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楔子 

天下，原本南北鼎立。 

南有大月，北有赤焰。 

大月朝和赤焰國各據一方，直到十幾年前一役，大月慘敗於赤焰，為了表達誠意，

便將太子月智送到赤焰做質子。 

然而時光流逝，太子月智長大成人，居然在赤焰舉兵而反。赤焰戰敗，大月朝於

十五年後始得翻身，太子月智也即刻受召返國，繼承王位。 

第一章 

我在等待 

等待的每分每刻都很漫長 

他曾經說過的話 

還溫柔地迴盪在耳邊 

他們都說 

他不會回來 

我還在等 

等那個不會回來的人 

「不行，我不能答應！」華美的室內，一個紅衣美男子面露怒色，瞪視著他面前

穿著月白錦袍，頭戴皇冠的男人。 

如果不是他此刻容顏惱怒，其實他是非常好看的，挺俊的鼻，修長的眉，深邃閃

亮的眼，左眼角邊還有一顆魅惑撩人的痣，風情俊俏。 

他就是大月朝的烈焰將軍，風寂雲。 

「你最好搞清楚，現在朕不是在徵求你的意見，而是在命令你。而你，沒有拒絕

的餘地！」月智臉上同樣有著怒容。 

「月智！」叫做風寂雲的男子站起身，不顧尊卑直呼皇帝名諱，因為這位陛下突

然間變得蠻不講理，居然說出這麼荒謬的話來。 

「你坐下！」月智臉色沉靜而嚴肅，「我不是在跟你開玩笑。你與大祭司的婚事

早在你們尚在襁褓，你父親淳王爺就與上任祭司定下了這門親事，如今只是時候

到了，你必須娶他而已。」 

「他是男的！」風寂雲忍無可忍，一掌拍在桌上。 

「我朝不禁男風，男人與男人亦可以成親，沒有人會笑話你。」他沉聲道。 

「可我不喜歡！」風寂雲不知該哭還是該笑，哪有這樣的，逼迫他娶一個男人？

就算沒人笑話，他自己都不能接受！拜託，這是終身大事，總要娶個自己喜歡的

人，是要過一輩子的人呢，怎麼能草率？ 

何況現在皇帝要他娶的人，還是本朝的大祭司，那個被說成是人和妖所生下的孩

子。 

「寂雲，你還不明白嗎？這是長輩定下的事，你推拒不了。」月智的臉色更加難

看，這是他生氣的前兆，對於這樣抗拒的態度，他也沒了耐性。 

「這種事情不能勉強，你素來賢明，怎麼會不理解我？」 



「這件事我無能為力。按照誓約，你必須娶他。這已經不僅是你的私事，娶大祭

司過門，也是我們大月朝的大事。畢竟，謝離是大月現任的最高祭司，擁有神力，

歷來首席大祭司無論男女，都必須嫁給朝中一品以上的重要官員，按照先祖的規

矩，今年是他二十三歲華年，必須完婚，所以連典禮都需要隆重安排。 

「這是你父親臨終前的親筆信，你可以自己看一下。」月智繃了一張臉，將一冊

絹布扔到他面前。 

風寂雲仔細地看，越看到後面臉色越難看。 

「怎麼樣？淳王爺的親筆，你總認得吧？」 

「我……」他不知該說什麼了。 

「寂雲，你現在沒有選擇。若你非要拒絕，那就是背棄了我大月朝，也背棄了你

死去的父王。」月智看著他，語氣慎重。 

「可是，我真的不喜歡他。」風寂雲慢慢坐下，臉上露出一抹苦色，「要我娶那

種冷酷自私的人……」 

謝離親手殺死同門師兄的事在大月無人不知，正是因為他殺了本該繼承祭司之位

的大師兄，自己才得以坐上首席大祭司的位置。 

「那是……」月智注視著他的眼，神色幽深，似乎有話要說，可最後還是改口，

「婚禮的事情，我會籌備。如果……你真的無法接受，那麼你可以納妾……」 

「月智？」風寂雲訝然地抬頭，無法相信他會講出這樣的話來。要他娶謝離已經

夠離譜了，現在居然還講到納妾的事情，一時之間，他都快不認識這個在赤焰做

質子時同甘苦的朋友了。 

「別怪我冷酷，我只說實際的事。如果你無法接受謝離，也不能休了他，換言之，

你淳王府烈焰將軍的正妻，必須是謝離。但畢竟還有長長的一生，也不能罔顧你

的幸福，所以，你可以納妾。」 

「月智！」風寂雲打斷他，覺得好友說的話有點討厭了。既然他會為他如此想，

就不該食古不化的遵守什麼約定讓他娶謝離啊！ 

「算了，我知道一時之間你無法全部接受，以後的事還可以從長計議。但這個月

的大吉之日，就是你和謝離完婚之時，所以，你現在要做好的，就是準備迎娶。」 

 

於是，淳王府的烈焰將軍要和首席大祭司成親的消息，一下傳遍了大月朝上下，

一時間成為眾人議論的話題，也成了達官貴人之間茶餘飯後的消遣。 

有人好笑，雖說大月不禁止男子與男子在一起，但那畢竟也是極少數，現在堂堂

大將軍居然要公然娶男子為妻，自然成了笑料。 

有人畏懼，因為聽說那大祭司非人非妖，擁有可怕的力量，和這樣的人生活在一

起，很可怕。 

當然也不乏同情的，覺得要娶一個男人的風寂雲，未免有些悲慘，而他們自然大

都是和風寂雲交好的人。 

這幾天，淳王府就一直籠罩在一片愁雲慘霧中。 

「少爺，後院的西廂房已經打掃好了，那……那大祭司就要住在那裏嗎？」一直



跟在風寂雲身邊的晴言滿臉憂色。 

風寂雲被他的表情逗笑。晴言和他年齡相仿，是打小就被買來伺候他的，除去他

隨月智到赤焰當質子那幾年之外。 

「怎麼了，你現在就害怕了？」他故意逗他，難得在這些天裏有點好心情。 

晴言點頭，「少爺，我這幾天聽說了很多關於那個大祭司的事情，聽說他非常嚇

人，在他身邊就有鬼魅之氣，還說他……」想到自己聽來的那些話，他就嚇白了

臉。他沒讀過多少書，認識的事情大都在淳王府，單純沒心機，因此別人說的話

他泰半相信。 

風寂雲拍了一下他的頭，「傻子，別聽那些人亂說，越說越像回事，嚇壞了府裏

那些丫頭怎麼辦？再說你還沒見到他就已經嚇成這樣，那叫你去服侍他……」 

「別！少爺，別……」晴言瞪大了眼睛，更是嚇得臉色蒼白。 

「哈哈！」他笑起來，「放心，他不敢動你們，我會保護你們的。」他說得肯定，

眼中露出一抹冷意。 

 

大月朝大吉之日，烈焰將軍風寂雲迎娶大祭司謝離。 

一路上，迎親隊伍敲鑼打鼓好不熱鬧，當身穿紅色禮服，被紅色喜帕遮住面容的

大祭司從眠月宮裏出來，風寂雲還真的嚇了一跳。 

哈，這好像真的在娶個女人一樣，除了對方和他一樣是男子，也穿著紅色的禮服，

並不是裙袍。 

這個謝離是不是也不對勁？居然會答應這種事，如果說是他師父的遺志倒還勉強

說得過去，不過這個人有殺兄的惡名，要說如此心狠手辣之人會遵從遺志，多少

讓人有點懷疑他是否別有用心。 

拜堂的時候，對方拿綵球的那手似乎有些顫抖，風寂雲會注意到是因為自己這邊

的綵帶也有抖動的樣子。 

莫非謝離在緊張？他才一想，就覺得自己的解讀有點可笑。對方可是連妖魔鬼怪

都不怕的大祭司，怎麼可能為這種事情而緊張？ 

一天熱鬧的婚禮儀式下來，送走所有賓客，已經是午夜時分。 

風寂雲猶豫了半天，才走到後院的新房。 

房間裏亮著一點暈黃的燈光，從模糊的窗子透出，在這深夜，不知為什麼有一點

淒涼。 

他知道房間裏只有謝離一個人，稍早他就吩咐過丫頭們將大祭司送進新房便可以

離開，因為知道她們害怕。在大月朝，敢接近謝離的人沒有幾個。 

本來他想不用來招呼了，但月智離開前那句像是猶豫許久才說出的「好好對他」，

讓他心裏始終有種怪異的感覺，是以躊躇了半天，還是來了。 

他敲了敲門，半晌，似乎聽到細碎的聲音，還好像因為絆了什麼而撞到，他不可

思議地想，謝離不會是連紅蓋頭都沒拿下來吧？ 

感覺房裏的人是要走過來為自己開門，但是又不出聲回應，他有點生氣，覺得這

個人真是傲慢到一點禮貌也沒有。 



於是他站在門口道：「不用來開門了，我只是過來說一聲，今天很累了，也請大

祭司早點休息。我的房間在東廂房，若有什麼需要，大祭司儘管吩咐便是。」 

這幾聲大祭司說得有點諷刺，他說完，沒再作停留，轉身離開。 

他現在最想做的事，就是回自己的房間泡個澡，這一天下來也夠累的，他要好好

舒緩舒緩。 

 

門外的腳步聲漸漸走遠，又恢復了深夜的寂靜。 

謝離聽著那聲音一點一點的消失，怔怔的站在門前半晌，才慢慢走回床邊。 

蓋在頭上的喜帕遮著眼睛，使他看不見任何東西，眼前只有那片紅在輕輕的晃

動，這片在他眼前晃動了一整天的紅色，終於還是沒人取下來。 

他呆呆地坐在床上，耳邊只有輕輕的風聲，和一些屬於夜的寂寥。 

眼前彷彿出現了一點幻覺，那是一個男人抱著自己的身影。 

溫柔的聲音響起來，「以後一定要風風光光的把阿離娶回家！要親手揭下阿離頭

上的紅蓋頭，看看我美麗的新娘！」 

那個聲音一邊說一邊開心地笑，帶了幾分憨傻和天然，是那麼撼動人心的笑容。 

濕熱的東西簌簌地落下來，落到紅色的喜服上，浸濕了那紅色，有些突兀。 

謝離怔了怔，急忙去擦自己的眼睛，但似乎越擦越多。最後他輕輕捂住自己的臉，

將哭泣的聲音掩蓋在那雙手裏。 

 

淳王府寧靜的早晨，突地被一道驚恐的叫聲打破。 

風寂雲還迷迷糊糊的，就見衝進來的晴言神色慌張，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拉他，「少

爺，快醒醒，少爺！」 

他眨了半天的眼才對準焦距，看清面前的晴言。 

「怎麼了？」他傻傻地問。 

「不好了，出事了，少夫人……啊，不對，是大祭司……那個大祭司他……」想

到自己剛才看到的，晴言臉上又露出驚恐的表情。 

風寂雲總算清醒過來，神色一怔，「怎麼回事？」 

晴言拉著他跑往後院，風寂雲剛到後院就看到幾個侍女神色受到極大驚嚇的蜷縮

在草叢裏，看到他過來，有幾個還尖叫了起來。「少爺，鬼啊，鬼啊！」 

她們指著謝離所住的那間西廂房，顫抖個不停。 

風寂雲神色一凜。謝離大清早的在鬧什麼，沒事嚇唬他王府裏的侍女不成？ 

晴言拉住他想說什麼，他已經推開了房門，一眼就看到那個躲在紗帳後的清瘦身

影。他上前拉過他手腕，忍不住惱火。「謝離你在搞什麼？你……」 

說話的聲音戛然而止。他瞪大了眼，呆楞地看著面前的一切，幾乎不敢相信自己

的眼睛。 

眼前這張臉……這張醜陋恐怖到極點的臉……如果還能稱之為人臉的話。他不由

倒吸了一口冷氣，度過最初的震驚之後，極力控制自己，才沒有失聲叫出來。 

這就是謝離？ 



就是那個傳說中美貌的大祭司？哈，亂說什麼，這張臉根本醜得天上地下都絕無

僅有好嗎？ 

門外的侍女又瞥見那張臉，驚嚇的叫聲再度出現。 

謝離似乎也受到了驚嚇，急忙用衣袖去遮自己的臉，想將自己藏到紗帳下面，無

奈被抓著手腕，掙脫不得。 

「晴言，去把門關上。」風寂雲冷靜地吩咐。 

「是。」雖然怕得要命，但晴言還是很機靈地去把門關上，好讓那些侍女回魂，

不再受驚嚇。 

「門關上了，不要再躲了。」風寂雲雖然聲音還是有幾分冷意，但已緩和了不少。

看到這樣的謝離，他竟有點可憐他。 

一個人的臉要受到怎樣的傷害，才能猙獰到這樣子？這張臉似乎被刀劍狠狠地砍

過，一條條深刻的刀疤交錯在一起，皮肉翻騰，就算傷口長好，也無法看出一丁

點原來的樣子了。 

那雙幽黑的眼睛藏在這些焦破的皮膚後面，更增添了幾抹恐怖，如同鬼魅，如果

在晚上看到，必定會嚇死人。 

用這張臉去當捉鬼師，真是匹配。風寂雲這麼總結，又覺得自己的想法有點殘忍，

好像太沒同情心了。 

「她們是因為你的臉受到驚嚇嗎？」 

「我……」 

這個「我」字從謝離口中說出的時候，風寂雲又是嚇了一大跳。 

天，那麼沙啞不堪的聲音，就像一個年逾六十的老者所發出來的，哪是二十多歲

的樣子 

這沙啞破碎的聲音，配上那張臉，真正如同鬼魅了。 

大概是自己臉上有了受驚的表情，風寂雲看到謝離又往袖子後面藏，被自己抓在

手裏的手腕也掙扎了幾下，似乎想要掙脫。 

「你怎麼了？」他挑了挑眉，討厭說話說一半的人。現在他需要瞭解事情，才能

解決啊。 

「少爺，大祭司他要梳洗，就命人送了水過來，大概是小青那丫頭好奇吧，就躲

在那裏偷看，結果被……被嚇到了……」晴言想到那時候的事。因為聽到躲在房

門口的小青尖叫，還以為發生了什麼事，跑進來看的時候，他自然也被嚇到，再

之後，被叫聲引來後院的丫頭都看見，就變成全體尖叫…… 

「晴言，你先出去。」 

「是。」晴言帶上門，去安撫外面受驚的侍女們。 

風寂雲坐了下來，看著自從他放開手，就蜷縮在紗帳後面的男人。 

「你預備在那裏躲一輩子？」他語帶不滿，不喜歡眼前人這種畏縮的姿態。 

這模樣的謝離，哪是傳言中那個傲慢無禮、冷酷自私的傢伙？ 

半晌，那紗帳有了些動靜。謝離慢慢探出身子，低著頭，不對上他的眼。 

「聽著，我不知道你遇到過什麼又怎麼變成這副模樣，不過你現在已經這樣了，



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既然我們已經成了親，那麼往後你在府裏必須想些辦法，我

不想我府裏的人再受到驚嚇。你聽到了嗎？聽到就回答我。」 

謝離低垂的頭輕輕點了下。 

「我想你本來應該也準備戴面紗的是嗎？」他瞥見桌上放著的那塊白色面紗。 

謝離又點了點頭。 

「請說話，既然你不是啞巴，那麼請說話，這是起碼的禮貌不是嗎？」風寂雲忍

不住提高了聲音。這男人哪是什麼大祭司，不過是個懦弱的傢伙罷了！ 

謝離慢慢抬起那張「鬼」臉，目光在接觸到他的視線之後，又很快垂下頭。 

果然是個懦夫！風寂雲不耐地想。 

「你這個樣子月智是知道的是嗎？」 

「是……」那沙啞的聲音應了一聲。 

月智什麼也不告訴他，是不是太過分了身為皇帝，也不能這樣欺瞞自己的臣子

啊！就算從小定親，至少也要讓他知道是娶了這麼一個醜如鬼魅的人，心裏多少

有點準備不是嗎？難怪那傢伙說什麼納妾不納妾的。他鬱悶地想。 

「府裏下人那邊我會去解釋，以後你在府裏走動的話，就請戴上面紗。至於你的

聲音，我想時間久了，大家慢慢會不害怕的。今後我還是安排晴言來服侍你好了，

他畢竟是男子，膽子大一些，又跟我從小一起長大，是可靠的人。」 

「不用……我可以自己照顧自己……」 

這是風寂雲第一次聽到他完整的講一句話。但即使這樣一句話，聽起來還是好費

力，似乎是壓迫喉嚨那樣一個字一個字逼出來的，既沙啞又吃力。 

「你喜歡吃什麼，你的生活習慣怎麼樣，這些你都可以寫出來告訴晴言，他會安

排的。如果你還是覺得不適應，也可以叫眠月宮原來服侍你的人過來，我會安排。」

因為多少有點同情他，風寂雲不覺放軟了口氣。 

「謝謝你……」那雙幽黑的眼似乎鼓足了勇氣，才看向他，但在發覺他注視的目

光之後，又飛快地避開。 

風寂雲覺得非常無奈，站起身，想事情就暫且這樣吧，看來他娶男人真是娶了個

大麻煩，要解決的事情還不是一點點而已。 

「那個……」 

轉身要走的他聽到身後沙啞急切的聲音，奇怪的回了頭，有點疑惑地看向謝離。 

可謝離只遲疑了一瞬便又垂下頭，輕聲道：「沒事。」 

第二章 

偷偷地看你 

偷偷地愛你 

我的愛無法傾訴 

你的記憶裏，可還有一點我的身影 

 

風寂雲走進皇宮的時候多少帶了點怒氣。 

月智也沒生氣，像是知道他會來一樣。 



「怎麼樣，我們的風將軍新婚第一天就這麼勤奮的上朝啊。」他笑了笑，揮手讓

四周的侍從退下，一下子寢宮裏只剩下他們兩個人。 

「月智，你瞞了我很多事。」風寂雲瞪著他。 

「你看見他的樣子了？」月智收斂起笑容，輕輕一歎。 

「是，你應該早點告訴我的！還有他的聲音，聽起來就像個老頭一樣，馬上就快

不行……他真的是那個傳說中的大祭司嗎？真的只有二十三歲嗎？還是你瞞了

我什麼？我要知道實情！」他的神情陰鬱。 

「他是大祭司謝離，今年的月河祭就是他二十三歲生日，這一點也沒錯。」月智

認真地回答。 

「可是他……」 

「那張臉想必你也看得出是受了傷，至於他的聲音，也是因為藥物才變成那樣。」

月智像是想起了什麼，表情有些悲傷。 

「可他不是有神力嗎？聽說無所不能，怎麼把自己搞成那個樣子？」 

「再有神力也總有自己的弱點，不是嗎？無能為力的事情，也不是一點點。」 

「皇上，能不能請你別用這麼曖昧不明的語氣說話？你知道我腦袋不好使，可不

可以說得直白些？」 

月智淡淡一笑，看著他的眼睛，「你根本不笨，你是聰明人，該瞭解的事總會瞭

解的。現在，你還有什麼疑問嗎？」 

風寂雲氣悶的點點頭，「很好，我瞭解了我娶的的確是大祭司謝離，還有這個人

的確只有二十三歲，既然你給了我答案，那麼我暫時沒別的問題了。」 

看他轉身要離開，月智忍不住叫住他，「寂雲！」 

他疑惑地回頭。 

月智還是那種低沉憂鬱的樣子，「好好對他。」 

第二次了。風寂雲蹙起眉。 

怪怪的，真是怪極了，他又不會吃了大祭司，一定是相敬如賓的啊。 

 

錦烙，大月朝的兵部尚書，風寂雲的好友。 

當風寂雲踏進兵部尚書府的時候，那傢伙正張著嘴，甜蜜地等自己的情人餵食。 

看著好友在面前坐下，錦烙滿面笑容，嚼著口中甜蜜的食物。 

「小薰，真香啊！」他忍不住湊過去親了情人一口。 

「甜死你！」風寂雲說了他一句，就見錦烙如他預料中笑得更得意，那張黝黑的

俊臉讓人很想揍一拳。 

錦烙的愛人鳳薰，是大月的敵對國赤焰的王爺之子，為了錦烙跟家裏決裂，背棄

了自己的國家，跟隨愛人來到大月。 

所以，這兩個人，也算是大月八卦中特別的一對，最重要的，鳳薰也是男人。 

「我說，昨天剛成親的人，怎麼還有空來我這裏？」擦擦嘴巴，錦烙總算看向好

朋友了。 

「是過來讓你看好戲的，你不是很想看看我現在的樣子嗎？」喝了一口茶，他悶



悶地說。 

錦烙笑起來，「不錯，我的確很想看，現在看到你，我心情就更好了。」 

風寂雲摸了摸自己的臉，「我的煩惱已經寫在臉上了？」 

「欸，只不過是娶個大祭司而已，怎麼煩得了我們風將軍？」 

「沒錯，你說的一點都沒錯。」風寂雲爽朗地笑起來，故意應承對方不懷好意的

讚美。 

兩個人哈哈對笑，等笑夠了，錦烙才一掌拍在好友肩膀上，「說吧，你在煩什麼？」 

收斂起笑容，風寂雲神色也正經起來，「小黑，你以前見過謝離沒有？」 

「要說起來，好像有見過一次，不過是好多年前的事了，那時月智都還沒去做質

子呢，也就十五、六歲時的事啦。」 

「他長什麼樣子？」 

「美。」錦烙看了他一眼，半天才說了一個字，隨即笑起來，「你問這麼奇怪的

話做什麼？現在你娶了他，人就在身邊，天天可以看啊！是來跟我炫耀的？」 

「不對！」搖了搖頭，他沒有開玩笑的心情，「如果我告訴你，我娶的是一個醜

如鬼魅的大祭司，你相信嗎？」 

錦烙頓時愕住，「你是我朋友，你說的話我當然相信。但是醜陋……不可能啊，

除非那個人不是謝離。」 

「月智說是謝離，還說是因為出了變故才變成那樣。」他對月智的解釋也有點懷

疑。 

「欸，那真是可惜了。這輩子，你聽我說過幾個人美的？除了我們小薰。」說到

愛人，錦烙又露出霸道溫柔的笑來，「不過那謝離，以前可真正是個美人哪，我

這粗人還真描繪不來。」 

「算了，這不是重點，我只是對月智突然拿出父親的信和誓約有些奇怪罷了。這

樁婚事從頭到尾，我都是被動的。」 

「說起來，謝離繼位大祭司之後，還真的沒人看到過他的臉。平時祭祀他都會戴

著神官面具，除此之外，他那眠月宮也沒人敢接近。」錦烙思索地道：「月智太

不夠朋友了，居然讓你娶一個瑕疵品！」 

「小黑！」雖然知道朋友是在開玩笑，但這話仍是過分了，他覺得不該拿別人的

相貌那樣開玩笑。 

「好了，你不用煩了，我也不跟你開玩笑，月智你還信不過？他不會做害你的事

情，既然又是你父親的親筆，總不會有錯。那書信是你自己確認的，你現在是擔

心謝離到了淳王府以後，會趾高氣揚，傷害你府上的人是嗎？」 

「他好像和傳言中的有些不一樣……」回想今天早上的樣子，那個人好像沒什麼

趾高氣揚的地方，反而像有些怕生似的懦弱，應該不會去傷害其他人吧。 

「這不就好了？既然好相處，還煩什麼！」錦烙忍不住翻了翻白眼。 

好相處……風寂雲懷疑地想，這就未必了。 

 

晴言端茶進房的時候，看見少夫人正在摺一塊紅色的東西，走近後，才發現居然



是昨天少夫人蓋在頭上的那塊喜帕。 

他摺得非常小心仔細，手指輕輕撫摸過的地方，就像那裏生了花似的。 

「這個要拿去擺好嗎？」晴言連忙走過去，想著是不是要擺到箱子裏去。 

老實說，伺候這大祭司他還是戰戰兢兢的，就怕做錯了什麼事讓他生氣，或者他

會用可怕的力量懲罰自己。 

「不用，我自己……」 

沙啞破碎的聲音斷斷續續回答，晴言想他的意思大概是他自己可以。 

聽到他的聲音，晴言還是難以適應，總覺得心底毛毛的。 

雖然現在大祭司已經戴了面紗，只有那雙黑色的眼睛露出來，但是眼睛邊上還可

以看見醜陋的疤痕，會讓人聯想到他的臉，那張和鬼魅沒什麼分別的臉。 

他好奇地看謝離走到櫃子邊，取出一個顏色赤紅的盒子，那裏面只擺了一支木簪。 

謝離將喜帕放了進去，和木簪放在一起，目光掃過木簪的時候，停留了片刻，半

晌才關起盒子。 

晴言本來以為他會對那盒子施什麼法術，可搞半天什麼也沒發生，只是很普通地

收了起來，不禁笑自己真的太會幻想了，才會對謝離抱有這種既期待又害怕的心

情。 

可家裏忽然有個法力高強的人，聽起來總像神話一樣，他這幾天收集了很多關於

這個大祭司的奇妙異聞，對他可是充滿了好奇呢。 

 

風寂雲回到家的時候，正好是午膳時間。 

只是坐在餐桌上半天都不見謝離出來，他不由得皺了皺眉，心想有必要跟他說一

下這個家的用餐時間和規矩。 

雖然長輩都已經不在，飯桌上的人也就他一個而已，但是讓別人等，總不是什麼

好教養吧。 

「少爺，如果你是在等大祭司的話，那個……他吩咐了在房裏用午膳。」一旁的

晴言很懂得察言觀色，對自家少爺解釋。 

「他自作主張的？」他挑了挑眉。 

「不是的，少爺，早上用餐的時候，有侍女看到大祭司……那個……被嚇到了，

因為吃飯的時候大祭司一定要摘下面紗的啊……所以大祭司吩咐以後膳食都送

到他房裏就好。」 

晴言覺得這是體貼下人的舉動，應該解釋清楚才好。 

「算了，我自己吃。」風寂雲拿起碗筷，無意間瞥到旁邊侍女鬆口氣的表情，在

心裏歎了口氣。他從沒想過容顏醜陋還會有那麼多麻煩，心裏莫名的有些憐憫那

人。 

吃過午飯，他想還是去看一下謝離，就和晴言往後院走。 

剛踏進院子，他們便看到奇異的畫面。 

只見院子中心的花叢中，一個曼妙女孩在翩翩起舞，而旁邊，也有一個穿著五彩

織錦的女孩在彈琴。 



一襲白衣的謝離斜臥在庭院的軟榻上，閉著眼睛，不知是睡著了還是在聆聽琴聲。 

「這……」晴言張大了嘴巴，「家裏明明沒有這兩個侍女啊，我從沒見過……」 

「那是式神。」他無奈地看了看自己張大嘴的小書僮，假意咳了一聲喚醒假寐的

人。他有聽說過大祭司可以任意變化式神，以供消遣的事。之後大概也有必要跟

府裏人說一下，最好快點適應家裏忽然多出來的人或物。 

那一聲輕咳驚動還臥著的謝離，他坐起身，幽黑的眼中有一絲慌亂，沒想到風寂

雲會忽然出現。 

晴言失望地看著那兩個美麗女孩就這樣消失，最後似乎有兩枚五彩紙片被大祭司

收進袖口。 

「晴言，去泡一壺雲霧茶送來彌月亭，我和大祭司有話要說。」 

兩人相對而坐，這是風寂雲第一次在白天清楚看到謝離。 

他白色的衣衫有一抹清素的味道，覆於臉上的白紗也使他眼睛周圍那些疤痕不那

麼恐怖了。 

他很瘦，個子大概剛好到他肩膀，看起來實在弱不禁風，但似乎又有一股懾人的

威力。 

「那個……其實我們還不認識。」風寂雲覺得有點尷尬，兩個大男人礙於長輩的

命令成了親，但明明就還不認識。 

「你也看到了，淳王府的人口很簡單。我父母去世得早，也沒什麼長輩親戚，以

後這府裏除了我，你也是主人。在淳王府是絕對不許有刻薄下人的事情出現的，

在這裏，他們就像我的家人一樣，為王府做事，也受到尊重和保護。」 

謝離靜靜地聽，不多言。 

「剛才我看見你的式神，希望你能多注意一些，不要隨意變幻出來嚇到府裏的

人，畢竟他們對你的生活方式很陌生，我們都沒見過像你這樣可以任意召喚生靈

的人。 

「另外，我不知道你對我們的婚事怎麼看，我覺得很彆扭，也很勉強，畢竟你我

都是男子，我不知道要怎麼和一個男人相處。這是長輩定下的婚事，不顧我們的

意願，所以對你我都不公平……欸，我不知道該怎麼說……」風寂雲說著，苦惱

的抓抓頭髮，覺得不善表達的自己說不出要講的話。 

「你不想和我行夫妻之道，是嗎？」沙啞的聲音忽然響起來。 

這個聲音實在無法和眼前的身影連在一起，讓風寂雲有正在和六十歲老人交談的

錯覺，而且用老人聲音說出的這句話聽起來實在是……有些噁心。 

那當然，怎麼可能？他心裏直接就想反駁了。他們根本就不認識，況且那張臉又

是這種模樣，夫妻之道？怎麼想也是荒謬的事情。 

不過話到了嘴邊，他終究沒有說出口。 

怎麼說謝離也是個可憐的人，容貌毀了不說，聲音也毀了，對於這樣的人，從來

有濫好人之稱的風寂雲，更覺得要小心不傷害對方才是，所以就變成了欲言又

止，吞吞吐吐，無法回答。 

嘶啞的笑聲從那壞掉的喉嚨裏發出，天色有些陰沉下來。 



因為這個笑聲而有些悚然的風寂雲，只能呆呆地看著謝離。 

「我不會傷害你府裏的人，你可以放心。還有，請他們少來後院，畢竟陰陽師住

的地方多少有些鬼氣，對生人不好。」那幽黑的眼垂下去，沙啞的聲音慢慢道。 

風寂雲這才鬆了口氣。他明白了自己的意思，這番交談總算有了成果，如此，他

們也算溝通過了，不是嗎？ 

「還有，我不會干涉你……」謝離忽然抬頭，看著他。「如果你有喜歡的人，可

以和他在一起，我不會干涉你……」那蒼老的聲音像幽魂一樣嵌入風寂雲耳中。 

直到謝離離開，他還像著了魔一樣坐在那裏，心，莫名地感到難受，卻找不出原

因。 

 

大月邊境忽然傳來遭受赤焰國殘餘勢力攻擊的消息，在朝上被月智授命前去平亂

的風寂雲，下了朝，神色裏還有些擔憂。 

「怎麼了？很不想去？」單獨在一起的時候，月智看了這位死忠部下一眼。對方

明明是不情願的表情，若不是瞭解他對自己的忠心，他真要懷疑這傢伙是否可靠

了。 

「月智，我不喜歡打仗。」風寂雲悶悶地說。不知道為什麼，隨月智征戰多年，

很多戰鬥的記憶都模糊的混在一起，很多年過去後，他還是很不想去想到它們。 

直覺的，他討厭血腥和殺戮。 

「寂雲，」月智的手按在好友肩膀上，「我明白，沒有人喜歡殺戮。但是你要知

道，這是為了我大月朝的子民可以安居樂業，如果不去制止那些蓄意破壞的人，

只會有更多無辜的人受傷害而已。」 

「也許這麼說有點奇怪，可我好像有點懼怕戰場，總覺得在那裏似乎失去了什麼

很重要的東西。」 

月智聞言臉色一變，驚訝的神情甚至來不及掩飾。 

「怎麼了，我只是隨便說說的。」風寂雲笑了起來。 

「寂雲，你……」 

又來了，那個欲言又止的表情。「幹麼，有話就說啊！」他瞪了他一眼。 

「沒什麼，你此去一定要小心，我等著為你接風洗塵。」 

 

用過晚膳，因為明日就要隨軍出征，風寂雲無心睡眠，在院子裏漫無目的的散步。 

月亮掛在天上，星空點點的夜幕下，若有似無的琴聲傳入耳中，淡淡的，欲斷不

斷。 

他受了吸引，尋覓那琴聲而去，一直來到後院，才發現是謝離在彈琴。 

赤色的古琴如同抹了朱砂，在夜色中鮮豔光亮。這人連用的琴都透了些妖氣。風

寂雲想。 

謝離看見他，並沒有停止彈奏，琴聲一轉，反而嫋嫋地轉到另一首樂曲，舒意清

雋。 

他不禁閉上眼。這琴聲似乎能驅走心裏的鬱悶和煩惱，不知不覺間，他在那琴聲



中梳理好心情。 

一曲終了，風寂雲才睜開眼，微微一笑，「真是好曲子，彈得真好。」 

「從前也有人說我彈得好。」沙啞的聲音在此刻聽起來竟沒那麼刺耳了。 

「是真的好呀！」風寂雲笑了笑，「我本來有些心煩，聽了你的琴聲，好像得到

安慰了。」 

「是嗎？」謝離靜靜看了他一眼，「為什麼心煩？」 

歎了口氣，他的笑容變淡。「因為邊境又有戰事，我明天就要隨軍出征。大概我

不喜歡打仗吧，所以覺得很心煩。」 

謝離沉默片刻，忽然說：「我還有一個解決心煩的辦法，你要不要試一下？」 

「什麼？」他很好奇。 

謝離忽然站起身，朝他走近，白色的身影在月光下，似夢非夢。 

他走到他身邊，張開雙臂，輕輕將他的頭擁入懷中。起先風寂雲被他嚇了一跳，

不知道他要做什麼，身體有些僵硬。 

謝離的聲音輕輕地響起來，「現在試著閉上眼，放鬆下來。」 

覺得他並沒有惡意，風寂雲才依言閉上眼，感覺那雙手臂環抱著自己，呼吸間好

像可以聞到淡淡香氣，那是讓神經舒緩下來的味道。 

「不要害怕，你不是在傷害別人，只是為了大月的子民在戰鬥……」那聲音如夢

幻般輕輕地說著。 

一股熟悉又奇異的溫暖包圍了他，一點一點打開了胸腔，滲進心裏。 

最後，在那隱隱的香氣中，風寂雲睡了過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