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十一章 種瓜耍小心機 

忙活了一天，新房子全部竣工了，兩口大鍋也從蘆葦搭成的棚子裡轉到廚房裡安置好。 

當天晚上，大廚寧喜使出了看家本事，把各種肉菜換著花樣擺了整整兩桌席面，顧青山從馬

車上搬來新買的花雕酒，大家開懷暢飲了整整一個時辰，全喝得搖搖晃晃才甘休。 

寧馨過來給大家發了今天的工錢，還特意給每人加了一個紅包。 

男人們和顧青山勾肩搭背的往外走，外村的紛紛囑咐他，以後有活兒一定要說，不管農忙農

閒，保證隨叫隨到，不給工錢也來幫忙。 

本村的都跟他熟，喝多了就開始說葷話，問他看上誰啦，什麼時候娶媳婦，打算娶幾個，顧

青山笑罵著送走了他們。 

看著他們平安的過了小橋，他才轉身回來，腳下也有些不穩，臉上始終帶著甜甜的笑。 

尹四嬸帶著尹小霞迎到廚房門口，「青山哪，屋子我們都收拾好了，碗筷也刷乾淨了，那我們

回去了，你也早點睡吧，今天挺累的。」 

顧青山點點頭，腳下趔趄了一下，「四嬸慢走。」 

尹小霞垂著頭跟在娘親身後，只抬頭掃了他一眼，沒有說話就走了。 

寧馨跟在她們身後想一起回村，卻被顧青山一把抓住，「阿馨，妳不能走，我還有事跟妳說呢。」 

寧馨大窘，趕忙拉開他的大手，「有什麼事明天再說吧，我要回家了。」 

「不，就要今晚說，不許妳走！」喝醉了酒的他很任性，大手牢牢的攥著她的胳膊，她掰都

掰不開。 

寧馨著急的望了一眼尹四嬸母女倆的背影，見她們似乎沒有發現身後的異樣，已經出了大門，

這才稍稍放心。 

「大家都走了，只剩我一個，你有什麼事快點說，不然還不知道會被說什麼閒話呢。」寧馨

催促著。 

顧青山回手把房門一關，強有力的雙臂一下子把她抱在懷裡，「阿馨，我今天好歡喜，咱們的

房子蓋成了，很快就可以成親了，妳知道……我盼這一天盼了多久嗎？」 

寧馨的後背靠在他胸膛上，水汪汪的大眼睛看看寬敞的新房子，一顆心不禁怦怦亂跳，說話

的語氣都甜軟了幾分，「青山哥你……真的從三年前就……就有這個心思了？」 

顧青山把頭埋在她肩窩，呼出的熱氣噴灑在她耳根，小巧的耳垂很快就像熟透的櫻桃一樣紅

潤誘人，他看了真想吃上一口。「當然了，從我在妳家吃年夜飯的那一晚就喜歡了。我去當兵

也是因為妳，不肯留在京城、急著回來也是因為妳，阿馨，妳在我心裡已經住了三年，卻始

終沒給妳蓋個房子……呵呵，現在好了，有房子了，妳喜歡嗎？」 

「喜歡。」沉默了一會兒，寧馨輕聲回道。 

「那……嫁給我，妳樂意嗎？」他趁著酒勁追問。 

「嗯。」害羞的姑娘輕聲應道。 

他不滿意她聲音這麼小，還只是嗯了一下敷衍他，轉過她的身子，讓她面對自己。「阿馨，我

想親耳聽妳說喜歡我，不然，我心裡總是不踏實，像是作夢。就像現在，感覺像在夢裡，我

好怕夢醒後，房子就不見了，妳也不見了。阿馨，妳掐我一把，使勁掐，我想疼一下證明這

是真的，好不好？」 

他晃了一下身子，抓起寧馨的手按在自己臉上，期盼著她掐一下。寧馨自然不捨得下重手，



只輕輕擰了一下，他當然不怎麼疼。 

顧青山搖搖頭，不滿意，「沒覺得疼，不會真的是在作夢吧！阿馨，妳親我一下，就一下，讓

我知道這是真的，好不好？」 

他幽深的雙眸中氤氳著如火的熱情，因醉酒而染上紅暈的臉頰近在咫尺，一雙魅惑的薄唇微

張，期待著她主動獻吻。 

寧馨抬起水漾的眸子瞧了他一眼，羞得不敢抬頭看他。 

「阿馨，親一下行不行？就一下。」他把她禁錮在懷裡，低聲哀求。 

寧馨為難的抬起頭來，剛要說話，就聽見院子門口傳來響亮的嗓音——  

「姊姊，妳在嗎？娘讓我接妳回家。」 

寧浩來了，寧馨怕弟弟瞧見，趕忙推他。 

顧青山認命的鬆了手，卻飛快的在她唇上親了一口，瞄得不太準，親在了嘴角上。 

「嘿嘿！」幹了壞事的他把雙手背到身後。 

寧馨嬌瞪他一眼，在他胸膛上捶了一記粉拳，才快步走出廚房。「小浩，我在這呢，剛收拾完，

正要回去。」 

顧青山腳步踉蹌地跟了出來，「我……我送你們回去。」 

「哎呀，不用你送，你喝醉了，快去睡覺吧。」寧馨推他進屋。 

每個人喝醉的表現不太一樣，有人愛哭、有人愛笑、有人愛鬧。顧青山就屬於喝了酒愛笑的，

一臉甜甜的傻笑，跟在寧馨身後亦步亦趨，任她怎麼趕都趕不走。 

寧浩見狀，嘿嘿的壞笑著，打趣道：「青山哥，你乾脆跟著我們回家當上門女婿吧。」 

「呃。」顧青山打了個酒嗝，點頭道：「好，阿馨去哪我就去哪，呵呵！」 

寧馨無奈，拉著他的手腕把他拽到床鋪旁，哄著他上去，親手幫他脫了鞋，蓋好被子。嬌聲

威脅道：「聽話，快睡覺，不許下來，不然以後我就再也不來了！」 

他伸手去抓她的手，「別，妳來。」 

「你好好睡覺，明天我和小浩來幫你種瓜。」寧馨柔聲哄他。 

「好，那妳一定要來啊！」他眼巴巴的哀求著。 

寧馨微笑著把他的手塞進被子裡，帶著寧浩走了。 

次日一早，紅彤彤的大太陽出來了，寧馨帶著寧浩到了瓜地邊時，就見顧青山正趕著大馬犁

地。烏騅馬高大壯實，走得很快，三畝瓜地眨眼功夫就翻完了。 

寧馨去菜地裡拔了幾根蔥，到河邊洗淨了，放進籃子裡，「青山哥，你還沒吃早飯吧，我給你

帶了煎餅，剛好有新鮮的蔥，你簡單吃點吧。」 

顧青山也不客氣，到河邊洗了手，就坐在籃子邊，用煎餅捲上蔥，大口大口的吃起來。 

吃完飯，喝了幾口溫水，他開始分配活兒，「我來刨坑，阿馨負責放種子，一個小坑裡放兩粒，

小浩在後面澆水、埋坑。」 

寧馨看看他已經挑好的一擔水，又看看十一歲的弟弟，說道：「還是我來澆水、埋坑吧，讓小

浩放種子。」 

很顯然，放種子是最輕鬆的活兒，只需要跟在刨坑的人後面，捏兩粒種子放進去就行了，可

是最後一道工序要幹兩樣活兒，時間一長就會落在後面，她怕弟弟覺得無趣，不肯好好幹活。 

顧青山似乎早就料到她會這麼說，呵呵笑道：「妳不用擔心小浩子幹不完，咱們倆在前邊把活



兒幹完了，就跟他一起澆水埋坑。小浩子，你也別急，累了就歇會，能幹多少算多少。」 

顧青山請來神醫救了大哥，這些天寧浩一直也想幹點活報答他，可是蓋房子這樣的活兒，十

一歲的他實在幹不了，今天總算有用武之地，寧浩也想好好表現一下，拍著胸脯道：「青山哥，

你放心，我也不圖快，保證把水澆足，把坑埋好，讓瓜苗出得齊齊的。」 

事情就這麼決定了，顧青山拍拍寧浩的肩膀笑道：「好，小浩子也有大人的樣兒了，中午哥請

你吃好吃的。」 

顧青山拎起長鎬，一個坑一個坑刨得飛快，寧馨跟著他放種子也不慢，不一會兒就把寧浩甩

在了後面。這正是顧青山想要的結果，沒有寧浩在這不行，被人瞧見了難免要說閒話。有寧

浩在也礙事，想說句悄悄話都難，只有把他甩在後面，這樣自己才方便和寧馨說話。 

目前的情景剛剛好，顧青山在心中稱讚自己一下。 

「阿馨，昨晚我喝多了，沒幹什麼出格的事吧？」他眼睛盯著地面，卻用餘光關注著她的表

情。 

非讓人家親你算不算？寧馨小臉一紅，回頭瞧瞧寧浩已經被落在後方，才輕聲道：「沒什麼……

不過，你下次還是別喝這麼多了。」 

「行，以後成了親，有妳管著我，我就不會喝多了。」顧青山厚著臉皮嘿嘿笑道。 

寧馨抿著嘴看他一眼，就趕忙低下頭，「誰要管你？」 

「妳不管我呀……那我晚上出去喝酒，不回家，妳就不怕我被別的女人占了便宜？」顧青山

笑著逗她。 

寧馨被氣樂了，「你……就你這樣的，不占別人便宜就不錯了，還能有人欺負你？」 

「我就稀罕妳，只想占妳便宜，別人的便宜我才不想占呢！」 

寧馨低著頭放種子，不理他了。 

顧青山開始說正事，「明天咱們去縣城裡買東西，肯定比鎮上花樣多，屋裡的炕席、氈條、炕

單子、被面，農具、鞭炮、暖壺、夜壺都要買。」 

縣城離得遠，多買些東西磨蹭磨蹭就到晚上了，回不來就得住客棧，又可以和她在一起睡了。

就算不能真睡了她，能摸一摸也是好的。看她彎著腰放種子的樣子，胸前那鼓鼓的像兩隻小

兔子在跳躍，實在是誘人，最近好像沒少長，摸上去是不是感覺又不一樣了？ 

寧馨並不知道他心裡真正的想法，只在心中腹誹著他的話，買東西就買東西，乾麼提夜壺這

種東西？ 

「青山哥，縣城裡的東西會不會很貴？鎮上離得近，來去也方便，而且我姊夫家就是開布莊

的，會便宜一點。」寧馨好心勸道。 

顧青山舔了舔唇，故作鎮定的道：「咱們不缺錢，貴點也無所謂，主要是東西要好。說起妳姊

夫，上次我給他一條豬腿，現在咱們去他那買布，人家肯定不好意思要錢，這樣顯得咱們好

像專門去找人家要東西似的。」 

寧馨想想也是，便同意去縣城買了，不過還是有點猶豫這樣和他一起去是不是不太好。 

他專注的研究著她的表情，把坑都刨歪了，見她仍然糾結，趕忙說道：「阿馨哪，聽說城裡人

喜歡養花，把這一大片茉莉花弄去，說不定能賣個好價錢呢。」 

「真的？！」寧馨驚喜地睜大眼，望了一眼長勢喜人的茉莉花，眸中閃耀出希冀的光芒，「那

咱們把這些全挖走吧。」 



顧青山呵呵笑道：「不用，咱們第一次去縣城賣花，還不知道行情怎麼樣，花盆也沒那麼多，

先弄幾株去試試，下次可以多弄一些。」 

寧馨想想也是，就點頭答應了。想到自己無意中種的花也能換錢，心裡高興，臉上便一直掛

著笑。中午他央求她在新房裡做飯，她也應了。蒸了一鍋大米飯，炒了兩個肉菜，做了一個

蛋花湯，三個人吃完飯又忙活了一個時辰，三畝瓜就種好了。 

在靠近菜地的那一邊，顧青山特意圈起一個土墊子，神祕兮兮的將一小包種子交給寧馨。「這

是我特意從西北帶回來的甜瓜種子，特別甜，特好吃，以後長了瓜，咱們不賣，都留著給妳

吃。」 

寧馨打開一瞧，是一包白色的瓜種，比西瓜籽小，確實沒見過。她好奇的問道：「甜瓜是什麼

瓜？也像西瓜一樣大嗎？」 

「不是，甜瓜沒有那麼大，長得白白嫩嫩的，汁多又甜，咬一口軟軟的，就像……就像……」

他說不出來像什麼，眼光卻瞄向了她鼓鼓的胸口，還飢渴的咂了咂嘴。 

寧馨順著他的目光往下看，瞬間紅了臉。什麼白白嫩嫩、什麼汁多又甜，還軟軟的，真是臭

流氓，哼！寧馨氣得一跺腳，轉身就走。 

顧青山見自己闖了禍，趕緊追上去，「花，茉莉花，咱們先挖出來好不好？妳別生我的氣，我

不是故意看妳那的，是因為……因為……」 

實在編不下去了，要不是寧浩在旁邊，他乾脆不解釋，狠狠親她一頓，把她親暈了頭就行。

眼下怎麼辦呢？錯誤已經犯了，他總不能為了追求公平就脫了褲子給她看吧，他是不介意，

如果她樂意看的話。 

「青山哥，你跟以前不一樣了，有時候我真覺得你像換了個人似的。」寧馨被他拉住胳膊，

走不了，卻也不肯回頭看他。 

顧青山心裡突突直跳，有點怕了，委屈的解釋，「阿馨，我都二十了，長水跟我同歲，人家孩

子都兩歲了。我喜歡了妳這麼久，妳說我能不想嗎？我又不是和尚，我……」 

見寧浩拎著籃子馬上就要走到跟前，寧馨趕忙阻止他說下去，「行了，去挖花吧。」 

「好。」顧青山看著心愛的姑娘，滿眼寵溺。 

第二十二章 好心老夫妻 

茉莉花終究沒有挖，因為第二天才進城，怕到明天時花就蔫了。寧馨幫著顧青山把甜瓜種上，

就回家找花盆去了。 

顧青山把農具收拾收拾，看時間還早，就背著弓箭進了山裡。 

黃昏時分，他背著一身沉甸甸的獵物回來，還牽著一隻瘸了腿的麃子。 

把獵物放在自家西廂房裡，顧青山牽著傻麃子去了寧馨家，說這隻麃子送給老神仙，讓他和

雪貂一起帶回去給小圓兒。 

老神仙要走了，寧家也正在為診金的事發愁，人家離家幾百里來自家住了這麼久，治好了寧

斌的病，無論要多少錢都不為過。 

可是寧家已經沒錢了，連大公驢都賣了，要再賣的話只能賣房子賣地。寧馨爹悄悄張羅著想

賣幾畝地，可是村裡沒人應聲。 

老神仙笑呵呵的摸著袍子角，「這隻麃子長得不錯，這角也足實，養上半年，冬天剛好可以取

下來當藥材。」 



顧青山見他一臉喜愛之情溢於言表，笑道：「老神仙哪天走，我去送。」 

寧馨娘趕忙說道：「不用了，你那房子剛蓋好，還得收拾收拾，瓜剛種上也得留意出苗補苗，

就讓你寧伯去吧，他已經跟寧馨舅舅家借好驢車，去認個門兒，以後也好再登門拜謝不是？

寧斌現在可以拄著拐杖下地走兩步，也能自己去茅房，不用再像以前那樣，得兩個人日夜伺

候著，你就專心忙你自己的事吧。」 

「寧伯在家嗎？聽說你家要賣地呀？」吳小力從門外進來。 

當著老神仙和顧青山的面，寧馨爹有點不好意思，可是總算有人上門來問了，又不能推出去，

他硬著頭皮答道：「是啊，八兩銀子一畝，你家想要幾畝？」 

吳小力撓撓頭，「寧伯，八兩銀子太貴了，我成親時間不長，還真沒攢下多少錢，要是六兩一

畝的話，還能買上四畝，八兩就買不起了。」 

吳大力當兵走了三年，一直杳無音訊。吳家擔心他人已經不在了，家裡就剩了吳小力一個兒

子，去年他才十六歲就早早地給他娶了媳婦，為的是早點生個孫子傳宗接代。一個十七歲的

小夥子是無論如何也攢不出二十多兩銀子的，這肯定是他爹娘一輩子的積蓄。他們不好意思

來討價還價，就讓兒子來。 

四六二十四，三八也是二十四，寧馨雖然不識字，但數字還是會算的，這吳家好算計，同樣

是花二十四兩，知道寧家急用錢，就故意往下壓價，花同樣多的錢就能多買一畝地！ 

寧馨爹面露難色，「小力呀，咱們附近幾個村子都是這行情，上等好地就是八兩銀子一畝，我

也沒多要……」 

沒等他說完，顧青山已經反應過來，趕忙攔到兩人中間，「寧伯，怎麼好好的突然要賣地呢？

家裡這麼多人要吃飯，小浩很快也就長大了，得娶媳婦，這……哪能賣地呀！你要是需要用

錢，我這裡有，寧馨，褡褳裡的銀子還有剩，妳拿來給寧伯先用著，等我需要用的時候再說。」 

吳小力瞧瞧顧青山，又瞧瞧寧馨爹，眼珠子轉轉，輕輕一笑。 

沒等他說話，就被顧青山推出了大門，「你走吧走吧，不賣了。」 

吳小力嘿嘿地笑，「青山哥，我知道你現在是大財主，你要是想買寧家的地，我不敢跟你爭。

但你也別傻乎乎地讓人家當冤大頭呀！不就是請你吃過一頓年夜飯，這恩早就報完了，你還

想一輩子賠給寧家嗎？」 

他特意挑撥，顧青山聽了沉下臉，「我怎麼做是我的事，不用你指手畫腳，走吧。」 

他回到院子裡的時候，就見老神仙正在訓斥寧馨爹，「你是不是因為要付診金才賣地？我不是

跟你說了嗎？有多少算多少，剩下的以後再說。這樣吧，你看小顧也回來了，咱們就這麼說

好了，我老人家也不缺錢，就好吃點野味兒，我們鄚州城那邊是大平原，沒有山林，也打不

著野物。等我以後想吃了，就來你們家住幾天，讓小顧去山裡給我尋點好吃的就行了。這隻

麃子我收下了，這個我喜歡，呵呵！」 

顧青山也在一旁勸道：「寧伯，這地賣出去，以後再想買回來就難了，還是別賣了，我有兩百

兩銀子都放在寧馨這，你們要用錢的話找寧馨拿就行，不用問我。」 

兩百兩啊！大家都驚呆了，從沒見過那麼多錢，連想都不敢想。 

寧浩瞪圓了眼睛，誇張道：「那麼多錢呀！青山哥，難怪人家都說你是大財主，你還敢把錢給

我姊？你不怕她拿著錢跑了？」 

「去，你才跑了呢！」寧馨瞪弟弟一眼，轉身進了屋裡。 



顧青山哈哈大笑，看著寧馨的背影進了門口，才轉回頭來說道：「寧伯，大娘，我想明天帶寧

馨去縣城買些東西，新房子裡啥都沒有，還有聘禮也是要買的，今天我還打了些山雞、兔子，

一會兒想和謝媒金一塊兒給三嬸送去。我是想問問，當初夏家請媒人的時候，給了多少謝媒

金啊？」 

寧馨娘一聽他要提親了，自然高興，「聽說好像是二兩銀子和一些花布吧，你也不用非得跟他

們家比，咱們都是一個村子的，村裡哪有那麼高的謝媒金，給兩百文錢就成了。不過，寧馨……

這樣跟著你去縣城，要是碰上熟人，不大好吧。」 

顧青山就怕她不答應，趕忙裝可憐，「大娘，我早早沒了親娘，也沒個姊姊妹妹的，屋裡的東

西完全不知道該買啥，寧馨要是不去，我買回來的東西不合她的心意，豈不是白白浪費錢了。」 

老人們最怕浪費錢，一聽他說這話，也就答應了，「好吧，你讓她坐在車篷裡，出村之前別出

來。」 

「好。」顧青山笑呵呵的應了，跑進屋裡跟寧馨要了些散碎銀子和銅板，又問她褡褳裡的錢

為什麼還沒動。 

「你呀！錢是最重要的東西，竟一點兒都不上心。上次賣野豬不是得了十六兩嗎，還有你剩

下的一些碎銀子和銅板，這些足夠發工錢、買米買麵了，肉是你從山裡打來的獵物，菜也花

不了幾個錢，蓋房子根本就用不著褡褳裡的錢就夠了。不過，明天去縣城的話就不夠，還是

得省著點花。」 

「哦，」顧青山點點頭，讓她從褡褳裡拿兩錠銀子出來，預備著明天花。轉身要走的時候，

又嬉皮笑臉地回了頭，「錢哪是最重要的，妳才是最重要的！我也記不住有多少錢，反正沒錢

花了就找妳要，妳記著就行了。」 

這樣又傻又壞的男人，讓寧馨真是拿他沒辦法，瞋了他一眼，就紅著臉低下頭。 

顧青山高高興興的從寧家出來，就回自己的新宅子，挑出一對皮相好的大兔子，一對野雞，

又挑了一塊絕對不少於二兩的碎銀子，就朝著寧三嬸家裡去。 

寧三嬸正端著晚飯上桌，一碟高粱麵窩窩，大蔥蘸醬。見他拎著一堆東西進來，趕忙接過來

放在一邊。 

「青山來了，快坐下，我這有去年自家釀的桂花酒，來，咱爺倆喝兩盅。」寧三叔熱情的招

呼。 

寧三嬸也是眉開眼笑，趕忙把小酒罈子抱到桌子上，笑道：「你們先喝著，我再去炒兩個雞蛋。」 

他們家日子過得也很節儉，省吃儉用攢下錢來都拿去看病了，苦藥湯子沒少喝，就是懷不上。

寧三叔算脾氣好的，換成別人，可能早就休妻另娶了。不過話又說回來，正是因為家裡條件

不好，休了媳婦，他一個中年男人再想娶個合適的也難，索性就這麼過下去。再過幾年，如

果實在生不出來，就從寧家院裡過繼一個男娃，要是能讓寧浩過來自然是最好的，就怕二哥

二嫂捨不得。 

顧青山也沒跟他們客氣，以後就是一家人了，還是熟悉一點好。 

他坐在炕沿和寧三叔喝起酒來。自家釀的桂花酒，清甜淡香，沒有多大酒氣。不一會兒，寧

三嬸就端了一盤熱騰騰的小蔥炒雞蛋上桌，這對他們家來說已經是最好的菜了。 

顧青山從錢袋裡拿出一塊碎銀子放到桌子上，笑道：「三嬸，我家沒有稱，這塊銀子估摸著也

有二兩吧，連上那一對野雞、一對兔子是我的謝媒金，妳別嫌少，明天我和寧馨去縣城裡買



東西，妳看看聘禮還需要買什麼，指點指點我。」 

寧三嬸吃驚地看看那一塊銀子，又瞧瞧地上的獵物，上次聽說小栓媳婦賣了兩隻兔子得了五

百文，那這一堆獵物就能賣一吊錢了，何況還有那麼大一塊銀子。 

「青山哪，說實在話，你不嫌棄我當年……就不錯了，這謝媒金我可不敢收。就算要給，咱

們村的習慣就是兩百文錢，一塊布，這也太多了。」寧三嬸實在過意不去。 

「沒事，三嬸別跟我客氣，夏家出得起，我自然也出得起。」顧青山坦然道。 

寧三嬸自然也愛財，只是若這樣收了，未免太不仗義，咬了咬唇，她還是把實話說了出來，「你

跟夏家不一樣，夏禹在布莊裡看上寧娟了，寧娟卻不認識他。這事就得媒人從中說好話，才

能把事辦成。我為了跑成這事，來來回回的確費了些力氣，可你是咱們本村的人，二哥一家

都中意你，我這媒人也不過是走個過場，哪能要你這麼多錢呢！」 

顧青山見她說得實在，心裡對寧三嬸的印象又好了幾分，笑道：「沒事，是我樂意給的，妳就

收下吧，我娘走得早，對成親的習俗我也不大懂，這事得要三嬸多費心了。」 

話說到這分上，寧三嬸覺得自己該推讓的也推了，他執意要給，是怕寧馨被她姊姊比下去，

也是希望自己能盡心盡力，索性就收了，以後對他們成親這事多幫襯幫襯也就是了。 

吃過了晚飯，顧青山回到家裡還很有精神，想著一切都很順利，明天先哄哄寧馨，四月訂親

的話，五月就成親。數著手指頭算算明天要買的東西，還真不少，估計得花不少錢，他不在

乎，就怕寧馨心疼。乾脆再去山裡跑一趟，多打些獵物賣了，手裡銀子多了，寧馨自然就捨

得買東西了。 

顧青山再次從山裡滿載而歸的時候，已經月上中天。他在河邊擦了個涼水澡後，光著身子鑽

進被窩，想到明天晚上就可以和寧馨睡在一起，他激動得睡不著覺。 

被子激烈的抖了一陣，他長長地呼出一口氣，用褻褲擦淨了底下，才合上眼睡了。 

 

 

豔陽高照，顧青山美滋滋的趕著馬車出了村。 

沒走多遠，碰上寧長水兩口子。這些天給顧青山蓋房子，寧長水掙了四百多文錢，今天帶媳

婦去鎮上奢侈一回，買點她喜歡的東西。 

「青山，你去鎮上嗎？我們搭個車。」寧長水道。 

「今天搭不了了，我要去縣城，下次吧。」顧青山直接拒絕。 

寧長水眨巴眨巴著眼，疑惑道：「去縣城不正好路過鎮上嗎？怎麼還搭不了……哦，你這車上

是不是藏著什麼寶貝？讓我瞧瞧。」說著，他就撲過去要掀開車簾。 

寧馨躲在裡面，嚇得心驚肉跳，暗暗腹誹調皮的寧長水，希望青山哥能擋住他。 

顧青山自然不能讓他掀開，一個箭步竄了過去，抓住寧長水的胳膊低聲求饒，「行了行了，確

實有寶貝，你就別看了，改天我請你喝酒還不行嗎？」 

「哈哈哈，就這麼說定了，去縣城買一罈好酒回來。」寧長水大笑道。 

「行了，知道了，快走吧你。」顧青山笑著推開他，跑回車轅上坐著。馬車剛走出一段路，

前面又瞧見了本村的人，也是給他蓋房子的。 

顧青山撓撓頭，低聲朝著車篷裡說道：「要不咱們還是繞遠路走吧，最近人們掙了工錢都想去

趕集買點東西，長水是熟人，怎麼都好說，一會兒拒絕的人多了，就不太好了。」 



寧馨湊到簾子邊上，扒著縫隙瞧瞧前面路上三三兩兩的行人，小聲道：「好啊，那就拐彎吧。」 

顧青山唇角一揚，揮動鞭子調轉馬頭，奔著侯家的方向去了。 

甩開眾人，兩人說起話來方便多了，顧青山看看四周沒人，就把簾子撩了起來，「阿馨，出來

透透氣吧，反正這條路上也沒人。」 

寧馨溫順地爬了出來，坐在他身邊，倚著車篷看著他。 

還有什麼比心愛的姑娘就坐在身邊看著你更美妙的呢？顧青山真想回頭親她一口，又怕她惱

了，只能用狼一樣的眼神上下打量她。 

寧馨羞紅了臉，輕輕推他肩膀，「好好趕車，有什麼好看的。」 

「當然有好看的，妳最好看。」他笑著逗她。 

兩個人甜甜蜜蜜的坐在馬車上，行到了一個岔路口的時候，側面過來了兩個女人。一個挽著

頭髮是個年輕的婦人，另一個梳著長長的辮子，頭上戴著花，像是個沒出嫁的大姑娘。 

「馬車呀，這麼漂亮的大馬，哎呀！」其中一人的聲音模模糊糊的傳了過來。 

這話表面上是誇讚烏騅馬，可是還有一層隱含的意思，這麼好的馬只能是有錢人才能擁有。

馬車上的兩個人都沒說話，接著往前趕路，卻沒想到那兩個人追了上來。 

「大哥，等等，能搭個車嗎？」 

兩個女人小跑著追了上來，卻在看到寧馨的那一剎那愣住了。 

寧馨也是一驚，剛才只是從側面晃了一眼，沒看清楚，現在看清了，那個塗脂抹粉，頭上戴

花，梳著大辮子的女人竟然是侯氏！ 

侯氏見了寧馨更是吃驚，和離後的她聽說寧家莊回來了一個大財主，對寧家特別好，還給寧

斌請來名醫，治好了他的傷。侯氏二嫁一心想攀高枝，可是高枝哪是那麼容易找的，何況自

己也不是黃花大姑娘，如今的她有點後悔，這些天總是想著寧斌對自己的好，若是實在找不

著好的，就回去找寧斌湊合著過也行。 

寧馨見了她，下意識的坐直了身子，瞪圓眼，緊緊閉著嘴。 

「啊……阿馨，是妳呀。」侯氏囁嚅道。 

不是自己村裡的人，顧青山本來沒打算停車，見她們認得寧馨就勒住馬，卻見寧馨側臉緊繃，

一副神遊天外的模樣，就笑著碰了碰她的胳膊，「阿馨，人家叫妳呢。」 

寧馨氣鼓鼓的深吸一口氣，惡狠狠地道：「這麼花枝招展的女人是誰，我可不認識，咱們快走，

別耽誤了人家的好事。」 

顧青山莫名其妙的看了一眼寧馨，忽然想起她大嫂好像是這個村子的，不敢多待，他趕忙掄

鞭子打馬，飛快地朝著下一個村子去。 

離得遠了，顧青山才小心翼翼的問那人是誰。 

寧馨氣呼呼的回答，「是我以前的大嫂，我一再懇求她留下，她卻不肯，非要在我哥傷口上撒

鹽。現在卻擺出這副討好的語氣跟我說話，估計是聽說大哥沒事了，找不到好人家又想回來，

呸！這種人，絕不能再讓她進我家門！」 

「對，這種無情無義的人咱們才不稀罕，別因為她壞了好興致，阿馨，妳說說今天咱們都買

啥？」顧青山故意轉換話題。 

寧馨也懶得再想那個女人，就談論起今天要買的東西。 

到了縣城時快到中午了，兩人在路邊簡單吃了點東西，就尋了個位置開始叫賣東西。顧青山



打來的獵物賣得很快，城裡有錢的大戶人家多，喜歡吃野味。 

寧馨的茉莉花一共挖了四盆，剛開始把價格定在三十文一盆，一個時辰後才賣了一盆。 

顧青山的獵物已經賣得差不多，他負責吆喝，寧馨負責收錢，錢袋裡已經收了十幾兩碎銀和

一堆銅板了。 

「剛打來的野味兒，快來看看，山雞肉嫩新鮮，燉湯大補，男人吃了體力強，女人吃了變漂

亮，吃一口香半個月呀！」他毫不臉紅的大聲吆喝，寧馨跟在他後邊憋著笑收錢。 

「還剩下兩隻小狗獾，一會兒便宜點賣了算了，咱們還得去買東西呢。」顧青山興高采烈的

道。 

寧馨瞧著自己剩下的三盆花有點鬱悶，城裡人也這麼俗氣，就愛買吃的，不愛買花。 

顧青山瞧著心愛的姑娘默默噘起了小嘴，忍不住輕笑道：「阿馨，妳先看著攤子，我去打聽一

下吃飯住宿的地方。」 

寧馨哦了一聲，就守著馬車站著，等著過往的行人問價，她沒顧青山那麼厚的面皮，吆喝不

出來。 

一對慈祥的老夫妻忽然走了過來，老爺子道：「這花真水靈，小姑娘，妳是要賣嗎？多少錢一

盆？」 

寧馨大喜，歡快地答道：「三十文一盆，您要是都要了的話，可以便宜點。」 

老婆婆笑咪咪的瞧了瞧，笑道：「這幾盆都挺水靈的，我們都要了，妳也不容易，不用便宜了，

喏，這個銀瓜子是一錢銀子，不用找了。」 

寧馨伸出白白的小手，瞧著那個小巧的銀瓜子落在了自己手心上，歡喜地笑了起來，「謝謝婆

婆。」 

老爺子抱起兩盆花，老婆婆抱了一盆，深深地看了寧馨一眼，笑道：「不用謝，真是個有福氣

的孩子。」 

過了一會兒，顧青山回來了，寧馨快走幾步迎了上去，托著手心裡的銀瓜子，甜甜的笑著跟

他獻寶，「青山哥，你看，我的花賣了，得了一個銀瓜子，真是沒想到。」 

顧青山拉過她的小手，湊近了瞧瞧銀瓜子，呵呵一笑，「開心了吧，咱們去買東西，那兩隻小

狗獾先不賣了，我打聽好了，城裡最好的酒樓是望仙淶，後院就是客棧，晚上咱們就去那住，

這兩隻狗獾賣給他們。」 

「好哇！」寧馨心情好，自然比平時更乖巧，被他牽了小手都沒有拒絕。 

他們先去買布，寧馨在布莊裡挑好了一匹大紅色的細棉布，新婚的時候用紅布的地方多，多

買些不會有錯。又挑了兩條碎花的炕單，四個綢緞的被面，四個褥子面，兩匹白色的細棉布

做裡子，還給他選了兩塊做衣服的料子。 

寧馨埋頭選東西的時候，顧青山就在旁邊跟掌櫃的有一搭沒一搭的閒聊，等她都選好了，談

好了價錢，顧青山大手一揮說：「都要雙份。」 

寧馨一愣，「為什麼？你有錢沒地方花嗎？」 

顧青山嘿嘿笑道：「不是得去妳家送聘禮嗎？我就把該用的布料都送了，也省得妳再買一回。」 

寧馨俏臉一紅，低聲道：「我娘早就給我預備好嫁妝了。」 

顧青山臉上的笑容一僵，馬上想到了董少成，她家預備好的嫁妝，是不是為了之前已經定下

的婚事準備的？ 



一股無名火忽的騰了起來，顧青山照著她挑的顏色連著選了六匹布，一股腦的放在掌櫃面前，

「這些都要了，還有她剛才選的那些。阿馨，咱們成親，都用新的。」 

寧馨捏著手沒說啥，家裡準備的被面褥面確實是和董少成定完親以後買的，他們原本是打算

秋後成親的，只是沒定準日子而已。 

「姑娘，你們買了這麼多，按照我們店裡的規矩，要送妳兩套衣裳料子，妳挑吧。」掌櫃的

笑咪咪道。 

老闆娘剛好抱著孩子出來，聽到這話立刻柳眉倒豎，叫嚷道：「你說什麼呢？看著人家姑娘長

得俊，就胡說八道了是不是！」 

掌櫃的趕忙推著媳婦進裡屋去，關上門低聲解釋，「人家男人已經給過錢了，怕姑娘捨不得花

錢，才讓我這麼說的，妳搗什麼亂！」 

第二十三章 惡霸歹心思 

黃昏時分，顧青山趕著馬車到了望仙淶，先要了一間上房，把今天新買的東西搬進去，讓寧

馨稍作休息，他則提著狗獾去找掌櫃的。 

不出所料，酒樓很高興的把野味收了，當即付給他二兩銀子，足夠吃飯住宿的費用。 

回到房間的時候，寧馨剛剛洗了臉，一張小臉水潤潤的，白裡透紅，特別誘人。 

顧青山拉起她的小手，把銀子放在她的手心上，嘿嘿笑道：「媳婦兒，又掙了二兩，今天掙了

這麼多錢，獎勵一下唄。」 

寧馨紅著臉垂下頭，「別亂叫。」 

他俯身在她臉頰上親了一口，又甜又香啊！抱著她就捨不得撒手。「數數錢吧。」 

這活兒寧馨愛幹，想拉開他的胳膊拉不開，索性就讓他自身後抱著她，拖著他走到桌邊，把

錢袋裡的銀子銅板都倒了出來。數一數，銅板共有三千五百多文，銀子拿到櫃檯稱了一下，

共計十一兩六錢，這還是買布後剩下的。 

寧馨歡歡喜喜地把錢放進錢袋收好，轉身就被他拉住了小手出了房門到了櫃檯前。 

「媳婦兒，今天掙錢了，賞點好吃的唄。」 

說好了扮成夫妻，這時她不能反駁，只得硬著頭皮道：「嗯，你想吃啥隨便點。」 

「媳婦兒對我真好。」顧青山拉起她的小嫩手在嘴邊親了一下，笑嘻嘻的牽著她上樓。二樓

靠窗的位置是一排雅間，唯有最邊上的地方放著一張八仙桌。 

顧青山想找個清靜的地方，自然拉著寧馨坐在角落裡的這張桌子。他們來得早，大廳裡還沒

有幾個人，雅間裡也都安安靜靜的。 

點好了菜，兩個人一邊看著街上的風景一邊喝茶。很快，店小二端來了四菜一湯，都是寧馨

愛吃的菜色，她吃得歡快，他也跟著高興。 

木質樓梯蹬蹬的響，上來了兩個男人，寧馨低頭吃菜，沒注意他們。顧青山扭頭看了一眼，

是一老一少，一個八字鬍的胖員外，一個瘦巴巴的鼠眼男人，瞧著不像好人，都不認識，他

也沒在意，繼續吃飯。 

兩人從他們桌子旁邊走過，進了隔壁的雅間，那男人撩起門簾的一刻，正好寧馨喝完一口湯

抬起頭，這口熱湯忽然卡在了嗓子眼，她側身噗的一口將湯噴在桌旁，接著猛烈的咳了起來。 

「怎麼了？」顧青山莫名抬頭，放下筷子，跑過去給她拍後背順氣。 

「別、別說話。」寧馨啞聲道。 



顧青山眸色一暗，下意識的看向隔壁雅間，裡面的兩個人已經落坐，開始說起話來。 

「三舅，我今天找你是有件好事。」 

「你小子能有什麼好事，上回把人打殘了，人家老爹告到縣裡來，還不是我給你解決的。你

倒好，又把那老頭打了一頓，幸虧山裡人老實，這要是去京城告御狀，還不得把我這縣丞撤

了？！」 

「嘿嘿！三舅你真會說笑話，還告御狀，到不了皇上跟前就被御林軍打死了吧。在咱們淶水

縣，表舅爺是縣太爺，您又是我親三舅，誰敢跟我趙虎過不去呀！」 

寧馨雙手發抖，緊緊扶住桌子還止不住打顫。 

顧青山大概知道那個人是誰了，心疼地坐在她身邊，雙手包覆著她的一雙小手，陪她側耳傾

聽隔壁的動靜。 

「行啦，少說廢話，今天來找我有什麼事？」 

「三舅，最近我想收夏家幾個鋪子，誰知道這一家子人都是死腦筋，硬是不肯賣。我覺著，

我在淶水鎮的威信還有待提高，不如就把寧家往死裡整。他們家跟夏家還是親戚，這就叫殺

雞儆猴。我有個好點子，也是讓你在表舅爺面前立功的機會。 

「就上次來告狀那個寧老頭，在衙門口破口大罵那仇你能忘嗎？前幾天，我聽首飾鋪的董大

說，那老頭的丫頭長得水靈，原本跟董老二定了親，可是寧家這麼不識相，董家哪還能跟他

們做親家，退了親以後，那丫頭也嫁不出去，我想著把她弄來給表舅爺當個小妾，嘿嘿嘿……」 

猥瑣的笑聲飄了過來，寧馨緊緊咬著唇，眼裡蓄滿了淚，手指甲都把顧青山的手心給掐破了。 

顧青山早就氣得胸膛起伏，強忍著聽他把話說完。此刻，聽到要讓寧馨給一個老頭子當小妾，

就再也忍不住了，倏地一下站了起來，握緊拳頭就往雅間裡面衝。 

寧馨及時抱住他的胳膊拚命搖頭，含淚壓低聲音道：「不要，不要去！」 

大哥才剛見好轉，能拄著拐杖走兩步，爹的腰被人打得落下了毛病，一到陰天下雨就疼。現

在，她絕不能眼睜睜地看著青山哥去送死，趙家打手眾多，剛才也聽他說了，縣太爺是他表

舅爺，縣丞是他親舅舅，這樣的人，普通老百姓根本惹不起啊！ 

顧青山額上青筋暴起，一把拉開寧馨的手，「別怕，妳在這等著。」 

「不……」寧馨拉不住他，急得猛掉淚，情急之下一頭撞向了二樓打開的窗戶。 

顧青山嚇了一跳，慌亂的跑過去抱住她的腰，「妳……」 

寧馨轉回頭滿臉淚痕的看著他，眸中滿是哀求，抱住他的腰不讓他動。 

店小二正上樓來，看見兩個人緊緊抱著，深深對視的模樣，咯咯一笑用肩上的白毛巾擋住了

臉，「哎喲喂，幹麼呢這是。」 

寧馨回過神來，拉著顧青山的手往樓下走。顧青山雖被她拖著下了樓，眸光卻死死地盯著雅

間的方向，思忖著辦法。 

寧馨一口氣把他拉進了房裡，把門閂得死死的，推著他坐到床邊，「天都黑了，早點睡吧。」 

顧青山氣樂了，若是平時，她這麼乖巧的要睡覺，他肯定高興死了，可是今天不一樣。「阿馨，

妳聽我說，不給那個王八蛋一點教訓，他還會禍害人。妳瞧！」他從隨身的包袱裡掏出來一

個精巧的彈弓架子，不是孩子們玩的那種木質的而是銅製的，上面的皮子也是一塊特別硬實

的狼皮。 

「我在軍中有一個師傅叫費強，這是他送給我的，還有這五顆鋼珠，這個能無聲無息的置人



於死地，我的功夫不夠，打不死人，但是打進他腿裡，讓他也嘗嘗瘸腿的滋味是沒有問題的，

而且距離遠，我肯定不會被發現。」顧青山認真的解釋。 

寧馨緊緊拉著他的手腕，哽咽道：「你不能去，大哥已經這樣了，爹也被他們打過，你……你

不能出事，我不讓你去！」她邊說著，淚珠兒撲簌簌地直往下掉。 

顧青山心疼的歎了口氣，抬起大手撫著她的臉，幫她擦掉淚水，「好，我答應妳不去了，別哭

了。」 

他收起彈弓和鋼珠，放回小包袱裡，走回床邊，伸開雙臂把她擁在懷裡，「阿馨不怕，以後有

我在，誰也不能欺負妳！」 

寧馨依偎在他懷裡，聽著他沉穩有力的心跳，一顆心漸漸踏實些，她緩緩合上眼，貪婪地享

受這一刻的平靜和溫情，生怕一不留神就失去了這樣的幸福。 

「阿馨，我去叫小二打洗腳水來，累了一天，咱們早點休息。」他其實捨不得放開懷裡的姑

娘，但是只有早點把她哄睡了，自己才能去對付那個王八蛋。 

「嗯。」寧馨乖乖地應了一聲，抬起頭來拉住他的大手，「你在門口喊小二一聲，別出去。」 

顧青山失笑，「不至於吧，盯我盯得這麼緊？我又沒拿彈弓，打不了他。」 

「那也不行，今天晚上我絕不鬆開你的手！」寧馨噘著小嘴，倔強的道。 

顧青山笑著點點她的鼻尖，「妳呀！真是拿妳沒辦法……好吧，聽妳的。」 

他拉著她的手來到門邊，打開門，喊店小二上洗腳水。 

不一會兒，店小二端了熱水進來，自然是寧馨先洗，她洗完後，顧青山就毫不客氣地把自己

的一雙大腳踩進了盆裡。 

他去門口潑水時，寧馨羞答答的把外衣脫了，穿著中衣鑽進被窩。 

「阿馨，妳先睡，我去趟茅房。」顧青山過來掃了一眼床頭的衣裙，淡淡地道。 

寧馨如臨大敵一般坐了起來，飛快的套上外衫，穿好裙子，繫上腰帶，「我跟著你去。」 

不會吧！顧青山呆住了，「這……這怎麼跟著呀！茅房是共用的，裡面可能還有別的男人。就

算是沒有，妳確定要……看著我尿？」 

寧馨倏地一下子紅了臉，扭過頭不敢瞧他，「你說什麼，你進去，我在遠處等你。」 

「哦。」顧青山有點失落，原來只是純粹的盯著他罷了。他拉著她的小手往外走，狀似無意

的嘟囔，「其實我還真不怕妳看呢。」 

待解了手回到房間，顧青山認命的脫了衣裳吹滅油燈，看來她警戒性非常高，不等她睡了是

辦不了事的。 

「睡吧，放心，我哪都不去。」顧青山滿腔怒火無處發洩，就把中衣脫了，光著膀子涼快涼

快。 

寧馨瞄了一眼他健碩的後背就不敢看了，垂下眼瞼，筆直地躺在自己被窩裡，等他吹了油燈，

屋裡暗下，才敢睜開眼。 

兩人靜靜地躺著，只能聽到彼此的心跳和呼吸聲，以及院子裡偶爾有人經過的腳步聲。 

「青山哥。」 

「嗯。」 

「我知道你沒消氣，但是你今晚一定不要去找他算帳，你發誓好不好？不然我睡不著。」寧

馨輕聲要求。 



「好，我發誓，如果我去找他，就讓我……」 

沒等他說完，寧馨伸手捂住了他的嘴，「不用你自己做誓詞，用我，如果你去找他，就讓寧馨

不得好……」 

顧青山猛地翻過身大手捂住她的嘴，另一手拉下她的小手，急切道：「別胡說，我不發這樣的

誓！」 

寧馨沉默了一會兒，也把他的手拉下來，「你還想著去找他算帳是吧？」 

「我……我嚥不下這口氣，他竟敢打妳的主意！阿馨妳知不知道我現在胸口有一團火在燒，

根本就無處發洩，燒得我快要死掉了！」他終於忍不住了，嘴裡噴著熱氣，恨聲說道。 

寧馨抬眸看著近在咫尺的俊臉，光線暗、看不清，但是能夠很明顯的感受到他怒氣騰騰，似

乎連胸膛都是滾燙的。 

她用力抿了抿唇，像是下定決心，她掀開自己的被子，鑽進他的被窩裡，伸出雙臂圈住他的

脖子，用自己都不太熟悉的顫抖聲音道：「青山哥，晚上你千萬不要離開，如果我醒了看不到

你，我肯定出去找你，人生地不熟的，萬一我迷路了，或者碰上壞人怎麼辦？所以你千萬不

能離開這間屋子，我知道你有氣撒不出來，你朝著我來就好，只要你不出去，我願意給你消

火。」 

嬌俏的大姑娘偎在他懷裡，雙手勾著他的脖子，胸前又熱又軟的兩團貼著他的胸膛，顧青山

就是鐵打的漢子也承受不住啊！ 

「阿馨，別……別這樣，我會把持不住的。」他嗓子都啞了。 

寧馨沒再說話，在黑暗中把頭湊了過去，不顧他身體滾燙，也不顧自己現在的處境有多危險，

第一次主動吻他。 

因光線太暗，她看不清，這吻吻在他的下巴上。 

冰冰涼涼的唇落在下巴上的那一刻，顧青山全身血液沸騰了，腦子也轟的一下炸開了。這個

傻丫頭，為了讓他洩火，竟然主動把自己送進了他的被窩！ 

他不想在這種時候跟她親熱，可是他根本無力抗拒。 

滾燙的雙唇準確的捕捉到那一雙涼涼的唇瓣，她像受驚的小鹿般微顫，他把香甜的唇舌含在

嘴裡，就難以控制的拚命吸吮起來。輾轉研磨，溫柔舔拭，大舌攪動著她嘴裡的甜蜜津液，

彼此相融，霸道糾纏。 

他順勢壓到她身上，一雙大手也毫不客氣的覆到了柔軟的地方，宛如軟綿綿的小兔子，握在

手裡特別舒服。 

「阿馨……」他忍不住喃喃叫喚，一隻大手不滿足地從中衣底下探了進去，探進絲滑的肚兜

裡，肆意感受著夢寐以求的接觸。 

寧馨沒想到會發展成這樣，原本只是想親親他，讓他不要生氣，怎麼突然變成這樣了？且他

高大的身體還壓在自己身上，彰顯著他的強壯，卻讓她只想逃。 

這一場狂風暴雨般的狼吻持續了不知多久，寧馨覺得自己快要沒命了，就在她想開口求饒都

沒了力氣的時候，他忽然抱著她翻了個身，讓她趴在自己身上，曲起雙腿把她夾住。 

「阿馨妳……妳今日就給了我，回到村裡咱們就成親，好不好？」他大口喘著氣，額上滿是

汗珠。 

寧馨趴在他胸膛上，拚命喘息，好久才緩過勁來，「不……要洞房的……」 



他也希望把最美好的那一刻留在洞房花燭夜，這三年來，他期盼著那個神聖的時刻已經盼了

無數個日日夜夜。可是…… 

「阿馨，我真的忍不了了！」他抖抖粗壯的大腿，夾緊她。 

寧馨再一次被那怒張的氣勢嚇到，囁嚅道：「我……我只是想……親親你，你怎麼……能這樣

呢？」 

這話讓他既無奈又不知該怎麼回答。 

寧馨趁著他愣神，飛快地滾到裡側，拉過自己的被子，裹得嚴嚴實實，只露出一雙眼睛警戒

地瞧著身邊的黑影。 

「唉！」顧青山知道自己終究狠不下心委屈她，就只能委屈自己了。他翻身側壓在她身上，

連被子一起抱緊她，上邊狠狠地親著她柔軟甜蜜的唇舌，下邊自己動手解決了。 

事畢，他趴在她臉側吹著熱氣，「阿馨，妳知不知道我有多疼妳？」 

「嗯，知道。」寧馨小臉紅透，以前她對男女之事懵懵懂懂，現在也不是完全明白，但是她

見識了男人的飢渴和猛烈的模樣，心裡有點怕。 

「我現在這麼忍耐，以後妳要補償我。」 

「……嗯。」 

「咱們成親以後，每天晚上給我三回。」 

「……」 

「阿馨，妳這裡好像長大了不少。」他一邊揉著一邊感歎。 

寧馨先是一羞，緊接著一愣，「你怎麼知道？」 

怎麼知道的……呵呵呵！當然是用手量出來的，但是他敢說嗎？ 

「自然是看出來的。」他嘿嘿乾笑了兩聲，手上又用力捏了一把。 

寧馨羞得拽下他的大手，推到自己被窩外面，嬌聲道：「你欺負人！以前還以為你是正人君子，

今天才知道竟然是個……」 

「是個什麼？」他厚著臉皮逗她。 

「你……沒羞沒臊！」寧馨轉過身子朝著牆壁，不理他了。 

顧青山翻身下床，大剌剌地自己處理一下，心裡還是頗有成就感的。雖然沒能真正的成事，

但是比起那一晚私藏枕巾還偷偷去洗的模樣，已經進步了很多。 

「睡吧，放心，我保證不出這個門。」顧青山重新躺回被窩，把一條手臂搭在她的被子上，

讓她安心睡覺。 

雖然不打算放過那個混蛋，但是今晚他絕對不會去找趙虎。一來留下寧馨一個人在房裡他確

實不放心，二來如她所說，若是她醒了看不到自己，肯定會出去找，那太危險了。 

寧馨累了，很快就睡著了，但睡得並不安穩，一會兒皺緊眉頭，一會兒又嚇得打哆嗦，光線

雖暗，但顧青山能夜視，自然看得清楚。 

他心疼極了，鑽進寧馨被窩抱著她睡，輕柔的哄道：「阿馨不怕，有我在，沒人敢欺負妳！」 

顧青山看著懷裡嬌弱的心上人，把牙咬得咯咯直響，心裡暗忖：趙虎，你個王八蛋，老子絕

不會放過你的！ 

寧馨一晚上醒了好幾回，摸摸身邊的男人還在，才又迷迷糊糊的睡去，有時候驚醒顧青山，

他就抱著她睡，讓她安心。 



隔天早上醒來，寧馨首先聞到一股異樣的味道，迷迷糊糊的坐起來，看到青布被子上有一片

白印，顧青山站在床邊繫著腰帶，見她一臉懵懂的盯著那處，頓時起了逗弄的心思。 

他彎腰用手撫了撫，「昨天我擦過的，怎麼還是留下印子了？」 

寧馨怔愣地瞧了他一眼，見他曖昧的眼神飄了過來，便也猜到個大概，頓時羞得小臉紅透，

恨不得將小臉埋到被子裡。 

顧青山愛極了她這副模樣，湊上去在她唇角輕輕親了一下，小聲道：「早晚都要懂的，現在懂

了也好，省得成親以後慌亂。」 

寧馨把臉轉到一邊不看他，成親以後要做人家妻子，他要怎麼來都行。可是現在，他們還沒

成親呢，他這樣做算不算耍流氓？ 

耍過流氓的顧青山心情大好，憋著一肚子笑去外面打水洗臉，到了天井邊時甚至哼起了小曲。 

君子報仇十年不晚，他想通了，不急著眼下跟那趙虎動粗，跑了就跑了吧，還愁以後遇不上

嗎？以後有的是機會收拾趙虎。 

他決定要把銅彈弓帶在身上，以後但凡遇上那廝，馬上就動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