視著他。「咦？石二哥，你回來了？」 

石德龍排行老二，又比她年長，她都喚他石二哥。 

「我聽說你跟石大哥出遠門採買，什麼時候回來的？」她邊問邊整理藥材。 

「昨晚上回來的。」他抬頭看著她，臉上不自覺帶著笑意。「對了，我這回去京城，買了枝漂亮

的筆想送妳。」說著，他自袖中取出一只長形的精緻木匣。 

「我怎麼能收如此貴重的禮？」萬靜湖微笑婉拒。 

「一般的物件罷了，別放在心上。」擔心她拒絕收禮，石德龍急忙解釋道：「我只是覺得這筆稱

手，又適合妳，所以就……妳千萬別駁了我的好意。」 

她看著他有些緊張又帶了點局促的表情，想了想回道：「好吧，那我待會兒送你一些治痠痛的膏

藥，算是回禮。」說完，她繼續整理。「你今天來，是要替石夫人抓藥嗎？」 

「是呀。」他說道：「我娘要我來找妳爺爺開兩帖益氣的藥。」 

「你坐，等我一下，我弄好了馬上抓給你。」 

「不急，我等妳。」石德龍一點都不急著走，但若抓了藥還賴著不走，他反倒尷尬，像現在這樣

多好，他就安安心心的在這兒坐著，看她、等她。 

他覓了一張椅子坐下，將裝著筆的木匣放到一旁的桌上，便跟她聊起去京城辦貨的趣事及奇事。

他知道她從沒去過其他城鎮，最遠也不過到郊山去採藥或是到城郊送藥罷了，他想，她一定會覺

得他所說的事情都相當新奇，因此說得口沫橫飛，興奮不已。說著說著，他突然想起稍早前聽到

的一件事。「對了，我才回來就聽說妳家來了一個什麼遠房親戚……」 

萬靜湖的動作頓了一下，笑道：「是啊。」 

石德龍疑惑地又道：「可是我聽說萬大夫是個孤兒，妻子早逝，妳爹娘又死於十幾年前的戰亂，

萬家現在就剩下妳跟妳爺爺了，不是嗎？」 

「呃……我也不清楚……」她胡謅道：「爺爺說他是遠親就是遠親。」 

「聽我爹說……」他續道：「近來城裡出現一些面生的人，神神祕祕的，妳跟萬大夫還是小心一

點。」 

萬靜湖胡亂點了個頭，為免他對自家突然出現的遠親有太多疑問，她決定先替他抓藥，快快送走

他。 

於是，她關上幾個小抽屜，想下來幫他抓藥，沒想到心一急，腳一個踩空，她驚叫一聲，人便從

梯子上摔了下來。 

坐著的石德龍見狀，霍地起身要衝上前接住她，可是一道影子像箭矢般掠過他身側，他還沒回過

神來，只見一個高大的男人在她落地之前結結實實的抱住了她。 

石德龍愣住了，木木地看著這一幕。 



而以為自己會摔落地面的萬靜湖也愣住了，兩隻眼睛大大的看著將她抱個滿懷的望安。「望安哥

哥？」 

望安眉心一擰。「怎麼這麼不小心。」說著，他把她放了下來。 

她因為嚇了一跳，還有點腿軟。 

他扶著她，搖搖頭，笑嘆道：「下次別爬那麼高了。」 

「以往也都是這麼爬上爬下的。」 

「以後上面的藥材我幫妳整理就好。」 

石德龍滿腹疑惑的看著望安的背影，頓時心生警戒，他急忙幾個大步向前。「靜湖，妳沒事吧？」
可是一看到對方的長相，他稍稍安心了。這男人的身形是比他高壯結實，但樣子差他一點，只不

過對方搶了他英雄救美的鋒頭，仍教他有些不是滋味。 

「石二哥，我沒事，只是受了點驚嚇。」萬靜湖笑道。 

石德龍看著望安，問道：「這位該不會就是那個遠親吧？」 

「呃……是的。」萬靜湖知道石德龍對望安感到好奇，她若不表現得自然一點，恐怕會讓他生疑，

於是她介紹道：「望安哥哥，這位是雅記筆莊的二少爺，石德龍。」 

望安看著石德龍，客氣地道：「石二少爺，幸會。」 

「石二哥，他是望安。」萬靜湖說完，立刻話鋒一轉，「我先幫石夫人抓藥吧，藥方子給我。」 

石德龍把藥方子給她，便趁著她抓藥的空檔對望安大肆提問一番，「你名叫望安，姓什麼呢？你

從什麼地方來的？」 

聽見石德龍在「審問」望安，萬靜湖一邊抓藥，一邊替他解圍，「石二哥，你甭問望安哥哥了，

他什麼都記不得了。」 

正想著要如何回答的望安，馬上朝萬靜湖拋去感激的眼神。 

石德龍有些錯愕。「什麼都不記得？那是什麼意思？」 

「望安哥哥撞傷了頭，什麼都忘了。」她續道：「他家裡人特地把他送到這兒來，就是為了讓我

爺爺替他治療。」 

石德龍仍感到半信半疑。「居然有這種事？」 

「千真萬確。」萬靜湖以最快的速度替他抓好兩帖藥，又抓了兩罐治痠痛的膏藥交到他手裡。「十

文錢。」 

石德龍將十文錢給了她，可是充滿疑惑的雙眼還是緊盯著望安。 

萬靜湖要望安到後院劈柴，接著看向石德龍催促道：「石二哥，你還是快把藥拿回去吧！」 

「靜湖，」石德龍臉上略有憂色。「妳這個遠親怪怪的……」 

「哪裡怪了？」 

「妳跟萬大夫的生活一向簡單平靜，突然來了這麼一個遠親，我替你們擔心。」他說。 

「石二哥多疑了。」她展眉一笑。「望安哥哥來了之後，幫了我跟爺爺很多忙，我們都很高興呢。」 

「可是……」石德龍還想說些什麼，但又怕說多了惹得她反感，於是打住，「好吧，總之千萬要

小心。」 

「望安哥哥是自己人，不怕。」她說。 

好不容易送走了石德龍，萬靜湖立刻來到後院。 

望安正依著她的指示在劈柴，專注又認真。 



她忍俊不住的笑了。「你真的在劈柴？」 

他停下動作，疑惑的看著她。「妳不是要我劈柴嗎？」 

他剛替爺爺跑腿送藥回來，又老老實實依著她的指令來劈柴而滿頭大汗，她定定的看著這樣的

他，胸口竄著一股說不上來的熱。她伸出手，輕輕抹去他額頭上的汗。 

迎上她澄淨又率真的眸光，望安的心不由得一悸。 

「我不是真要你劈柴，只是支開你，免得石二哥問東問西。」萬靜湖說著，在一旁的凳子上坐了

下來。 

望安想起剛才石德龍看著他的時候眼底隱隱約約有著敵意，他想，應該是因為萬靜湖。 

「那位石二少爺很喜歡妳，對吧？」他問。 

萬靜湖聳聳肩，不以為意的道：「或許吧。」 

「或許？可我看妳其實是明白他心意的。」說著，他擱下斧頭，就著柴堆坐下。 

她面露無奈及苦惱，不說話。 

「怎麼，妳不喜歡他？」望安又問。 

「我喜歡他。」萬靜湖回道。 

聞言，他的心微微一抽，但他不是很明白這樣的反應是為什麼，只定了定心神，一笑。「他喜歡

妳，妳也喜歡他，這有什麼好苦惱的？」 

她抬起眼簾望著他。「我從小就認識他，他跟他的家人對我還有爺爺都很好，所以我喜歡他。」 

「原來你們是青梅竹馬。」 

「他……就像是哥哥一樣。」萬靜湖道：「是兄妹之情，沒有男女之情。」 

「噢……」看來是落花有意，流水無情，她跟石德龍之間沒有共識，但他仍忍不住逗她，「但也

許是因為妳年紀還小，不懂什麼是男女之情。」 

她秀眉一豎，不服氣的瞪視著他。「我當然懂，而且我也不小了。」 

見她認真了、生氣了，望安連忙討饒，「好好好，妳不小，十六了，能嫁人了。」 

「望安哥哥是在取笑我嗎？」 

迎上她那過分認真及激動的目光，望安真沒想到她會生這麼大的氣，還真有點慌了。「靜湖，我

鬧妳的，妳生氣了？」 

萬靜湖看著他緊張不安的模樣，抿著唇不說話，心緒有些混亂。她不是個愛生氣的人，可她居然

生氣了，而且還是為了這麼小的事情。 

她覺得氣，但不是氣望安，而是氣自己。 

這明明是芝麻綠豆大的事，就算他是說真的，她也犯不著往心裡放，還跟他鬧起彆扭。 

她是怎麼了？理不出個頭緒，她越想越是懊惱，索性起身要離開。 

見她氣到要走人，望安更急了，跟著起身要攔住她。「靜湖……」 

不知怎地，他很怕她生氣，更怕她會因此不理他。 

萬靜湖卻好似聽不到他的叫喚，邁開大步執意要走。 

她不曾有過這樣的感覺，那種拚命想壓抑、想隱藏住什麼，卻無計可施、無能為力的感覺。 

望安幾個箭步趨前，一時情急抓住她的手。 

瞬間，萬靜湖感覺腦子裡像是有爆竹炸開，完全失去了理性。 

這時，豆子跑了過來，她看見牠，不知著了什麼魔，竟對豆子命令道：「咬！」 



豆子得令，也不管望安是相識的，衝過來便跳起來往望安的手臂一咬。 

「唔……」望安疼得悶哼一聲，鬆開了手。 

萬靜湖也在這時突然冷靜下來，驚覺自己竟然對豆子下了攻擊望安的指令，她自己也嚇到了，但

更多的是內疚和懊悔。「豆子，快放開！」 

豆子馬上鬆口、退到一旁，眼神迷惑又無辜的看著她。 

她上前抓起望安的手，看著他被豆子咬出的血牙印，自責又難過，眼眶瞬間便紅了。「我……我

不是故意的……」 

她好氣自己，她到底是怎麼了，怎麼會讓豆子傷害望安？ 

望安急忙安撫道：「不礙事，豆子沒真咬。」 

只要她不生氣了就好，他之前受了那麼重的傷都能活過來了，被豆子咬咬算什麼。 

他微笑的看著她，語帶試探地道：「妳不生我的氣了吧？」 

萬靜湖沒想到她命令豆子咬他，他竟然只擔心她還生不生氣。她抓著他手的力道不自覺加重，難

過的哭了起來。「對不起，望安哥哥，我不是存心的……」 

這次，她不是假哭，是真的難過。 

見她哭，望安又慌了。他發現，她不管是哭還是怒，他都怕、都緊張。 

「別哭，別哭，我不疼。」他安慰著她，「妳別哭，我最怕妳哭了。」 

萬靜湖微怔，抬起淚溼的眼簾望著他。「真的嗎？」 

望安點點頭，溫柔一笑。「我喜歡看妳笑。」 

她直視著他的眼睛，愣了愣，然後唇角一揚，漾開一抹柔似春風的笑意。 

見她終於笑了，他心上那塊大石總算落下，突地，他沒頭沒腦的道：「靜湖，其實喜不喜歡一個

人，有時妳是不會很快便發現的……」 

「咦？」萬靜湖一臉困惑的看著他。 

「有時就是要等到對方身邊出現另一個人，妳才會發現自己有多喜歡他。」 

她歪著頭，仍舊不解。「嗄？」 

「我是說……」他一笑。「妳剛才不是說妳對石二少爺不是男女之情嗎？也許那是因為他身邊還

沒出現另一個人，所以……啊！」話未說完，他唉叫一聲，臉皺得跟包子似的。 

不因別的，只因萬靜湖氣呼呼、惡狠狠的在他被豆子咬的傷處掐了一把。 

「靜湖？」他不解的看著她。「妳這是……」 

「活該！」她氣怒的撂下話，便帶著豆子離開了。 

兩人互動全被不遠處的萬之濤看在眼裡，而他的心情，更加鬱悶沉重了。 

每逢月中，萬之濤會贈藥給城郊的貧戶及農民，以往都是萬靜湖帶著豆子一起去，但現在有望安

在，她便讓他也跟著去。 

一直以來，萬之濤為人把脈問診都是不收診金的，就算賣藥也只是賺點工錢，絕不多收。 

他帶著萬靜湖來到望春城住下時，她未滿一歲，那一年，他的子媳死於一場突發的戰亂，而那場

戰爭是由當朝寸姓氏族引發。 

他本有神醫之美名，聲名遠播，無人不知，但子媳死後，他便帶著孫女隱居於望春城，從此過著

低調又隱密的日子。 

他此生最大的心願，便是將孫女養大成人，看著她找到一個疼她愛她的男人，幸福安穩的過上一



世。 

孫女不只是他的寶貝，還是他的命。 

可自從望安來了之後，他便日日提心吊膽。望安看來並不是個壞人，但他總覺得望安身後有黑雲

籠罩。 

他本不是怕事的人，但因為萬靜湖，他如今什麼都怕、什麼都擔心著。 

上一個病人離開約莫一刻鐘後，有人來了，且那人一進門就東張西望，神情嚴肅。 

萬之濤一看就知道他不是來看病的，而且他是個面生的，不是望春城居民。 

在他身後，又緊接著進來兩個人，三人的眼底都帶著一抹肅殺，雖然他們做一般販夫走卒的打扮，

可從他們走路的樣子，萬之濤便可以判定三人都是練家子。 

「這已經是最後一家了吧？」其中一人問。 

「嗯。」為首的應了一聲，終於正視萬之濤。 

萬之濤心生警戒，表面上卻相當自然地問道：「三位英雄是來求診的？」 

為首的走上前，一對鷹隼般的銳利眼眸直視著他。「大夫，想跟你打探一件事。」 

「請說。」 

「你這兒近來可有面生的人求診？」 

萬之濤微微皺眉，搖了搖頭。 

「真沒有？你再想想。」為首的語帶警告及威脅。 

「這位英雄，老夫這兒平時都是一些街坊鄰居上門求診抓藥，若有面生之人，哪裡會不知道？」
萬之濤氣定神閒地回道。 

「你這兒都住著什麼人？」為首的又問。 

萬之濤當然不需要回答他這個近乎無禮的問題，但為免招來麻煩及禍事，他有問必答，「就老夫、

孫女，還有一個親戚的孩子。」 

為首男子沉吟了一下。 

「大哥，」後方一名男子上前，低聲道：「看來沒什麼可疑的。」 

為首的若有所思，過了一會兒，他抱拳一揖。「大夫，不叨擾你了。」語罷，他領著另外兩人走

了出去。 

萬之濤看著他們離開後，鬆了一口氣，但旋即一抹愁色襲上他的眉間。 

這三個人不似一般尋常百姓，他們身上沾染著肅殺氣息，他們在找人，而且顯然在找一個需要就

診的人。不知怎地，他腦海中立刻浮現的是望安的臉龐。 

他們在找他嗎？他們是希望他平安無事，還是要置他於死地？他真慶幸今天一早就讓孫女跟望安

出門去了，要是他們在家裡，又跟這三個人正面迎上了，不知會發生什麼事。 

雖說望安已經服了移形丹、埋了針、變了模樣，但他的聲音沒變、身形沒變，若有人要找他，而

且對他十分熟悉，也不難發現他的真正身分。 

他的直覺果然是對的，從他第一眼看到望安，就隱隱約約覺得他會是個麻煩，如今更可以確定並

非他多慮多疑。 

萬之濤又想到孫女對望安動了情愫，他越來越覺得不安及憂心。 

當初，他真不該救望安，縱使孫女求他、逼著他，只要他動點手腳，望安自然也是活不成的。 

難道……一切都是逃無可逃、避無可避的命運嗎？ 



「唉……」想到這裡，萬之濤不自覺重重嘆了一口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