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十二章 數次爭執鬧跳車 

這天夜裡，馬車到了一處驛站，五月與冉雋修一行四人下車，訂了三間單間，竹

筆與石硯共住一間。五月本來想要自己付房錢，冉雋修卻搶著付，她堅持要給他

房錢，他不收，她也沒法硬塞給他。 

訂好房間，他們便去吃飯。 

驛站旁邊有個小飯莊，是驛站班頭的親戚開的，提供路人飯食，菜色並不精緻，

不過藉著親戚關係靠送信的驛車捎帶食材，菜都很新鮮，分量頗足，口味也偏重，

最是適合旅人。 

五月在桌邊坐下，見只有冉雋修和石硯坐在一起，心中有些奇怪竹筆去了哪裡。 

冉雋修點完菜後又問五月要點什麼，她平時一直在家吃家常菜，很少在飯館吃

飯，讓她點菜她也點不來，何況她已經聽冉雋修點了四、五道菜了，就搖了搖頭。 

冉雋修便又點了個湯。 

飯菜上桌，五月吃完自己的飯，見冉雋修還沒吃完，她不好意思自己先回房，便

坐在一邊等了會兒。 

待飯吃完，冉雋修叫小二過來結帳，五月便不和他爭了，只是在他要回房時叫住

了他，「冉公子請稍等，你這段時日是不是一直沒有服藥？」 

冉雋修聞言停了停，隨後回身挑眉道：「今日雋修才知葉小大夫已經盡得葉大夫

的真傳。」 

五月有些惱，她好心詢問，他怎麼又叫起葉小大夫來了？ 

她不理他話中的諷刺，只指了指面前的桌子道：「冉公子請坐下。」 

冉雋修瞧了她一眼，最終還是走回飯桌前坐下，「葉小大夫是要為在下診治嗎？」 

五月不接他的話，只是公事公辦地讓他把手伸過來。 

冉雋修只得依言撩起袖子，將手臂平放在桌上。 

五月伸指搭上他的手腕，只覺得他手腕微涼，脈細無力，恐怕他停藥已經不是一

天、兩天的事了，不由得皺起眉頭，「冉公子，你為何擅自停了湯藥？」 

冉雋修冷冷道：「不再犯病自然不用再服湯藥。」他所服的湯藥中，其他幾味藥

倒也方便，唯人參與龍骨均價值不菲，特別是龍骨，極為難找，價格更是高昂。 

他原來家境富裕，自然不成問題，但自冉府被查封之後，家中商鋪、田產也都被

封，他便停了湯藥。冉夫人因心中憂慮丈夫入獄之事，不曾注意他自己停了藥。 

五月不知個中緣由，聽他所言只當他像有些病人那樣自以為是，認為沒了症狀就

可擅自停藥，便耐著性子來說服他，「冉公子，你沒有再犯心疾是因為持續服藥

的關係，如果擅自停藥，時間久了還是有可能會犯病。那我爹爹當年教你的按摩

術你可有每日都照做？」 

「還在做，我只是討厭天天吃藥而已。」 

五月不覺有些好笑，「怎麼會討厭？有病就要吃藥啊，這麼大的人了，怎麼還像

小孩子那樣怕吃藥呢。」 

冉雋修淡淡道：「每日吃藥，便每日都要想起自己是個身有疾病的人，這藥要吃

一輩子，怎麼不讓人討厭？」 



五月愣了愣，只覺他話裡帶著種自憐自傷的味道。 

她自小時候第一次見到他，直至現在，每次見他都覺得這人自傲得很，從未見過

他流露出這種有些脆弱的樣子。 

她行醫數年，見慣了生老病死，對他這種自憐自傷並不買帳，「冉公子，你可知

這世上病得比你重的人多得是？每日只靠湯藥吊著命的，今日不知明日是否還能

活；也有傷了四肢或是內腑，只能躺在床上度過殘生的人。你只是每日服藥就能

如常人般行動如常，已經算是很幸運的了。」 

「如常人般行動如常？是能像妳那樣爬樹還是鑽洞？」冉雋修冷笑一聲，起身離

去。 

他為何要在她面前說那句話？白白教她看輕，簡直是自取其辱。 

五月氣到了，她好心搭脈，好心勸誡，他全當驢肝肺也就罷了，還諷刺她上樹鑽

洞！她就是鄉下姑娘怎麼了？她自食其力行醫坐堂，鎮上許多人都喜歡她，這個

錦衣玉食的公子哥憑什麼看不起她？ 

她很想將這些話說出口，可是冉雋修卻完全不給她還嘴的機會，直接回房。 

五月憤憤地回到房間，但是她很快又出了驛站，來到飯莊的廚房，向裡面的廚師

借爐灶一用。 

 

 

冉雋修回到房中，見竹筆坐在一旁似乎無所事事的樣子，臉上就是一冷。 

竹筆剛才為了避開五月，是讓石硯盛了飯菜拿到樓上來吃的，不知冉雋修和五月

在飯後發生的不快，但他向來機靈，看苗頭不對，怕冉雋修再拿前幾日的事情做

由頭來訓斥自己，趕緊說要去驛站馬廄看看馬夫有沒有把馬照顧好，趁機溜出房

間。 

他在馬廄磨蹭了好一會兒，實在是待得無趣了，便慢慢地走出馬廄，從西側一條

小道轉回驛站前院，剛要轉過牆角，正好見到五月端著一個碗從院子外面進來。 

他趕緊往牆角後面一躲，心中暗暗嘀咕，葉姑娘剛吃完飯沒多久，怎麼又端回來

一碗東西？看她小心翼翼的樣子，像是滿滿一碗湯水，難道她之前沒吃飽？ 

他們的房間在驛站二樓，五月沿著樓梯上去，她記得冉雋修住的是丙字二號房，

看了看門牌確認沒錯便輕輕敲了敲門。 

房內響起石硯的聲音，「來了，來了。」 

房門很快就打開，石硯見到五月，不由驚訝地問道：「葉姑娘？有什麼事嗎？進

來說話吧。」邊說邊向側面讓了讓身子，好讓她進去。 

五月搖搖頭，「我不進去啦，這是給你們家公子的藥，你拿進去吧，記得喝完藥

後把碗還給飯莊。」 

她見石硯伸手接過藥碗，便道：「我回房去了。」說完轉身離開。 

竹筆遠遠地跟在五月後面上樓，心道：少爺只說不能出現在她面前，可沒有說不

能出現在她背後。 

他在樓梯轉角見五月遞給石硯一碗東西，這一路上樓，他已經聞到了藥味，眼見



五月回到自己房間，就溜回丙字二號房，望著桌上放著的那碗湯藥，很是八卦地

問道：「石硯，這是葉姑娘給少爺煎的藥嗎？」 

石硯道：「是啊，剛煎好就送來了，還熱呼呼的呢。」 

竹筆向石硯擠擠眼睛道：「那少爺怎麼不趁熱喝了啊？」 

石硯偷偷瞧了眼冉雋修，向竹筆招招手，竹筆趕緊湊過去，石硯悄悄把剛才飯後

冉雋修和五月吵架之事告訴了他。 

竹筆嘻嘻笑道：「這樣葉姑娘還特地去煎藥來給少爺喝，可見葉姑娘……真是心

善啊。」他話說了一半，見冉雋修朝他看了過來，趕緊改口，只是臉上還是一副

嬉笑表情，只因他知道自家少爺現在心情絕對不會太差。 

冉雋修瞥了竹筆一眼，卻沒說什麼，再瞧桌上這碗藥，他伸手端起藥碗，觸手溫

熱，把碗舉至嘴邊，鼻間還是那熟悉的氣味，這喝慣了的藥，今日竟變得不那麼

討厭了。 

其實病人不管病情是輕是重，多少都有些鬱悶、煩躁，脾氣也就難順，覺得吃藥

沒有效果，拒絕再服藥的有之；認為大夫沒本事，看不好的有之；自暴自棄不配

合治療的亦有之…… 

可是五月一直謹記自家爹爹的話，醫者父母心，不管病人如何鬧脾氣，作為醫者

不能和他們一般，因一時之氣而不顧醫者的責任，還是應該儘量勸誡病人繼續治

療，這是從醫者的良心，也是做人的道義，所以儘管冉雋修看不起她，她卻不能

就此不顧他的病情。 

她也知他雖然家道中落，卻還想撐著一份面子，既然他把她的食宿費用都搶著付

了，她便以替他繼續治療作為回報，若是把藥交給竹筆、石硯去熬，他們不一定

做得來生火煎藥之事，怕是藥還沒煎好，水先燒乾了這類事會層出不窮，所以她

還是好人做到底，替他把藥也煎好，送上門去。 

 

 

第二天一早，五月怕冉雋修因為討厭吃藥而把藥倒了，趁他不在時特意叫石硯過

來，問道：「冉公子昨晚把藥喝了嗎？」 

石硯笑嘻嘻地道：「全喝完了，從來沒喝得這麼爽快過！」 

他這一臉笑容讓五月莫名其妙，冉雋修只喝了一碗藥，又不是就此痊癒，他笑得

這麼開心幹麼？她疑惑地問道：「石硯，你有什麼高興的事嗎？」 

「少爺都停了快三個月的藥了，昨天才又肯開始喝藥，我當然高興了。」 

五月心中突然閃過一絲了悟，三個月前……不就是冉府被查封的時候嗎？難道他

不是因為討厭吃藥，而是因為藥材的價格太貴，他已經承擔不起每日服藥的支出

了？ 

爹爹開藥是因人而異，他在藥方裡開了人參、龍骨等高價藥物，是因為當時的冉

府完全承擔得起，人參大補元氣、複脈固脫，龍骨則起鎮驚安神止心悸之效。然

而今時不同往日，冉府財產全被查封，還需上下打點，用度肯定捉襟見肘，所以

他停了藥。想想也是，都喝了好幾年的藥了，又怎會因為討厭而突然停藥呢？ 



五月再見冉雋修時，眼睛裡帶了幾分同情之色，心想自己藥田裡倒是種了人參，

不過目前看來還需多種些。至於龍骨，那都是土裡挖出來的古物，有人偶然挖到

便去藥鋪賣，可不是她能種出來的，雖然她這裡有些備用，卻不夠他天天服藥所

用。好在龍骨可以用牡蠣殼代替大部分功效，她還可以擴種人參，一路上找藥鋪

用多餘的人參去換錢買龍骨。 

冉雋修被她的眼光看得略有些尷尬，輕咳一聲道：「昨晚的藥，謝謝了。」他自

己停藥已經將近三個月了，連母親都沒有注意到，她卻察覺了，還特意去煎藥送

來，讓他不喝也不行。昨晚的這碗藥雖苦，卻讓他心裡暖暖的。 

這似乎是五月第一次聽到冉雋修對她說謝謝，吃驚之餘也有些欣喜，雖說她只是

出於道義，卻不代表她不喜聽到病人的感謝之言。 

她微笑道：「冉公子不必客氣，昨晚你搶著付了食宿費用，我這也是投桃報李，

何況爹爹說過，醫者父母心。」 

聽到她只是出於醫者的良心才為他煎了那碗藥，冉雋修不由自主地煩躁起來，不

待她說完，就冷聲打斷她，「葉姑娘口口聲聲醫者父母心，然而妳擅自離家，就

不擔心妳母親為妳而憂慮焦急嗎？」 

五月本來心中對冉雋修的感觀有所改變，不料他不但出言打斷，還語帶諷刺，不

由得生氣，「難道我什麼都不做，守在家中陪著娘親苦苦等待爹爹的消息，她就

不會憂慮焦急了嗎？何況這一路上我都會報平安回家。」 

冉雋修哼了一聲，「妳從家裡出來時，就不曾想過嗎？若是路上出了事怎麼辦？」

說她初生之犢不怕虎好呢，還是無知者無畏好呢？她天真而執著，若是認定了一

件事便一定要去做，也不管自己是不是真的能做到。 

五月心道：我有玉佩洞天，自然不怕出什麼事。這是她無法說出的祕密，但她面

對冉雋修不願落了下風，便微微揚了一下眉頭道：「這一路上有冉公子在，我還

怕出什麼事嗎？」 

「原來葉姑娘離開家時就想好要賴上我了。」 

五月知道冉雋修就是說話刻薄，本性並不壞，只是他這句實在過分。 

她哪裡賴著他了？到底是誰賴著誰？若不是竹筆懇求，她怎會上他的車？她又不

是他家的奴僕，也不用依靠他才能到京城，何必天天看他那張冷臉受他的氣！ 

她儘量讓自己的語氣平靜些，她才不要和他一般見識呢。「冉公子，五月從一開

始就沒有想過要賴上誰，從現在起就各走各的吧，五月就不耽擱冉公子去京裡活

動打點的要事了，告辭。」說完她便起身一步跨至車門邊，伸手掀開車簾，只見

車下土石飛掠而過，才記起馬車此時正在疾馳。 

她扶著車門想要喊竹筆停車，左臂卻突然被緊緊握住，整個人被向後拉了一下，

耳邊聽到冉雋修叫道——  

「小心！」 

冉雋修見五月扶住車門以為她要跳車下去，那天她就是不等車停穩就跳下車，可

當時車速不快，加上石硯及時收住馬韁，要是今天這車速她跳下去，必然會摔傷，

他情急之下便顧不上守禮，伸手拉住了她。 



沒想到五月就像被蛇咬了一口似的，猛地把手臂往回抽，同時叫道：「放手！」 

冉雋修沒防備她用力如此之猛，一時沒有拉住她，五月便因為慣性往車門外直接

摔出去。 

這個時候不容冉雋修再想，他全憑本能反應向前疾跨一步，伸出左臂摟住五月的

腰，同時右手直伸，去勾另一側門框，卻抓了個空。 

此時他自己也沒了可以借力的地方，被五月倒下去的那股力量扯著，兩人一起向

著車下的土石路上摔去。 

「少爺！」石硯比冉雋修的反應稍慢一拍，此時撲了過來，一把抱住冉雋修，把

他拉回車裡，連帶五月也被冉雋修抱回去。 

這一切都發生在彈指之間，前面駕車的竹筆只聽到車裡三個人一迭聲的「小心」、

「放手」、「少爺」的呼叫，急忙拉韁停車，一邊回頭問道：「怎麼啦？怎麼啦？」 

他不知後面出了什麼事，擔心之下，等不及回答已經把頭伸入車內看看到底發生

了什麼，眼前所見卻讓他目瞪口呆。 

只見五月、冉雋修、石硯三人都倒在地上滾作一團，最上面的是五月，她臉朝下

趴在冉雋修胸口，冉雋修在中間，仰面向上，還攬著葉姑娘的腰，最慘的是石硯，

被冉雋修壓在身下，此時一副齜牙咧嘴的痛苦表情。 

竹筆見冉雋修似乎沒什麼事，好像還頗有豔福的樣子，趕緊把頭縮回去，繼續揮

鞭駕車。 

雖然他非常好奇剛才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但還是月錢要緊，葉姑娘沒有看見他就

不算違反少爺的第四條要求了，他的月錢還在。 

五月整個人撲在冉雋修身上，後腰還被他一條胳膊沉沉地壓著，這簡直等同於被

他抱個滿懷，她白著臉撐起身子，低頭不敢看冉雋修的臉，慌亂中甚至顧不上手

撐在他身上何處，急急忙忙爬起來後就揚聲道：「快停車！讓我下車！」 

竹筆聞聲只得再次拉韁，心道：駕車的好苦命啊。 

石硯剛才是墊底的，三個人一起摔下來，那重量可夠沉的，此時後腦和屁股還疼

著呢，見五月已經爬起來了，冉雋修卻還躺在自己身上不動，苦著臉哀求道：「少

爺，你就快些起來吧。」 

叫了幾聲後，石硯感覺有點不對，冉雋修的身子沉沉地壓著他一動不動，頭向另

一邊側著微微下垂。 

他趕緊扶著冉雋修坐起來，發現冉雋修雙目緊閉，竟然已經昏厥了過去，不由得

大驚，「少爺、少爺！」轉念一想，葉姑娘不是現成的大夫嗎？正要喚人，一抬

頭卻見五月已經不在車上了。 

他只得小心地扶著冉雋修的雙肩，讓他斜靠在座椅上，自己跳下車，四處一望，

發現五月已經走得遠了，急得他一跺腳，一邊向她追過去，一邊喊著，「葉姑娘，

妳快回來，少爺他昏過去了！」 

五月充耳不聞，只低著頭快步往前走。 

石硯追到她身邊，側身用跟她一樣的步速快步走著，面向她哀求道：「葉姑娘，

求妳別生氣了，不管怎麼樣，先把少爺救醒了再說啊。」 



五月只當他和竹筆一樣，以冉雋修發病來騙她回去，並不理他。 

石硯又求了幾聲，見五月只板著臉走路，急得一步跨到她面前，撲通一聲跪了下

來，「葉姑娘，就算妳生氣，也等把少爺救醒了之後再生氣吧！」 

五月一驚，向側邊後退了一步，避開石硯正面，「你別跪啊，我受不起。」 

石硯又轉了個角度，還是面向她跪著，同時叫道：「葉姑娘，妳不去救少爺，石

硯就跪在這裡不起來了。」 

五月仔細看石硯表情，見他臉上焦急的神色不像偽裝，這幾天相處下來，她已知

石硯是個實性子，不似竹筆會作偽，便問道：「冉公子真的昏厥了？」 

石硯拚命點頭，「真的啊！葉姑娘，我沒有騙—— 」 

不待石硯說完，五月急忙轉身，用她最快的速度飛奔回去。 

此時車前已經不見竹筆身影，應當是已經進入車內看護冉雋修了。 

她從前面鑽入車內，見冉雋修斜靠在椅上，平時只是略顯蒼白的臉此時卻白得像

紙一樣，更襯得長眉如墨，雙眸緊緊閉著，眸下帶著淡淡青影，嘴唇也變得毫無

血色。 

她一邊吩咐竹筆讓冉雋修在車內躺平，並解開他衣衫，一邊從袖中飛快地掏出針

盒，先在他人中扎入一針，再在胸前心包等幾處穴位合併下針，接著撩起他的袖

子，在雙臂手少陰心經一路穴位上下針。 

此時石硯也已經上車，他和竹筆都幫不上忙，只能在一旁乾著急。 

正逢七月，停駛的馬車裡擠著四個人，很快就變得悶熱不堪，五月不停用針，不

時搭脈，額頭上滲出了細密晶瑩的汗珠卻顧不得去擦。 

半盞茶後，冉雋修眼睫輕顫幾下，慢慢地張開雙眸。 

五月還在專注施針，聽到石硯與竹筆驚喜地叫了聲「少爺」，抬眼一看，見冉雋

修已經醒來，這才鬆了口氣。 

她拔了他人中上那枚金針，冷冷道：「先躺著別動，還沒好呢。」而後繼續捻動

他胸前與臂上的金針。 

冉雋修動了動唇，最終卻什麼都沒說。 

第二十三章 道歉解心結 

之後的行程，五月留下了，仍然與冉雋修同行，只是她一直保持沉默，坐在車上

時就將車簾掀起一角，側頭看著車外，到了休息的地方就先下車，自己訂自己的

房間，自己買自己的乾糧回房裡去吃。晚上她仍然會熬藥給冉雋修送去，只是不

會多說一句話，石硯開了門，她遞上藥碗就走。 

冉雋修也不和她說話，坐在車上少言寡語，多數時候閉目假寐，只不過晚上住店

時他仍然讓竹筆訂了三間房，吃飯時也依舊點了四個人吃的分量。 

五月冷眼看著他訂房點菜，不加阻攔。 

冉少爺要浪費錢她攔不住，她只盡自己醫者的責任，不會賴上任何人。 

三日過去了，這天晚上，五月送藥過來時並沒有轉身離去，而是等石硯接過藥碗

後說道：「我給冉公子搭一下脈。」 

石硯點點頭，先把藥端進去。 



竹筆一聽見五月要進來，趕緊低著頭躲了出去。 

他這個月的月錢還差幾天就能領到，少爺這幾日的心情烏雲密布，他可不想一不

小心功虧一簣。 

五月跟著進屋，到了桌前坐下，一副公事公辦的樣子等著冉雋修伸手。 

冉雋修卻不先伸手，而是接過石硯遞來的藥碗，吹涼了之後慢條斯理地喝著。 

五月左肘撐在桌上，單手托腮，右手食指在桌子上無聊地畫著圈，暗暗後悔沒有

等藥溫了再送來。 

她漸漸等得不耐，心道：這人不能讓我搭完脈再喝嗎？可是又不想先和他說話，

只得氣鼓鼓地坐在一邊暗自生氣。 

又等了一會兒，五月耐心耗盡，站起身對石硯道：「等你們家公子喝完藥我再來。」 

可她話音剛落，冉雋修便把碗往桌上一放，捋袖伸手放到桌上。 

五月往桌上一瞧，碗中的藥已喝完，只剩些許藥渣。 

她再次坐下，狠狠地瞪了冉雋修一眼，結果他一副眼觀鼻、鼻觀心的老僧入定模

樣，讓她這眼完全白瞪了。 

五月雖然氣，不過一旦伸指搭上冉雋修的手腕，便恢復了醫者應有的冷靜細思。 

他的脈象雖比三日前昏厥時好了些，卻仍然細弱無力，且速脈中歇，歇無定數。 

觸到這樣的脈象，她微不可查地皺了一下眉頭。 

玉佩洞天裡種的人參雖然可以速生，可惜年分還是不夠，且這幾日經過的都是小

地方，藥鋪裡沒有賣龍骨，她今日煎藥只能完全用牡蠣殼代替龍骨。不過她這幾

日煎藥用的水都是玉佩洞天中的湖水，兩廂一抵，功效便和原來的藥方差不多了。 

最初她靈光一現想到可以用湖水煎藥，還是在瑞平鎮她獨自經營藥鋪與醫館的時

候，經過幾次嘗試後，她發現這水直接喝可以消除疲勞，放鬆精神，如果用來煎

藥，還有助於藥力在人體內效用發揮。 

只是十數息時間，五月已經診斷完畢。 

她還是不願和冉雋修說話，只仰頭對石硯道：「你家公子擅自停了三個月的藥，

這段時間又一直憂思少眠，光靠湯藥要恢復到三個月前的狀態，恐怕要多花數倍

的時間。若是每日輔以金針針灸，可以起到事半功倍之效。」 

石硯實心眼，便向五月道：「那葉姑娘就替少爺針灸唄。」 

五月不說話，只睨了眼冉雋修。 

竹筆機靈精怪，若是他在一旁，便能知道五月的意思是要冉雋修先開口才肯替他

針灸。可石硯完全是個實性子的人，他見五月不說話也不開始針灸，不由得急了，

「葉姑娘，妳怎麼不動手呢？」接著他突然一拍腦袋，恍然大悟道：「是了，這

幾天妳天天煎藥，我們藥費跟診費都沒給妳呢，葉姑娘妳怎麼不早說呢，這幾天

加起來要多少錢？」 

五月哭笑不得，只得道：「我不是要診費。」我只是要聽他道歉。 

石硯這下糊塗了，「不要診費？那葉姑娘為啥不肯針灸？」 

五月被他問得愣了愣，治病救人本是她應做之事，也是她喜做之事，為何非要聽

冉雋修道歉才給他針灸？她忘了什麼，又在執著什麼？ 



她記起了葉昊天對她說過許多次的話，只是一瞬間，她心中再無芥蒂。 

冉雋修是否道歉、是否放軟，於她來說又有何關係？她是醫者，救死扶傷是她的

責任，而他是個錦衣玉食的少爺，性子又彆扭，恐怕從來不會向人道歉服軟，她

又何必執著於他的一句話？ 

五月在這一瞬間已經想得通透，輕輕笑了笑道：「冉公子不挽袖，我如何替他針

灸？」 

冉雋修抬眸瞧了五月一眼，只見她面帶微笑，不再是之前的冷淡模樣，頗為意外。 

她這幾日一直在為那日他抱住她的事生氣吧？她似乎極討厭被人觸碰。 

想起那天她被他拉住手臂之後的反應，簡直就像是被蛇蠍咬了一口般，在這種情

況下，尋常女子不應該是羞紅了臉叫他放手嗎？ 

或者她只是極討厭他而已。 

然而被她極為討厭的他為了拉住跌出馬車的她，不得不摟住她的腰，雖然他很快

就失去意識，卻記得在昏厥之前，她是撲在自己懷裡的。 

她剛才進屋時還一臉拒人於千里之外的冷淡，怕是只要他不對那天的非禮舉動向

她開口道歉，她就會一直這麼冷淡下去，只是不知她為何突然轉換了心情？ 

冉雋修再瞧一眼石硯，見他滿臉喜色地看著五月掏出針盒，眼神暗了暗。 

他默默挽起袖子，伸臂放於桌上。 

五月見他手背向上便道：「冉公子，請你把手心向上擱。」 

冉雋修依言照做，五月便開始以金針刺入他手少陰心經一路穴位，手指均勻柔和

地用力，提插捻轉金針，逐步引導他心脈中的紊亂之氣。 

她施針時最是專心，這個角度看去，她的眉毛細密而彎長，因為認真，眉頭稍稍

壓低。她臉上最有神采的就是那對黑白分明的眸子，此時正凝視著他臂上的穴

位，幾乎一眨不眨。挺秀的鼻梁，鼻頭略圓，帶著幾分稚氣與可愛。因為專注，

她的呼吸也變得悠長和緩，嘴角不由自主地微微抿起。 

冉雋修無聲地瞧著她施針，隔了好一會兒突然開口道：「葉姑娘為我施針煎藥，

又不願收診費藥錢，便還是由我代付食宿費用吧。」 

五月手中金針不停，口中淡淡道：「不必了，冉公子每日多訂的房間可以去退了，

吃飯也用不著多點菜。」她此時給冉雋修煎藥也好，施針也好，都無須花費。 

其實並不一定要收他診費，若是讓他付了食宿費用，他倒是心安，但是他之前說

「她賴上他」時所存的輕視之意卻不會消除。 

「前幾日……在馬車上……」冉雋修抬眸瞧著她臉上表情，聲音乾澀地道：「……

抱歉了。」她既然不肯領情，自然還是在為那天的事情生氣。那日確實是他冒犯

了，向她賠禮也是應該。 

五月眉頭舒展開來，他這樣性子的人，能開口道歉並不容易。 

誰知冉雋修接著道：「那時事出緊急，我只是怕葉姑娘摔傷，情急之下唐突了，

還請葉姑娘不要介懷。那日的事我不會對任何人說，也會嚴加叮囑竹筆、石硯不

得外傳。」 

五月冷了臉不說話，那日他拉住她甚至後來抱住她的事，雖然讓她心中不適，但



她知他並非故意無禮，問題是出在自己身上。 

她生氣的是他所說的那句「原來葉姑娘離開家時就想好要賴上我了」，而最讓她

生氣的是他似乎完全不記得那句話了，只以為她是為了後面他抱住她的事情而生

氣。 

她收了冉雋修手上金針，起身道：「冉公子這幾日還是早點歇息為好，長途奔波

本就容易發病，若是少眠，對身體更是不利。」 

冉雋修起身送她至門口，道：「葉姑娘，妳一個人住在樓下不甚安全，還是住到

樓上……」 

她訂房間時，他在一旁留心著，她為了省錢，只住客棧裡最便宜的單人房間，也

就是樓下靠近邊角的房間，可樓下住的往往都是些販夫走卒，房間鎖具又粗陋，

真有什麼人心懷不軌，那房門就如同虛設。若是住在樓上，雖然撬開這些門鎖對

於有心人來說也不算什麼難事，但畢竟靠得近，如果有什麼動靜，他和竹筆、石

硯也能聽見。 

五月已經跨出了門口，聞言停了停，終究還是沒有忍住，回身道：「住到樓上，

冉公子就不怕我再賴上你嗎？」 

冉雋修愣了一愣，失笑道：「不怕。」 

五月板著臉道：「可是我不想賴上冉公子。」說完便轉身下了樓。 

冉雋修走出門口，看著五月下樓的背影，眸中浮起幾分笑意。 

搞了半天，原來她不是為了被他抱個滿懷生氣，而是為了這句話生氣？ 

 

 

第二日，五月上車時發現車上她原本坐慣的地方放著一個扁扁的包袱，她帶著疑

問看向石硯，以為是他隨手放在那裡的，「石硯，是你放在這的嗎？」 

石硯笑道：「是啊。」 

「收好了，可別亂放。」五月拿起包袱遞給石硯，包袱很輕，大概是衣物一類的

東西。 

石硯擺擺手，「別給我，這是給葉姑娘妳的。」 

五月微微吃了一驚，「給我的？是什麼？」 

「是衣料，妳瞧瞧看喜歡不？」 

五月並沒有打開包袱，反而將它更往前遞了數寸，「我不能收，你快去退了。」 

石硯撓撓頭，「葉姑娘妳別急著說不要啊，先打開看看喜歡不喜歡嘛。」 

五月搖頭道：「不管是否喜歡，我都不能收，你若有事要我幫忙就直接說，如果

是可以辦到的我便幫，用不著送東西給我。」想來也只有這個原因了，不然石硯

為何會平白無故送她衣料？ 

石硯越發地為難，「不是不是，並不是有事要葉姑娘幫忙，就只是……只是……」

他偷偷瞥了一眼坐在旁邊彷彿沒自己的事的冉雋修，心中叫苦。 

少爺怎麼找他做這麼難的事情！偏偏竹筆「不能出現在葉姑娘面前」，不然讓竹

筆來辦這事該多好。 



五月瞧見石硯的眼神，突然明白這事多半是冉雋修的授意。 

她把衣料往石硯腿上一放，話有所指地說道：「若是誠心道歉，一句話就可；若

不是誠心，百尺綾羅也無用。」 

石硯點點頭，舉起包袱遞向她，認真地說道：「確實是誠心的。」 

五月並不去接，只道：「既然如此，我就只需一句話。」說話時眼睛瞧著冉雋修。 

冉雋修卻還是一副事不關己的樣子。 

五月心中突然有氣，轉頭去瞧車外景致，再也不看車裡這一主一僕。 

 

 

這日午間停車吃飯時，五月特意晚了一會兒下車，等冉雋修三人選定位子才進入

飯館找了張離他們遠遠的桌子坐下。 

日日都吃乾糧她受不了，便點個簡單的時蔬和米飯換換口味。 

誰知小二剛把她的飯菜送上來，冉雋修便走過來對她道：「葉姑娘，關於後面的

行程想要同妳商量一下，不如坐在一起，說話方便。」 

他的理由冠冕堂皇，五月無法拒絕，只得道：「那就請冉公子坐下說話吧。」 

冉雋修微微一笑，施然坐下，石硯也跟了過來，竹筆卻只能愁眉苦臉地坐在原處。 

五月有點奇怪地看看竹筆，心中猜想他是不是做錯什麼事被冉雋修罰了。 

很快，他們點的菜也送到了這張桌子上，五月垂眸，只吃自己點的那份飯菜。 

冉雋修沒提行程之事，直到飯都吃得差不多了，他才開口道：「葉姑娘，是這樣

的，從這裡再往前走，路分兩道，一條走的是山道，要從山間直穿過去，在山前

有一個小驛站，過了那處驛站便要走整整兩天山道，中間一夜只能宿在郊外；另

一條則是繞山的路，一路有驛站與鎮集可以歇腳，只不過繞山需要多花五天時

間。」 

他停了停，見五月不說話，便繼續道：「我本想葉姑娘同行，還是走繞山之路，

較為妥當方便，只是一路行來，見葉姑娘似乎急於入京尋獲葉先生的消息，所以

我便想來與葉姑娘商量一下，看是走哪條路更好。」 

這事讓五月頗為難，宿在郊外，馬車只有一輛，難道要和他還有竹筆、石硯同睡

在車裡？然而若是繞道，要多花五天時間，若是爹爹確實遇到了什麼麻煩，她耽

擱不起這五天時間。 

她猶豫著抬眸看向冉雋修。 

他這人除了有時候說話討人嫌之外，人品倒是方正，她確信即使同處一車，他也

不會有什麼非禮舉動。 

想到這裡，她已經下了決定，「就走山道吧，不過……」 

冉雋修知道她所憂慮之事，便道：「葉姑娘請放心，此事我不會對任何人講，竹

筆、石硯對我忠心耿耿，更不會到處去說，不會有礙葉姑娘清譽。」 

五月點頭答應了此事，話已說完，她也吃完飯，便喚小二結帳。 

小二過來看了看桌上的菜色道：「一共兩百三十文。」 

五月指著桌上自己用過的一飯一菜道：「這位公子不是和我一起吃的，我剛才點



的是一盤炒青瓜和一碗米飯，你單算我點的這份飯菜錢。」 

冉雋修道：「同桌吃飯就不必分得這麼清楚了。」 

五月正欲阻止，卻見他已經掏出錢來遞給小二，她方知道他早有這種打算，才藉

著吃飯時間來和她商量行程問題，不然在車上他不說，偏偏要在吃飯時說這事幹

麼？ 

她離開飯桌，向小二問清她點的那份飯菜的價錢，掏出自己應付那份給了小二，

讓他去還給冉雋修，自己則先上了馬車。 

這種小地方的普通飯館，菜色少而簡單，吃頓飯也花不了多少錢，五月只是堅持

不想讓他替她付帳而已，與花錢多少並無關係。 

是夜，馬車到了一處驛站，到這裡為止，赴京的路程已經走了一大半，路上景色

變得與江南之地有所不同，山地漸多，溪河湖泊漸少，這處驛站正是在山腳之下。 

許是地處偏僻的原因，這個驛站低矮狹小，只有一層，單間也少得可憐，僅有三

間，偏偏還給人住掉一間，五月先訂下一間，冉雋修便定了隔壁唯一剩下的。 

飯後五月照例煎好藥湯送去，敲開門，卻意外發現來給她開門的是冉雋修而不是

石硯。 

冉雋修看出她的疑惑，微笑道：「之後連著兩日走山道，竹筆和石硯去檢查馬車

的情況是否良好，若是半路上車軸斷了，可是再糟不過的事。」 

五月點點頭，把藥遞給他，他接過藥碗便側身讓她進屋。 

她找了椅子坐下，取出針盒等他喝完藥。 

冉雋修薄唇輕碰碗沿，試了試藥的溫度後，放下了藥碗道：「葉姑娘，關於那日

我說的話……」 

五月揚眉瞧著他，他所指的是否是「原來葉姑娘離開家時就想好要賴上我了」這

一句？ 

冉雋修略作猶豫後，正色道：「那日我並非故意譏諷，本是玩笑，卻說得過分了，

我亦知葉姑娘不是那種貪財愛富的人。」他那句若是作為玩笑理解，其實還帶了

幾分輕薄調笑之意，然而她既非他極為親近之人，又是一個女子，他如何能夠這

樣取笑她？ 

他自嘲地笑笑，「何況我家現在不僅無財無勢，還有牢獄之災，又有什麼好讓別

人賴上的？總之，是雋修出言無狀，輕慢了葉姑娘。」說著他站了起來，向五月

躬身恭恭敬敬地行了一禮，「請葉姑娘原諒雋修之前的無禮言行。」 

五月趕緊站了起來，「冉公子，五月已經不生氣了，你不用行禮這麼鄭重。」 

冉雋修站直了身子道：「我怕不行禮，葉姑娘不信我誠心道歉。」 

五月道：「我信了，冉公子快些喝藥吧。」心中暗道：難怪他故意支開竹筆與石

硯，原來是一開始就有心向自己道歉，在兩個小廝的眼前他大概是拉不下這個面

子來向她一個姑娘家鞠躬行禮。 

冉雋修此時心情輕鬆了幾分，坐下喝藥，喝了一口，覺得與往日有些不同，帶著

些甜甜的味道，詫異問道：「這藥裡加了糖？」 

五月微笑搖頭，「不是，是加了龍眼，所以喝起來有點甜甜的。」他眼下有淡淡



青影，應是近日少眠，她便在藥裡添了這一味。 

冉雋修垂眸淡聲道：「是因為我心疾加重，妳改了藥方，怕我吃出不同，便加了

龍眼掩蓋不同的藥味？」 

五月一怔，不知他為何這樣敏感多疑，只得耐心解釋道：「並非你想得那樣，你

的病情並未加重，雖然停了三個月的藥，但只要好好服藥加上針灸，很快就能維

持穩定。我加這味龍眼只因你最近少眠，龍眼補心安神、益氣養血，有治療五臟

邪氣、安志厭食的功效。」 

冉雋修微微點頭，算是接受了她的解釋，繼續喝起藥。 

五月覺得此刻氣氛有些沉悶，便開玩笑道：「你怎麼不疑心我是在藥裡下了毒，

為了掩蓋毒藥的味道才加了龍眼？」 

冉雋修一口喝完剩下的藥湯，取茶水漱了漱口才道：「相處時日不久，但我知葉

姑娘並非是這種人，何況……我剛才如此誠懇地道了歉，葉姑娘還有什麼理由要

下毒殺我？」 

言畢兩人相視一笑，都有釋然之感。 

五月打開針盒，為他施針。 

 

 

隔天晨曦初露，他們便從驛站出發。 

行了不多久，日出東方，空中並無多少雲霞，陽光耀眼無比，剛過辰時便十分灼

熱，烤熱了馬車內外。 

馬車前的駕座上方雖有遮簷，可車沿著山的東側北行，此時陽光從右側斜射過

來，遮簷完全擋不住。 

竹筆苦哈哈地駕著車，心道：幸好前幾日買好了一頂大大的竹斗笠，此時歪斜著

戴在頭上，好歹遮去了小半直曬的陽光。 

五月他們為了透氣散熱，把馬車的車簾全數掀起，用掛鉤勾起固定，這樣馬車行

駛中便有陣陣微風穿過車廂，只是這微風也帶著陽光的燠熱，拂在人的臉上非但

沒有帶走熱意，反而更添炙烤之感。 

不過巳時，石硯已經熱得汗流浹背，他扯鬆了衣襟，用短衣的下襬上下掀動，聊

以解熱，卻因為動作過大，時不時露出褲腰上面的一截肚皮。 

冉雋修雖然也覺得熱，可此時車廂裡並非只有他和石硯兩人，他看石硯實在不像

樣子，便用腳輕輕踢他一下。 

石硯一愣，看到冉雋修向五月的方向挑了一下眉梢，又對著自己的肚子盯了一

眼，便懂了他的意思，訕訕地放下衣服下襬。 

五月只是不喜自己被人觸碰，於其他方面卻比尋常女子更為豁達。因為學醫行

醫，不可避免地看過不少男子的肚腹、後背，學針灸背穴位時，那穴位圖上所繪

的也是一個裸身男子，看得多了便不甚在意，此時見石硯先是大剌剌地用下襬扇

風，被冉雋修看了一眼後便畏首畏尾的樣子，不由覺得好笑。 

冉雋修讓石硯取出一把摺扇給五月。 



五月見過別人使用，自己卻從未用過摺扇，接過來捏住了摺扇兩側深黑色竹片往

兩邊拉了一下，卻只張開一點就因竹片的彈性再次彈了回去。她怕弄壞了不敢再

硬拉，抬眸瞧了眼冉雋修，見他眼帶笑意，不由微微窘迫，把摺扇還給了他，「我

不熱，你用吧。」 

冉雋修接過摺扇，兩指一撚輕輕打開，再遞給她。 

五月略一猶豫，還是接了過來，搧了幾下，見扇面上有幅畫，便停下來仔細看了

看。 

扇面上繪的是一片湖澤，靠近岸邊的水中生長著幾叢水生植物。 

五月不懂繪畫，卻識得藥草，看到這水草便覺得充滿了熟悉之感，回憶了一下藥

典，這不就是菖蒲嗎？菖蒲的花粉入藥便是蒲黃。 

再看菖蒲上面停著一隻振翅欲飛的翠鳥，全身向前探，雙目虎視眈眈地盯著水

中，牠所盯視的水面上有一圈圈淺淡的漣漪正在擴散，顯然水下有數條魚兒游動。 

這幅畫頗有意趣，雖然沒有實際繪出游魚，卻讓人一看便知水中有魚，翠鳥的神

態亦繪得彷彿活物，似乎下一瞬就會向水面下的魚兒直撲過去。 

五月雖不懂繪畫，但也被這幅畫吸引了，細細端詳了一會兒翠鳥，再往扇面左邊

看去，見落款是「冬隹於清正十五年六月」，便知這扇面是去年畫的。 

冉雋修見她看得入迷，便問：「葉姑娘懂畫？」 

五月臉一紅，「不懂，我只是覺得畫得很好看。」她自小看得最多的書就是醫書

藥典，又跟著爹爹學醫，不但日常沒有琴棋書畫的閒暇，更接觸不到名家繪畫，

唯有書法還拿得出手。 

石硯嘴快道：「這是少爺畫的。」 

五月呀然，看向冉雋修，筆法、用色之類的她是不懂，但扇面上這塊方寸之地竟

能繪出意境如此之妙的畫作，讓她這不懂畫之人也被深深吸引，彷彿身臨其境。

真看不出他這錦衣玉食的少爺竟能畫出如此富有野趣的畫來。 

轉念再一想，冬隹不就是他的名字拆解變化而來嗎？ 

石硯又道：「少爺畫的畫就算是在京城裡也有許多達官貴人追捧，許多人都想有

一把『冬隹』畫的扇子，不過這麼多人想要，少爺哪裡畫得過來嘛！要說少爺的

畫之所以出名，還有個故事呢……」 

冉雋修輕斥道：「石硯，這些不必多說。」 

五月瞧他臉色平淡，雙眸微垂，不似故意謙遜，倒像是真的不願聽石硯多說此事，

不由得心中生了一分好奇，想要知道石硯所提故事的來龍去脈，但石硯吐了吐舌

頭，不再繼續說這事了，只和她聊起了閒話。 

五月雖然好奇，不過當著冉雋修的面不好開口追問，心中暗暗思考，打算趁他不

在時再問石硯。 

其實冬隹在京城裡之所以出名，緣起於兩年前。 

那年冉雋修繪了一把摺扇，寄送給吏部的趙尚書作為禮物，不想被前來祝賀生辰

的禮部尚書瞧見了，非要叫趙尚書再找那冬隹畫一把摺扇，趙尚書只好無奈地把

這摺扇給了禮部尚書。 



禮部尚書拿著摺扇招搖，被同樣喜好書畫的文親王看中，文親王開口向禮部尚書

要，要是一般人那就給了，偏偏這禮部尚書是個畫癡，聽趙尚書說這摺扇僅有一

把，便死活不肯給文親王，到了最後竟然鬧到差點要辭官的地步，趙尚書只得寄

信給冉雋修，讓他再畫一把摺扇寄過去，這才讓事情平息下去。 

這件事鬧大了之後，冬隹之名便傳遍京都，許多人上門向趙尚書求扇、求畫，只

是僧多粥少，寄送又不便，因此若是能擁有一把冬隹所繪摺扇，那絕對是有地位、

有手段，有人面又有品味的象徵。 

冉雋修覺得此乃末技，他只是因為身體有疾，有大量的閒暇時間在屋裡，才以書

畫打發時間。他既無法像大哥那樣苦讀考取功名，亦無法像二哥那樣經營家中產

業、謀取利潤，所長者只有書畫，那又有什麼好高興的？ 

他的畫雖然受人追捧，卻不以此事心喜，趙尚書得他請求，並不告訴別人冬隹真

名，因此京城裡的人都只知冬隹而不知雋修。 

第二十四章 露宿野外怎麼睡 

山道漫漫，車馬轔轔。 

五月與冉雋修同行相處這麼多天來，馬車內的氣氛頭一次這麼輕鬆融洽，這大既

是因為相處時間長了之後，少了幾分拘謹與生疏，也和前一晚冉雋修對五月誠摯

道歉化解了兩人心結有關。 

車內三人隨意說說話，車程便不覺得枯燥，不過多半時間都是石硯在說。 

他和竹筆從小一起長大，對彼此最是瞭解，說了不少竹筆小時候的糗事，五月聽

到好笑處便咯咯直笑。 

駕車的竹筆聽得鬱悶，插嘴抖石硯的老底，石硯則不客氣地反擊回去。 

這下笑料更多，五月簡直要笑出眼淚來，直求竹筆和石硯不要再說了。 

竹筆還記著冉雋修的要求，不敢回頭，只稍稍偏著頭問道：「葉姑娘不是笑得開

心嗎，為何叫我不要再說了？」 

五月笑道：「我怕今天一天笑得太多，明天之後就再也沒有可笑之事了，還是留

一些明天再說吧。」 

竹筆「哈」了一聲道：「石硯的笑話可多了，連說三天三夜都說不完。」 

石硯氣呼呼地回道：「我哪有這麼多事可以讓你說，你要是真有本事連說三天三

夜不重複，我就改名叫竹硯。」 

竹筆嘻嘻笑道：「這世上哪有竹子做的硯臺，你就是個石頭腦袋，改不了的。」 

石硯不甘示弱，「你就是根空心竹管，也是改不了的。」 

五月聽了忍俊不禁，「你們倆的名字是誰起的？怎麼這麼有先見之明。」 

竹筆道：「當然是少爺起的，文房四寶不是畫畫、寫字必備的嗎？我這竹可不是

空心竹管，筆墨紙硯，筆是文房四寶之首，硯臺就是最末的那個。」 

石硯聽他說著說著又把自己繞進去，哼了一聲，卻因沒有竹筆嘴利，一時想不出

要怎麼還擊。 

五月想了想，問道：「那怎麼只有筆和硯兩寶，文房四寶裡另外兩寶的墨和紙呢？」 

竹筆歪頭想了一下，自己也不知道為何，便問：「是啊，少爺，為什麼只有筆和



硯，沒有墨和紙呢？」 

冉雋修道：「筆配紙，硯盛墨，所以現在沒有紙和墨。」 

石硯不解地抓抓頭，「少爺，我還是不懂啊。」 

竹筆也沒想明白，「葉姑娘，你可知道少爺是什麼意思？」 

五月搖頭道：「我也不知道。」 

石硯問：「少爺，你打什麼啞謎呢？」 

他們三人都瞧著冉雋修，等著他說明。 

冉雋修卻淺淺笑了笑，什麼都沒說，轉頭瞧了瞧車外天色後道：「竹筆，天色已

經不早，找個合適的地方停車休息吧。」他那句話的本意是因為筆配紙，硯盛墨，

所以等竹筆、石硯都成婚了，就有紙和墨了。 

這話題平時和竹筆、石硯說笑打趣倒也無妨，有五月在就略有不妥，因此他及時

收了話尾，好在五月也沒想到這方面，不然就顯得唐突了。 

竹筆駕車又前行了一段路，找到一處寬敞地方，靠著山壁停下馬車。 

這條山道還是經常有旅人走的，因此在中段有數個地勢平緩寬敞，又有大樹或是

岩石遮擋烈陽寒雨之處，常常被過路旅人用作歇腳過夜之地。他們停車的這塊地

方就有一棵大樹可以遮陰，地上的野草顯得相對稀疏，還有前人留下的拴馬樁和

石塊搭起的簡易爐灶。 

竹筆下車，把馬兒從車軛上解了下來，拴在拴馬樁上，讓牠們自由地啃食地上青

草。 

石硯喊著肚子餓了，拿出早晨買的饅頭，卻發現經過整整一個白天，饅頭已經變

得乾硬。 

他餓得狠了，看了看手中饅頭，還是咬下一大口，卻嚼得愁眉苦臉。 

五月看得好笑，便道：「饅頭硬了不好吃，要是烤一下就會又香又脆了。」 

石硯喜道：「那好，我去林子裡找枯枝生火，我們來烤饅頭吃。」 

五月也跟著鑽入林子幫石硯一起撿拾枯枝。 

石硯從小在府裡長大，雖是小廝，卻從來沒有過野外生火的經驗，見她來幫忙，

便道：「葉姑娘妳撿地上的，我來折樹上的。」 

五月噗嗤一笑，「最好別用樹上現折的枝條來生火，枝條裡還有水分，若是用火

燒，會有濃煙嗆人，還是找地上的枯枝，若是有枯死的老樹那是最好不過。」 

他們兩人分頭尋找，五月在林中發現了幾株高山才能見到的藥草，順便挖起。 

她四處看了看，確認石硯已經走遠了，看不見他的身影，便動念進入玉佩洞天，

把藥草放下就趕緊回到林中。 

又找了一陣，五月看到一棵巨大的松樹，樹身枯了一半，斜斜歪長。 

她撿起一塊尖銳的石頭砸斷幾根手腕粗的枝條，便喊上石硯拖著枝條回到馬車

邊。 

五月在由石頭搭成的簡易爐灶中生火，取一根指頭粗細的樹枝，剝去樹皮，穿上

四個饅頭放在火上慢慢旋轉著燒烤。松枝燃燒的特有清香彌漫四周，但很快烤饅

頭的焦香就蓋過松枝香，別說石硯了，就連冉雋修聞到這味道都覺得腹中饑腸轆



轆。 

五月看饅頭表皮變得深黃，稍有爆裂，覺得差不多了便離開火源，待饅頭表面稍

涼後，分給大家一人一個，她自己則一邊吃一邊繼續烤第二批饅頭。 

這一頓烤饅頭令竹筆、石硯吃得連聲誇讚。 

五月被他們誇得很不好意思，「這麼隨便烤烤的粗食，哪有你們說的這麼好。」 

冉雋修掰下一塊饅頭脆皮送入口中，只覺焦香鬆脆，咀嚼後回味又有些甘甜，「雖

然是簡單食物，用心烹製也會有其獨特美味，何況受條件、材料所限制，怕是名

廚在此也做不出比葉姑娘的烤饅頭更好吃的東西來。」 

五月聽他說得誠懇，並非取笑，心中高興，輕輕一笑，「不知石硯買了多少饅頭？

若是你們真的愛吃，我就烤到你們吃不下為止。」 

 

尋找枯枝、生火、烤饅頭耗去不少時間，待他們吃完，夜色已經降臨。 

雖然是常有人走動的道路，但畢竟是野外，為防野獸，他們便留著一個小火堆讓

它慢慢燒著。 

儘管已然入夜，白日裡的暑氣卻還未散透，四人遠離火堆隨意坐著，五月拿著一

根樹枝在地上劃著，心不在焉地聽竹筆與石硯互相推諉拔草餵馬的活計，心中想

的卻是今晚睡哪裡以及怎麼睡的問題。 

冉雋修見她若有心事，猜到她擔心晚間休息，便道：「葉姑娘，今晚妳在馬車內

休息吧，我讓竹筆在車外鋪條毯子即可，我和他們睡在毯子上，不會打擾到妳。」 

若是冉雋修是身體康健之人，五月倒是不會和他客氣，然而他身患心疾，本就比

常人體弱，且山中風大，此時雖然有些許熱意，不過兩個時辰就會冷下來，到了

半夜裡恐怕會更冷，一條毯子要如何過夜？他前幾天又剛剛發病，若是感染風

寒，恐非小事。 

思及此，五月搖頭道：「冉公子你的狀況不能在車外過夜，還是我在車外你在車

內吧。」 

冉雋修並不與她爭論，直接喚竹筆在馬車與岩壁之間的夾角處鋪上兩條毯子，自

己過去盤腿坐下。 

五月走過去道：「冉公子，你先起來。」 

冉雋修仰頭正色道：「我無論如何都不能讓葉姑娘睡在車外，自己睡在車內。」 

五月聽他語氣堅決，知道他不會主動去睡在馬車裡，不再勸他。 

她回車裡取出一個水壺，下車見石硯抱著一大捆剛拔回來的草餵馬，就走過去對

他輕聲道：「這是給冉公子的藥，你拿給他喝，我自己去找歇息的地方，你去勸

冉公子睡到車裡，他的身子不能露宿地上，一旦感染風寒，風邪內侵，怕是會對

他身體有嚴重的影響。」 

石硯用手臂夾住草捆，另一隻手接住水壺，見她要走，急忙追上幾步問道：「葉

姑娘，妳一個人要去哪裡歇息？這裡是荒郊野外……」 

五月笑道：「我自會找到合適又安全的所在。」她剛才已經想好，這裡接近北地，

山中有不少北方特有的藥草，她避開他們之後便可採集藥材植株，最後進玉佩洞



天休息。 

她不待石硯回話，便沿著山道向前而去。 

石硯又追上兩步，想起手中還抱著草，趕緊回到拴馬樁旁放下手中的草，再想去

追五月，卻見她已經走遠了。 

五月沿路走了一會兒便發現路邊生著一叢秦艽，這秦艽在北地山中出產，藥鋪裡

賣得是炮製好的根，她無法直接種活，此時看到便用小鏟子將秦艽周圍的土壤掘

鬆，連根挖出植株。她把根上的土壤稍微清除後，正要進入玉佩洞天，卻聽身後

有人問道——  

「路邊的雜草也能做藥？」 

五月嚇了一跳，轉身見冉雋修站在自己身後不遠處，饒有興致地看著她手中的秦

艽。 

她的心怦怦亂跳，直怪自己太不小心，幸好還沒來得及進入玉佩洞天，不然怕是

保不住這祕密了。 

冉雋修見她怔怔的，不回答自己的問題，笑了笑，又問了一次，「這也是種藥材？」 

「啊？是的。」五月回過神來，「冉公子怎麼不休息？」 

冉雋修之前見五月和石硯輕聲說話，離得遠了聽不清楚，但見她說完話並不是回

馬車，而是向遠處走去，頗為奇怪，便把石硯叫過來問她是要去哪裡。 

石硯答說五月要獨自去找歇息的地方，冉雋修先是意外地挑了挑眉，隨後略一思

忖，便往五月所去的方向跟了過去。 

現在見她問自己為何不休息，他不答反問：「葉姑娘怎麼也不休息呢？」 

「我還不累，先在附近採集些藥草。冉公子路途辛勞，還是早些去歇了吧。」 

「我也不累，每日喝藥，但卻少見新鮮採摘的藥草，我就陪葉姑娘一起找藥草吧。」

冉雋修也不點破她的想法，只微笑道。 

五月嘴角抽了抽，她哪裡要他陪，這下她要怎麼把藥草放回玉佩洞天裡去啊！ 

可是冉雋修並非程納福，不是幾句話就能打發回去的，她暗暗發愁，只能蹲下繼

續挖餘下的幾株秦艽。 

冉雋修也蹲了下來，看她挖了一會兒後問道：「還有沒有多餘的鏟子？」 

五月正要答沒有，回頭卻見他放在膝上的一雙手，手指白皙修長，指甲乾淨整齊，

一轉念便想到了個好主意。她高高興興地把手中的鏟子交給他，「冉公子有興趣

便挖一下試試吧。」他這手是執筆繪畫的手，讓他用來握鏟挖土，怕是不一會兒

他就會知難而退，自己回去了。 

她用指尖虛虛在一株秦艽周圍畫了個圈，教冉雋修如何避開秦艽的根系範圍，順

著根的週邊挖下去，掘鬆了周圍的土才能取出下面做藥的根。 

她說完要點之後，起身道：「冉公子先挖著，我去找些樹枝來。」 

她本來每種藥草挖一株就足夠，現在卻不得不去做個器物來盛裝這多出來的藥

草。她找到一棵小樹，試了試它的枝條足夠柔韌，便折下十幾根筷子粗細的長枝

條編成一隻簡易的籃子。 

待回到冉雋修身邊，只見他已經掘出了一株秦艽，連上面的泥土也清除得乾乾淨



淨，放在一邊地上。 

他聽見五月回來的腳步聲，抬眸看了她一眼，又繼續下鏟挖第二株。 

五月把他挖出的秦艽放入樹枝籃子，蹲在一邊看他挖。 

他果然不會用鏟子，握的手勢完全不對，這山上的土質又硬，照他這樣挖下去，

手上很快就會磨出水泡來。 

五月彎起嘴角，她就是要他知難而退自己放棄，因此故意不提醒他。 

然而冉雋修挖了第三株、第四株……並沒有停下的意思。 

五月不由得看了看他臉上神情，他嘴角微微向下，薄唇抿著，彷彿在和泥土鬥氣

似的，雙眸專注盯著手中鏟子，不復平日那種對什麼都清清淡淡不感興趣似的神

情，眼神中有一絲興奮與一絲執拗。 

突然間，他手中的鏟子撞到了土中埋著的石塊，一下子脫了手。 

五月聽見他極輕地抽了口冷氣，再看他掌心，已經通紅一片，虎口處甚至有些血

跡。 

她站起身，「冉公子，別挖了，都磨出血泡來了，先回馬車那兒去吧，我給你上

點藥。」 

冉雋修攤開手掌低頭瞧了瞧，突然往地上一坐，輕笑道：「無妨。」 

五月訝異，瞪大眼看著他，他居然直接往地上坐！自她認識他的那日起，便一直

見他一本正經地端著少爺架子，這樣自持身分的冉公子竟然會不管不顧地直接坐

在泥地上？ 

冉雋修抬頭見她驚訝神色，問道：「葉姑娘為何如此驚訝？」 

五月搖搖頭，隔了一會兒道：「我沒見過你這個樣子。」 

冉雋修把腿盤起，舉起手來仔細看了看，對五月道：「我很久都沒有剛才那樣的

心境了。」他想了想，又繼續道：「什麼都不想，只想著怎樣才能在不把它的根

挖斷的情況下把它挖出來，那種單純的心境……感覺很舒服，很愉快……」 

五月微笑道：「那冉公子以後可以多多掘土採藥。」 

冉雋修哈哈笑道：「是的，若是葉姑娘以後還要採藥，我隨時奉陪。」 

五月笑笑不說話，心道：下次若是還要採藥，一定要避開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