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十一章 天醫出題 

「小七，妳在這裏學習也有一個多月了吧？」白家老祖宗摸著鬍子道。 

「是的。」白青黛點點頭。 

「將這個拿著。」白家老祖宗遞過去一個信封。 

白青黛有些茫然地看了他一眼，這是給自己的獎勵還是什麼？ 

「拿了這個便出去吧，回房間以後再看。」白家老祖宗說完便自顧自地閉上眼睛。 

白青黛乖乖行了禮便出去了，只是一出門便迫不及待地打開了信封。 

呵呵，果然一如既往的摳門。她原以為裏面會是什麼獎勵，畢竟她做廚娘有一個

多月，結果只是一張薄薄的紙，不是鼓勵人的話或是藥方，而是一張不知從哪撕

下來的尋醫賞單。 

大約是一戶人家的兒子得了急症，一般大夫看了都沒用，便貼了賞單求有能之

士。如果能治好的話，可以得到五百兩白銀。 

對於打賞下人都用金葉子的白青黛，這五百兩實在很難引起她的注目。 

只是白家老祖宗不會無緣無故給她這麼一份東西，難不成他是想讓自己去試試？

他到底是哪來的自信認為她可以？ 

她跟著他學醫，滿打滿算也不到半年的時間，這上面寫了一般大夫皆束手無策，

她只是一個小丫頭，想必對方連大門都不會讓她進吧。 

白青黛拿著那紙打算扭身去找白家老祖宗，就看到不遠處阮新倫和洪納蘭衝著她

招手。 

「阮師兄，洪師兄。」她往他們那邊走去。 

「白師妹，妳可拿到了題目？」洪納蘭興致勃勃地問道。 

「題目？」白青黛腦中一閃，「你說的是這個嗎？」將手中的紙舉高了些問道。 

洪納蘭急切地接過來一看，有些失望道：「我們倆不是一個隊伍的。」 

「這個還分隊伍？」白青黛一片茫然。老祖宗什麼都不說清楚，氣得她牙癢癢的，

下定了決心以後每道菜都要放上芹菜。 

白家老祖宗對芹菜很是厭惡。 

「白師妹是第一次來不知道，這九月到十一月，十二位天醫都會在此一聚，我們

平日學業繁重，到這邊來正好可以稍微休息玩耍一番，只是學業不可荒廢，師父

們便會去尋一些合適的病人，讓我們去試一下，若是病人痊癒，便算過關。」阮

新倫在一旁說道，語氣倒是難得正經。 

白青黛之前就覺得奇怪，這群人湊在一起，平日也沒見他們交流醫術，反而是閒

話家常的多。而那些師兄們，更是整日各種撒歡。這和她來之前旁人和她說的，

完全不一樣！ 

那些人都說，天醫是最最威嚴的，態度要恭敬而虔誠，就是天醫的弟子，也是天

降英才，萬萬不能得罪。而每年九到十一月，天醫們會聚集在一起，研究各種藥

材，為百姓謀福利。 

現實告訴了白青黛，那些都是騙人的！ 

「白師妹，妳的表情怎麼一下子變得這麼奇怪啊？」阮新倫見白青黛那漂亮的笑



臉變了，小心翼翼地問道。 

「沒有的事，阮師兄，那你是和誰一組啊？」白青黛立即揚起一抹燦爛的笑容問

道。 

阮新倫再看她的臉，果然只剩下滿滿的笑容。 

「我和洪師弟才剛剛拿到，只知道我們倆不是同個考題，剛剛瞧了妳的，和我們

也不同，這意味著我們都不是同個隊伍。」阮新倫頗為遺憾地道。 

他平時和洪納蘭最好，大約是因為兩個人的性子比較近，湊一塊更是一肚子的壞

主意。 

那些天醫大約也是考慮到這些，所以特意將兩人分開。 

他們便琢磨著，雖然不能兩個人一起行動，但若是能和唯一的小師妹同個隊伍，

那也是極好的。 

誰知道，希望落空。 

「不如我們去找找別的師兄弟，瞧瞧誰和誰是同個隊伍的。」洪納蘭在一旁提議

道：「正好也可以商量一下，這十一月只剩下大半個月，若是遇到麻煩一點的病

症，通不過就倒楣了。」 

白青黛聽著他們的對話，忍不住問道：「難不成，沒有通過會有懲罰？」 

她話音剛落，阮新倫和洪納蘭齊齊轉頭看向她，滿臉詫異，「白天醫沒有和妳說

嗎？」 

白青黛咬著牙搖搖頭。老祖宗到底有多少事情忘記和她說？看樣子她不光是要放

芹菜，乾脆做芹菜宴了！ 

「白天醫大約是第一次帶弟子過來，以往他都是不參與的，所以才忘記和妳說

吧。」見她面色有異，洪納蘭連忙在一旁安撫她。 

「洪師兄，懲罰是什麼啊？」白青黛已抱著自己可能會過不了的覺悟。 

「其實也不是太可怕啦……」洪納蘭有些心虛地道，目光飄移不定，「就是過了

十一月，要一路走回去，而且是身無分文。」他說完，和阮新倫齊齊抖了一下。 

曾經有個師兄，就因為用錯了一味藥，病人的病情最後雖然好了，但是錯過了時

間。等他們再次見到他時，他落魄得像個乞丐，都快認不出他來。 

發生這事時，他們還年幼，可那陰影一直留到現在，而且隨著年紀越大，對它的

恐懼就越大，畢竟年紀越大，對羞恥的認知也越來越深刻。 

「不過白師妹妳是女孩子，就是沒有通過，也不會這樣懲罰妳的。」怕白青黛太

緊張，洪納蘭連忙又道。 

只是話都已經說出口了，後面解釋再多，也沒有太大的作用。 

而且他們這樣寬慰的話，只會讓白青黛更加緊張。 

「我們不要談這個話題了，不如去花師兄那邊看看。」阮新倫故意岔開話題建議，

提到恐怖懲罰，原本信心滿滿的他，都忍不住忐忑了起來。 

「對啊、對啊，咱們去看花師兄吧，這兩年他都是最快通過考試的。」洪納蘭附

和，就怕再繼續之前的話題。 

白青黛點點頭，又扭身看了一眼白家老祖宗的屋子，現在也沒必要再去問他了。 



三個人說話間到了花子玉的屋子，他正好要出門，看到他們，特別是白青黛跟著

他們一塊兒過來，忍不住有些詫異。 

「阮師弟，你們怎麼過來了？」他下意識地看了一眼白青黛。 

「師兄你拿到題目了嗎？」洪納蘭一下子躥了過去，摟住花子玉的肩膀問。若是

能和花師兄同個隊伍，那也是極好的。 

他從最初希望和阮新倫一個隊伍，到之後想和白青黛一起，再到如今的花子玉，

從中可以看出他的個人喜好。 

而阮新倫明顯和他一樣的態度，兩個人從花子玉的袖袋中找到那個信封，在看了

一眼信上的內容後，忍不住一陣失望，和他們不是同個題目。 

「咦，花師兄和白師妹是同個題目。」洪納蘭突然道。 

花子玉心中一驚，緊接著卻又有一絲淡淡的喜悅。 

「花師兄，你的也是城北王家嗎？」白青黛問道。 

花子玉點點頭，「正是。」 

洪納蘭忍不住高興道：「白師妹，妳和花師兄一個隊伍的話，就不用擔心了，花

師兄雖然年紀比我們大不了兩歲，醫術可比我們好多了。」 

「那到時候就要麻煩花師兄了。」白青黛乖巧的對著花子玉行了一個禮。 

花子玉的臉一下子又多了一層紅暈。 

「你們是在說題目的事情嗎？」說話間，黃少雲也過來了，他看到花子玉正微紅

著臉看著白青黛，只覺得事情發展得越來越不對。 

但白青黛的所作所為又沒有一絲不妥，他只能暗自擔心。 

「對啊，黃師弟你可來晚了，花師兄和白師妹正好是一個隊伍。」阮新倫故意調

侃道。 

黃少雲平日和花子玉走得近，這時過來，想必就是為了看題目。而且前兩年，他

們都是同個隊伍的。 

黃少雲忍不住眉頭一皺，「花師兄和白師妹是同個隊伍？」 

為什麼他越擔心什麼就越來什麼？ 

「大概是天醫們考慮到花師兄性子比較穩定，白師妹學醫時間又比較短，才將他

們放在同個隊伍，好讓花師兄多多幫助白師妹。」阮新倫怕黃少雲不高興，又遷

怒到白青黛身上，連忙道。 

黃少雲自然知道是這個道理，他心裏忍不住歎氣，難不成由著事情這麼發展下

去？ 

「黃師弟你是什麼題目，說不定咱們是同個組。」阮新倫自認貼心地轉移了話題。 

「是城北高家。」黃少雲雖然擔心，面上卻沒有顯露出來。 

有些事情，若是跟他們這幾個說了，他們反而覺得自己胡思亂想呢！ 

「耶，我也是城北高家呢！」阮新倫道。 

 

 

「從今日開始，到十一月二十五日，一共十五日，你們要盡量將拿到的題目完



成……」 

等白青黛跟著花子玉出門時，她的腦袋裏還是洪天醫的那些話。 

雖然他話說得溫和，但之前阮新倫他們已經給她說過了懲罰，她一點兒都不敢放

鬆。 

她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小姑娘，若是身無分文，肯定回不了家。 

「白師妹，妳在想什麼？」花子玉看白青黛一副魂不守舍的模樣，忍不住出聲問

道。 

「沒有，我就是想等下會遇到什麼病症而已，我第一次遇到這樣的考試，有些小

緊張。」白青黛訕訕一笑。 

相較之下，花子玉沉穩很多。他輕聲安慰道：「白師妹不用擔心，有我在。」 

若是之前一塊兒出門的事情，讓白青黛覺得眼前的少年很脆弱，此刻她又覺得他

變成一個可以倚靠、信任的人。 

「那就全靠花師兄了。」白青黛眼巴巴地瞅著花子玉道。 

被一個長相美好、目光澄澈的少女用如此依賴的眼神看著，花子玉的臉一下子就

紅了。 

「師兄。」黃少雲從後面追了上來，「我們都是城北，不如一塊兒走吧。」 

黃少雲的身邊跟的自然是和他同個隊伍的阮新倫。 

「對啊、對啊，師妹，一起走吧，咱們正好同路，說不定還能一塊兒回來呢，而

且人多也不怕遇到什麼事情。」阮新倫說到這裏，忍不住輕咳一聲。 

他想起去年，他去的那戶人家養了三條惡犬，他還沒有進門就被追著繞著城牆跑

了三圈，差點要了他的小命。 

還好當時遇到了別的師兄弟，不然還不知道怎麼收場呢！ 

後來他治好了那家人的病，只有一個要求，就是讓那些惡犬一個月不准吃肉，看

牠們以後還敢不敢這樣對他！ 

「也好。」花子玉大概也是想到了那件事，神色有些怪異地點點頭。 

白青黛不明所以地看了他們好幾眼。難道，這其中有什麼玄妙嗎？ 

「花師兄，這路這般遠，真的來得及回來嗎？」白青黛忍不住問道。 

他們所在的果園位置極為偏僻，而且佈局很是神祕，每次都得從地道出去。 

光是地道，就要走大半個時辰，出了地道後，天醫院在城南，而病人在城北，白

青黛覺得怎麼都來不及在天黑以前趕回來。 

「若是趕不回來，我們四人便一起尋一處客棧，暫且住下。」花子玉柔聲說道，

想到白青黛年紀小，又是女孩子，可能會害怕，便安慰道：「到時候我們三個住

妳隔壁，想必也是安全的。」 

白青黛聞言，忍不住打量了一番花子玉，倒覺得自己比他安全一些。 

她雖然模樣長得好，但畢竟年紀還小，可花子玉就不同了，那纖細的腰肢、白嫩

的肌膚、溫柔的雙眼…… 

「白師妹，妳怎麼了？」花子玉問道，他怎麼覺得白青黛的眼神有些令人害怕。 

「沒什麼，只是想著該早點治好病人，不然天醫們都沒有飯吃了。」白青黛笑道。 



這邊正說著笑，那邊卻起了爭執。 

「老白，你怎麼給小七選了個城北的題目啊，這城北離我們這邊最遠，晚上必然

回不來，到時候這膳食該由誰來準備？」花婆婆在一旁說道。 

「怪我嘍，當時還不是妳先選的題目，之後又是妳說子玉可以照顧小七的。」白

家老祖宗沒有好氣地回道。 

「我當時不過隨口提個意見罷了，哪裏知道你一口就答應了，這下好了，今天開

始，咱們誰都不用吃飯了。」花婆婆輕哼一聲，將頭撇向一邊。 

「你們倆害臊不害臊，都多大歲數的人了，還爭這個。以前小七沒來的時候，還

不是我們自食其力。」月婆婆抱著良哥兒，一臉的不以為然。 

若被旁人看去，指不定怎麼笑話呢。就算不是天醫，一般家裏的長輩也沒這般脾

氣的。 

「哎呀，小月啊，妳說咱們這一群人吃了妳那麼多年的飯菜也不容易，就不能讓

我們有點追求？」薛天醫在一旁說道。 

月婆婆一聽，臉色頓時一沉，將良哥兒直接塞進他懷裏，「你有追求，你自己帶

孩子去！」說完，頭也不回地幾個閃身就沒了身影。 

薛天醫低下頭，看著正睜著大大的眼睛，一臉無辜看著他的良哥兒，心裏一軟，

還沒有讓情緒上來，就聽到良哥兒「哇」地一聲哭開了。 

他一向都是月婆婆和白青黛帶的，突然感受到「陌生人」的氣息，頓時不安地哭

了。 

薛天醫哪裏能應付這樣的狀況，下意識地求助於站在一旁的老夥伴們。 

可他們故作沒看到。 

「這天色不早了，我該回去煉藥了。」 

「對啊、對啊，我那個醫案還沒有寫完。」 

「那大家散了吧。」 

自花婆婆第一個開口，大家幾乎一下子便沒了蹤影。 

薛天醫看著哭得厲害的良哥兒，沒有法子，只好耷拉著腦袋，去月婆婆那邊負荊

請罪。 

誰讓他嘴賤呢！ 

再說白青黛他們騎著馬，差不多正午的時候到了城北，隨便挑了一座酒樓解決午

飯。 

他們的嘴巴老早被白青黛養刁了，雖然是雲州極好的酒樓，但他們吃了總覺得不

對味。 

反倒是白青黛，吃得津津有味。 

「以後離開了白師妹，我們該怎麼辦喲！」阮新倫很是誇張地說道。阮家不是什

麼小家族，手藝好的廚師自然有的。 

「阮師兄若是有機會的話，可以來京城找小七玩。」白青黛捂著嘴笑道。 

她在天醫院，和阮新倫、洪納蘭兩個師兄的關係最好。只可惜他們都不是京城人，

以後要見面，著實不容易。 



「那是肯定的，我估計也不會太久。」阮新倫笑得很是得意。 

他已經十四歲了，再過一年便有資格考國醫院了。 

雖然他的最終目標是天醫院，但是師父說了，要腳踏實地，一步一步來。 

若是能十五歲便考入國醫院，那也是極為了不得的。 

「那到時我便做好滿漢全席，等著阮師兄來。」白青黛笑道，這才是她的看家本

領。現在做的那些，不過是家常小菜。 

「滿漢全席是什麼？」阮新倫好奇道，就是花子玉和黃少雲都忍不住看了過來。 

「就是一百零八道菜組成的宴席。」白青黛解釋。 

「一百零八道……」阮新倫被這個數字嚇到了。 

「裏頭有杏仁佛手，合意餅，四甜蜜餞，八寶野鴨，龍井竹蓀……」白青黛很是

順溜地一口氣報了幾十道菜，將阮新倫引得口水都要流下來了。 

「白師妹，妳不會是糊弄我吧，這麼多好吃的，我怎麼都不知道？」阮新倫忍不

住問道，就怕白青黛給了他希望，結果又告訴他不過是唬他的。 

「這可是公主府的祕技，一般人可不知道。」白青黛記得黃少雲也是京城的，自

然不能說這是京城的有名菜色。 

阮新倫聞言，下意識地點點頭。既然是長公主府的祕技，他不知道也是正常的。 

「我聽說以前長公主府裏頭有一大片的梅花林，可惜後來福惠長公主到了白家，

長公主府便關了起來，我娘之前提起來還心心念念的很呢！」黃少雲在一旁說道。 

福惠長公主身為天下最為尊貴的公主，自然有屬於自己的公主府，而且那個公主

府比一般的皇子府邸還要豪華不少，足以看出當今聖上對她的重視。 

只是福惠長公主成親不過四年，便帶著長子跟著白家三老爺到了白家，而白青

黛，還是在白家誕生的。 

「哥哥從小在醫術上就極有天賦，祖父便想讓他在府裏和其他哥哥姊姊學習，娘

親最是疼愛兒女，捨不得哥哥小小年紀便離開她，就跟著爹爹回去了。」白青黛

笑著和他們解釋。因為這個事情，父親對母親的心就更加貼近幾分。 

兩個人的感情就是白青黛這個做女兒的在一旁看著，都覺得膩歪的很。 

「以前就聽說長公主和白三老爺伉儷情深。」花子玉輕聲道。 

兩人的感情讓天下的女子都羨慕的緊。大約女子都是期盼著一生一世一雙人吧。 

「我娘和我爹的感情，的確好的很。」白青黛的嘴角忍不住多了一絲小得意。然

後話頭一轉，「黃師兄，若是伯母真心喜歡那梅花林，等我回去便求我娘，請伯

母去賞梅，咱們回去，京城早該下過幾場雪了吧。」她感慨地說道，不知不覺離

家兩個多月，她都有些想家了。 

「那我就先謝過白師妹了。」黃少雲先是一愣，然後朝她輕輕作了一個揖，表示

感謝。 

「客氣。」白青黛露出燦爛的笑容，大大的眼睛彎成了月牙樣，整個人顯得純淨

又美好。 

花子玉三人一時間竟都有些看呆了。 

第二十二章 白七開方 



和阮新倫他們分開，白青黛有些擔憂，「花師兄，那王家若是不讓我們進可怎麼

辦？」 

他們兩個看起來年紀都不大，實在沒有什麼說服力。 

「天醫院建在雲州已經有數百年，雖說世人未必知道它的具體位置，但是大家都

知道，每年的九月到十一月，天醫會來雲州。只要是這幾個月，便有不少人家會

貼這種賞單，希望能被天醫挑上。」花子玉悠悠解釋，「再早些時候，不少天醫

會親自出來揭單，但近年來，天醫們的年紀漸大便不大出來了，反倒是將此交給

下面的弟子作為考核的題目。 

「最近幾年，這雲州的百姓也都習慣了，所以白師妹不必太擔心這些。」花子玉

笑著安撫道。 

白青黛聽到這兒，終於鬆了一口氣。 

瞧著花子玉的模樣，的確很容易讓人信服。 

說話間，王家便到了，兩人下了馬，還沒有進門，就看到一個老頭兒被攆了出來。 

那僕人還衝著老頭兒直罵，因為講的是雲州的地方話，語速又極快，白青黛幾乎

沒有聽懂多少，但是也知道多半不會是什麼好話。 

花子玉微微皺眉，見白青黛面上沒有別的表情，這才微微展了眉。明白她聽不懂，

不然就汙了她的耳朵了。 

花子玉因為來雲州的次數比較多，一般的雲州地方話他都能聽懂。 

等那人走遠了才慢慢走上前，將那賞單遞過去，道：「我們是來看診的。」 

那僕人先是將花子玉和白青黛都細細打量一番，眼中露出一絲驚喜，「不知尊上

貴姓？」這兩人一看就不是凡人，如今又正是十一月，他心中狂喜不已。 

「姓花。」花子玉淡淡地回道，這樣的事情並不是第一次，所以也不覺得對方失

禮。 

「花」這個姓並不多見，而且世人都知曉，這十二位天醫中，便有一位花天醫。 

聞言，那僕人根本就沒有問白青黛，直接將兩人請了進去。畢竟能和天醫高徒一

塊兒過來的，肯定也不是一般人。 

「老爺、老爺。」那僕人很是激動地喊道。 

王老爺此刻正煩躁著，聽到下人如此不懂事，頓時怒道：「你這麼大呼小叫做什

麼！」 

那僕人微微收斂了一下情緒，但是嘴角還是止不住上揚，道：「花大夫來了。」

在說到姓氏的時候特意加重了語氣。 

王老爺一聽，腦袋馬上就轉過彎兒來，連忙站起來，「快請花大夫進來。」 

花子玉原本就站在那僕人身後，幾個跨步就進了屋子。他看起來極為年少，卻沒

有人敢小看了他。 

王老爺甚至有些誠惶誠恐地作揖，「失禮了，犬子就要麻煩花大夫您了。」 

這王老爺看起來起碼四十出頭，卻對著一個不過十幾歲的少年如此行禮。白青黛

看了心裏忍不住有些觸動。當人生病時，能治好病的大夫真的很重要！ 

「病人在哪裏？」花子玉簡單地衝著王老爺點了點頭，便直截了當地問。 



「您們跟我來。」 

白青黛因為跟著花子玉，有幸受到尊重的招呼。 

這王家雖然不算是大富大貴的人家，卻也是小有資產，特別是有幾家製墨坊，在

雲州算是小有名氣。 

白青黛以為，依王老爺的年紀，那王少爺少說也得有十幾歲，等看到本人才發現，

那王少爺不過是一個四、五歲的孩童。大約是老來得子，也難怪他那麼緊張。 

她眼中的詫異過於明顯，王老爺搓著手解釋道：「這是我的老來子，還是他娘拚

著命生下來的，所以一直寵的很，這次也是教他讀書的先生說他的身體好像不大

對，我才發現的。」 

白青黛連忙收斂自己的神色，轉而觀察起男童來。 

「爹爹，你來了啊！」王子聰看到王老爺明顯很是歡喜，原本在寫字的他一下子

躥了過來。 

他的目光觸及到白青黛和花子玉時，臉上多了些羞澀，十隻手指都攪在一起，大

約是平日不大見外人。「哥哥、姊姊好。」 

花子玉和白青黛都衝著他微微一笑。 

「聰哥兒，你去坐著，讓花大夫給你把把脈。」王老爺很是愛憐地摸摸他的腦袋。 

王子聰聽到王老爺說這是大夫，眼底深處多了一絲彆扭，卻還是乖乖地坐到了一

邊的椅子上，只是身子總是一扭一扭的。 

王老爺瞧著忍不住歎氣，若是長此以往，以後哪個先生願意教他。 

花子玉看了一眼白青黛，「白師妹，妳先把脈吧。」 

他有意先聽聽白青黛的診斷，也是想要讓她多練練手。若是她不行，那他再接手。 

白青黛有些忐忑地回看他一眼，才走了過去。 

「姊姊也是大夫嗎？」王子聰小聲問道。 

白青黛微微猶豫了下，才點點頭。她應該算是大夫了吧？ 

「姊姊長得可真好看。」王子聰繼續道，身子忍不住又扭動了幾下。 

「你坐好。」白青黛柔聲道。 

「我坐好了啊！」王子聰很是無辜地眨著眼睛看著白青黛，但身子卻好似控制不

住一般動了好幾下。 

白青黛忍不住多看了他兩眼，細細把了脈，又說：「張嘴，我看一下你的舌頭。」 

王子聰依言照做，只是他總是忍不住動動腳、動動腦袋，整個人很是頑皮的樣子。 

舌質淡紅，舌薄白。白青黛又問了一些平時身體的狀況。 

「姊姊，還沒有好嗎？聰哥兒想要睡覺了。」王子聰噘著嘴說，還用手揉著眼睛。 

白青黛聞言，下意識地看了一眼花子玉，然後站起來，走到他那邊，對他微微點

頭。 

「白師妹，可是有了診斷？」花子玉看白青黛目光中透著一絲堅定，就知道她應

是有了答案。 

「聰哥兒該是得了『煩躁』。」用比較現代的話解釋，就是多發性抽動症。 

白青黛剛開始覺得王子聰的小動作特別多，就琢磨著他是不是得了小兒過動症，



後來一把脈，再加上美男一直在她腦袋裏嚷嚷，她就有了結論。 

花子玉的臉上露出一絲淺笑，「那就請白師妹寫方子吧。」 

白青黛有些詫異地看著花子玉，他未免也太放心自己了吧。 

「花師兄，不如你再去看一看。」 

花子玉猶豫了下，便點點頭，將白青黛之前的動作都重複了一遍，得出和她一樣

的結論。 

「這病嚴重嗎？」王老爺在一旁問道。 

之前那些大夫，十個裏頭有七、八個都說聰哥兒沒事，小孩子喜歡動是再正常不

過，剩下的兩、三個倒是開了藥，但是吃了以後，聰哥兒是不愛動了，卻整天光

顧著睡覺。 

聰哥兒畢竟年紀小，王老爺也不敢再讓他隨便吃藥，還好運氣好，遇到了他們。 

雖然這兩位都沒有明說，但就這個氣度，說不是天醫的弟子，他是不相信的。 

「王老爺不必擔心。」花子玉氣質柔和，不過簡單的一句話，馬上安撫了王老爺

焦躁的心。他轉身看向白青黛，道：「那就麻煩白師妹開方吧。」 

白青黛點點頭，這次沒有推辭。她走到之前聰哥兒練字的書桌前，慢慢寫了起來。 

原主雖然學醫不行，但是字在同齡之中還是算寫得不錯的，只是年紀小，手臂沒

有什麼力道，字有些虛浮。 

但是自從白青黛來了以後，力氣大了好幾十倍，完全沒有這種擔憂，等她一寫完，

下面的幾張紙全部被滲透了。 

「師妹的字倒是好風骨。」花子玉誇獎道。白青黛的字很有筆力，卻不見過分的

鋒芒，多了些女子的秀氣。 

她的字，倒是和她的性格極為相似。 

「花師兄你可不要這麼說。」白青黛的臉一下子就紅了，她是見過花子玉的字的，

極為好看，她可不敢在他面前獻醜。 

「白師妹不必過謙。」 

白青黛索性不說話，只是將藥方遞給花子玉，讓他看看有沒有什麼不對的。 

花子玉含著笑接過，越看神色越是驚奇。 

他以為白青黛的話，多是會寫九味羌活湯，第一次開藥方的人常是按照以往瞧過

的現成藥方開方子。 

但她卻是在這個九味羌活湯的基礎上進行了加減，變成了一個獨創的藥方。這樣

的能力，若是沒有幾十年的行醫經驗，是很難有足夠的把握的。 

就是花子玉自己，也不敢貿貿然隨便加減藥材。 

「花大夫，這個藥方可以用嗎？」王老爺很是緊張地看著花子玉。 

就他們二人來看，還是這個花大夫看著更加靠譜些。 

「藥方沒有什麼問題，只是這裏頭有一味藥，一般藥鋪極為少見，我那邊倒是有

一些，明日我們再過來吧，我順便將藥材配好。」花子玉將那藥方隨意地往自己

的袖子裏一塞。 

他必須得回去請教天醫們。 



「那就謝謝花大夫了。」王老爺連連作揖，又衝著白青黛道了好幾聲謝。 

「王老爺客氣了，那我們就先告辭了。」花子玉說。 

「我送你們、我送你們！」 

一出王家的門，花子玉便打算帶著白青黛回去，現在時辰還早，回去的話，能在

天黑前到。 

「花師兄，是藥方有什麼問題嗎？」白青黛看到花子玉的表現小臉兒都白了。 

她不是王老爺，自然知曉那藥方裏的藥都算得上稀鬆平常，而能讓花子玉這麼老

實的一個人說謊，勢必是比較嚴重的事情。 

比如說，方子錯了。 

她想到這兒，忍不住哭喪的沉下臉。她原本想老老實實的開一個九味羌活湯，偏

偏美男一直在和她說，哪味藥材該加量，哪味該減量。 

美男作為一個醫藥系統，白青黛自然是信任它的，再加上她第一次開方，多少沒

有信心，此時她在心裏快把美男罵死了，要是花師兄沒有發現的話，那她豈不是

害了人？ 

美男很是不服氣，「妳這是在汙衊我，作為系統，我也是有尊嚴的！」 

在它看來，那不過是一個小小的病症，根本不用花費能量就能拿出應對的藥方。

偏偏這個人寧願相信別人，也不相信自己！ 

「不是的，白師妹妳不要擔心，我只是有點拿不准，想要請天醫們看看罷了。」

花子玉見白青黛總是笑咪咪的臉蛋兒因為緊張繃得緊緊的，連忙將實話說了出

來。 

「真的嗎？」聽到花子玉這麼說，白青黛的心才放下一半，但在還沒有正式得到

答案前，她多少還是有些擔心的。 

「真的。」花子玉點點頭。 

「那我們買點菜再回去吧。」白青黛眨巴著眼睛提議道。 

若是等下真的錯了，那她就做點好吃的，免得被罵得太慘。 

花子玉也是想到她的感受，臉上的笑容一下子大了不少，「那就依妳的。」 

其實那些天醫人都是極好的，白青黛又是第一次開方，即使錯了，也不會太嚴厲，

而且並沒有造成什麼傷害，頂多口頭上多叮囑幾句罷了。 

 

 

天醫們原本都在糾結晚膳的問題，冷不防看到白青黛回來了，嘴巴都快咧到耳根

了。 

「果然是女娃娃貼心啊！」眾天醫啃著白青黛專門帶回來的福雲樓的招牌烤鴨，

感慨道。 

至於白青黛，自然是在廚房忙碌。 

「白天醫，這是白師妹開的方子，我有點拿不准，便先帶了回來。」花子玉將之

前白青黛寫的那個藥方拿出來。 

「小七的字倒是不錯。」坐在白家老祖宗旁邊的洪天醫看了一眼，一筆一劃很有



力道，是她那個年紀的女孩子中很少見的。 

看樣子，應該下過苦功。 

白家老祖宗微微頷首，只是看著那方子，面色卻越發的凝重起來。「這個方子，

真是小七寫的？」 

大約是他的神色太過奇怪，別的天醫也紛紛圍了上去。 

阮天醫瞧了一眼，便問道：「那病人的情況如何？」 

花子玉將他之前看到的症狀和脈象都說了一遍。 

聽完花子玉的話，在場的天醫一下子就陷入了沉思。 

「你說，那小七真的才跟你學了幾個月的醫？」月婆婆有些遲疑地問道。 

單看這方子，這寫方子的人最起碼得有幾十年的看診經驗，不然她實在難以相

信，能將其中的藥材分量搭配的這般好。 

而白七，現在不過是一個十歲的女童。 

白家老祖宗明顯也有些愣住，頓了有好一會兒才輕輕點點頭。 

「好你個小白啊！」薛天醫一掌重重地拍在白家老祖宗的背上，「你說你怎麼就

這麼好的運氣，這幾十年來沒有收一個弟子，這一收就收了一個這麼厲害的，就

她這進度，不會三五年就超越了我們吧！」 

白家老祖宗神色有些僵硬，更是難得的沒有和薛天醫計較。 

他一直想著有個能超越所有人的弟子，但是現在看到白青黛這麼出人意料的表

現，他心裏又有些說不上來的怪異。 

「花師兄，你能進來幫我端一下菜嗎？」白青黛在廚房裏頭喊道。 

「好，我這就來。」花子玉應了一聲，然後又看了那個藥方一眼，天醫們的表現

已經告訴他，這個方子是對的。 

「方子你收著吧，既然答應了別人，你等下就藥方將藥材配齊了。你也不要心裏

不舒坦，有時候，天賦這玩意兒就是讓人那麼嫉妒。」花婆婆輕輕拍拍花子玉的

肩膀，安慰道。 

以往這幾個少年都是以他為首，如今，年紀最小的白青黛一下子崛起了，他的心

情肯定是有些難受的。 

「師父，我沒有不舒坦，這個藥方沒有問題，我就放心了。」花子玉的臉上露出

一絲笑容。 

最開始他雖然也震驚，卻沒有嫉妒，反而感覺鬆了口氣。 

他一直沒有忘記，之前白青黛那有些忐忑的眼神。 

大大黑黑的眼睛帶著一層霧氣，眨巴眨巴的，眼底明顯有著不安，讓人看了忍不

住想逗她開心。 

「沒有就好，小七也是好孩子，你快進去吧。對了，讓她多煮點飯，咱們中午都

沒有吃飽呢！」花婆婆在一旁叮囑道。 

花子玉收了藥方，點點頭便進去了。 

「花師兄，天醫們怎麼說啊？」白青黛見花子玉一進門，就連忙跑過去問道。 

花子玉在她做飯中途出去，自然是為了那個事情。 



她在廚房裏戰戰兢兢地收拾著菜，很想要聽他們說話，卻又有些不敢聽。 

後來聽大廳傳來薛天醫激動的一聲「小白」，她嚇得差點沒把自己的手給切了，

實在按捺不住這才叫了他進來。 

「天醫們都說那藥方是極好的，白師妹可放寬心。」花子玉見她拿著菜刀，緊張

地盯著自己看，忍不住往後退了一步。 

白青黛一聽，都要忍不住揚手歡呼起來，一抬手，才發現自己還拿著菜刀，尷尬

地沖著花子玉一笑，「我去做菜、我去做菜，那就麻煩花師兄幫我摘一下青菜葉

子。」 

「哼！」美男冷哼一聲，「如今妳知道是對的了吧。」 

白青黛在心裏腆著臉，很是諂媚地說道：「美男哥哥，你大人不記小人過，以後

我絕對相信你，你是最棒的！」 

這是白青黛第一次這麼浮誇地誇獎美男，偏偏他受用的很，只是語氣有些彆扭，

「這次就暫時原諒妳好了。」 

「美男哥哥最好了！」白青黛暗暗鬆了一口氣，還好將那個小祖宗哄好了，不然

他傲嬌起來可麻煩的很。 

她也算是抓住了美男的個性，他就是一個虛榮到只喜歡聽好話的傲嬌系統。 

「白師妹，妳怎麼了？」花子玉見白青黛有些魂不守舍地切菜，看得他有些心驚

膽戰。 

「沒什麼、沒什麼。」白青黛回過神來，暫時切斷了和美男的聊天，專心做起菜

來。 

既然心情那麼好，那就多做幾道菜吧！ 

 

「小七的手藝真真是好。」薛天醫吃了一口茄子，差點沒有將舌頭一塊兒吞下去，

這種茄子的做法，他從來沒有見過。 

這茄子裏頭還能塞肉，而且甜甜辣辣的，油而不膩，入口即化，好吃到恨不得將

盤子直接端到自己面前來。 

「我覺得這道魚比較好，先不說刀工，這酸酸甜甜的滋味，上面的糖漿一點兒都

不黏牙。」花婆婆捂著臉，一臉享受樣，「要是小七是我的弟子就好了。」 

「咳。」白家老祖宗輕咳一聲，「小花，妳家子玉可還在呢！」 

「這有什麼關係，給子玉找個小師妹也是極好的。」花婆婆看著那滿桌的菜，恨

不得將白青黛從白家老祖宗那邊搶過來。 

「這是最後一個菜了，如今天氣涼了，正好吃點蘿蔔羊肉湯。」白青黛端著一大

口陶瓷鍋出來。 

「小七，來來，妳快坐下，今天累了吧，等下到我屋子裏來，我給妳扎下穴，保

管妳明兒起來神清氣爽。」花婆婆在一旁說道。 

「別別，不扎我也是神清氣爽，花天醫您還是饒了我吧。」白青黛連連擺手，她

可無福消受花天醫的溫柔。 

花婆婆在一旁捂著嘴看著白青黛笑。 



「既然有羊肉，那明兒早上還有羊雜湯嗎？」洪天醫在一旁問道。 

那羊雜湯自從白青黛之前做了一次，他一直心心念念著。以前只覺得那些東西髒

的很，都是直接扔掉，沒想到他錯過了那麼多的美味啊！ 

「這次只買了羊肉，並沒有買整隻羊。」白青黛說道，言外之意就是沒有羊雜湯

喝。 

集市上賣羊肉的人多的很，但是賣羊內臟的，卻是一個都沒有，那些東西擺出來

賣，是會被人笑話的。 

「不如我們下次買群羊回來？」高天醫在一旁提議。 

「這個可不容易，那羊肉一下子也吃不完，而且羊要過地道也麻煩的很。」月婆

婆直接說道，「還不如直接去宰羊的人家守著，專門收那些玩意兒。」 

月婆婆原本不過隨口一說，在座的人卻都是眼睛一亮。 

他們平日沒有什麼事兒，特別是如今弟子們都出門了，他們就越發無聊，對著互

相的老臉也是沒什麼說話的慾望，還不如去找點別的事情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