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十九章 蘿澀請纓劫糧草 

升帳，文武在列。 

梁叔夜列位正中，監軍在側，下首都是各營將領。 

他們一人一把小馬札，蹲坐在有限的空間之中，身上鎧甲叮噹作響，眾人本就身

形魁梧，這麼一來更顯擁擠。 

再往後是一些無座的人，都垂手順目的站著，這些大多是文職官，像行軍司馬、

點兵書吏等。 

「各營傷亡如何？」監軍乾石僭越，竟搶在梁叔夜之前提問，可問的內容倒也在

他的管轄範圍之內，因此眾人雖有疑惑，倒也肯回答。 

「右軍騎兵二營，亡三十五人，傷一百九十五人。」有人首先從馬札上站起，抱

拳大聲道。 

「左軍騎兵一營，傷五十人，未有陣亡者。」 

「右軍步兵一營，亡六百人，傷兩千零三十二人。」 

「各位將軍勇猛，戰後自有嘉賞！」乾石抬起手，大抵又說了一些寬慰激勵的老

話，然後才把場子交給了梁叔夜。 

眾人沉默，皆在等他開口，不料梁叔夜目色深沉，沉默了半天還沒有一句話。 

乾石尷尬的清了清嗓子，重新進行暖場工作，「敵軍以十萬大軍攻城，幸得梁將

軍神勇，克敵安退，可見西戎人凶勇非常，我軍應該趁其元氣大傷、無力再攻時，

抓緊休整兵卒，等來日再戰。」 

「如今西戎軍大敗，乾大人怎麼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梁玉身為醫官，本不

應插嘴，可她實在看不慣皇帝派來的這個監軍，膽小畏戰，紙上談兵，故而發聲

駁斥。 

「有理有理……」營中諸將紛紛應承，交頭私語聲不斷。 

「西戎大敗，我軍難不成就是大勝了嗎？書吏官，此次守城一役，我城頭守軍傷

亡多少？！」乾石一時臉面掛不住，他山羊鬍子一翹，瞥向了營帳末的書吏小官。 

小吏唯諾應聲，忙翻開手中冊子，大聲念道：「此役我方共折將三名，士卒傷亡

五千餘人，消耗礌石木樁箭矢等城防占去總數的三分之二。」 

乾石連忙道：「聽聽，各位將軍想要一舉剿殺西戎人，這是好事，但也不能罔顧

憑水關安危於不顧，若是城破，又有多少州府會落入西戎賊子手中，我皇豈能在

京城安心臨朝，治理萬邦？！」 

就在眾人又猶豫起來時，一直沉默著的梁叔夜發話了——  

「不，西戎賊受了大敗，我軍理應乘勝追擊，絕不是什麼原地休整，等他們緩過

氣來，可就不好打了！」 

「打」一字清音而出，眾人本熄滅了的鬥志重新燃燒了起來，只因他們的將軍發

話了，他說「打」。 

「梁將軍！你—— 」乾石臉色猛地一沉，黑如焦炭，他急切的扭轉身體，目露

凶惡的盯著梁叔夜。 

「西戎已無糧，那隊入關四處劫糧的騎隊，至少半個月才會到憑水，我軍休整十



日，全軍迎敵。」梁叔夜平鋪直敘，卻帶著不容置疑的沉穩、果決，下達了第一

道將令。 

「是！」眾人從馬札上彈起，紛紛抱拳領命，聲如洪鐘。 

「將軍且慢—— 你怎知西戎無糧？當日劫營之時，大家都見西戎軍正支灶開炊

的，如今西戎人傷亡幾乎過半，那麼存糧更是有餘，你現在下此判斷，難道不是

搬石頭砸自己的腳嗎？」乾石走到了梁叔夜的跟前，他捋著下巴上的山羊鬍子，

陰陽怪氣道。 

「因為無糧，所以攻城。」 

梁叔夜八字一出，在場眾人無不驚詫，意料之外，卻也在情理之中。 

攻城就要死人，把老弱傷兵送去戰死，活下來的才是精銳，又暫時緩解了缺糧的

問題，不得不說，西戎人夠絕！ 

只是這樣做，不怕喪失軍心？其實再想想，也能理解，軍心不穩的大忌是「無糧」，

那比起吃敗仗來說，幾乎是一支軍隊的致命傷。 

「你……」乾石被噎得無力反駁，只睜大了眼睛，聲音略有些顫抖。 

他如何能想到，西戎人竟能送幾萬將士去死，最根本的原因是因為軍中無糧？ 

不與乾石再做糾纏，梁叔夜率先走到了沙盤邊，他垂著手，目光沉沉，審視這一

片沙土堆砌的憑水關方圓五十里的綿延地形。 

「我料十日之內，西戎必有援兵輜重，我軍需先發制人，大軍正面突圍，奇兵後

背劫糧，誰願前往？」 

他雙指一併，從空餘處撈起一支旗子，扎在雙駝峰的凹處山道口。 

眾人面面相覷，似乎誰都不願意領劫糧的任務，都覺著太沒有難度，根本掙不著

什麼軍功。 

戰場以斬將擒旗為首功，破敵突圍次之，那劫糧根本排不上號。 

正在大夥用眼神推三阻四的當口，一聲清亮爽利的聲音傳來——  

「我去！」 

蘿澀一身寒光甲衣，步子雖然有些虛浮，可脊背挺得直直的，她從帳外大步走來，

迎上了梁叔夜複雜的目光。 

「這……這是何人？」乾石本還在氣頭上，倒是叫突然冒出的小兵嚇了一跳。 

「回大人，這是白馬義從的護衛。」 

「胡鬧！白馬義從乃精銳之師，豈能如此大材小用，不准！」 

雖說柿子是撿軟的捏，可你打狗還得看主人吧，白馬義從是誰的親衛隊，有你說

話的分嗎？蘿澀腹誹，斜睨了乾石一眼，重新把真摯的目光瞄準梁叔夜，試圖在

他沉沉的目光中尋求一絲信任和贊同。 

不同於前幾日的冰冷，他此刻的目光複雜，浮沉著許多莫名的情緒，讓蘿澀心頭

一顫，不過是睡了一覺的時間，這是怎麼了？ 

梁叔夜從她的目光中讀出了質詢和不解，故而別開眼睛，乾巴巴的說了一句，「不

准。」 

蘿澀雖手無縛雞之力，可也不會頭腦發熱，以卵擊石，必定腹中有計，願出奇謀，



為梁叔夜分擔戰事壓力。 

「我只兩人便可，絕不動白馬義從一人一馬！」 

話音方落，嘲笑奚落之聲便起，大有一副笑死她的勁頭兒。 

蘿澀咬了咬牙，她硬著頭皮，拋下最後一句極為重量級的話，「我願立軍令狀！」 

嘲笑聲立止，眾人皆是靜默，不願意再搭理這個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娘娘腔。 

「好。」 

一人瘋，兩人陪，將軍居然同意了？！ 

眾人眼睜睜看著梁叔夜從令箭筒裡抽出一支來，遞給這個姓羅的小兵，大家全都

目瞪口呆，啞口無言。 

「末將領命！」將令箭攥在手心裡，蘿澀像模像樣的抱拳行禮，壓低著嗓音道：

「末將還需一人同行，望將軍允准。」 

「徐升？」 

「不是，末將要梁醫官同行。」 

這次輪到梁叔夜愣怔了，他疑惑的看著蘿澀，顯然頭一次碰到自己拿不准的事兒。 

「我同意！」不等梁叔夜說話，梁玉一身寬袖長袍，悠悠從帳後步出，朝著梁叔

夜抱拳作揖，彎腰接下軍令。 

 

 

「我的計畫就是這樣，不費兵卒便能成事。」 

此刻帳中的將領都退了乾淨，只剩蘿澀、梁玉和梁叔夜三個人。 

蘿澀把自己的打算說了出來，梁玉立即同意，然後把目光落在了一直沉默不語的

梁叔夜身上。 

「太危險了，事有萬一，如果—— 」 

「沒有如果。」梁玉打斷了梁叔夜的話，冷漠的口吻中帶了三分嫌棄，「你往日

的果決去哪了？如果你真放心不下，我還有一個主意，就看你願不願意。」 

梁叔夜抬眸，示意梁玉說下去。 

梁玉難得勾起一抹輕笑，從懷中掏出一只長匣，啟開鎖眼，小心的掀出一張人皮

來，托在手心裡，「我來扮作你的模樣，坐鎮三軍，你跟小羅同行，斷敵糧草後

我派岳小滿接應你們，首尾相圍，關門打狗！」 

這下輪到蘿澀吃驚了，她瘋狂的給梁玉使眼色，無奈梁玉選擇了視而不見…… 

梁叔夜穿了一件黑色的襦衫，精瘦修長，他深眸本該隱於黑暗之中，卻被邊上燭

台上的火光點亮，染上一片晶亮。 

他偏首看向蘿澀，搖曳的火光柔柔打在她臉上，她的緊張一覽無遺。 

「不成，我本計畫好了，得要一個懂醫術的人，梁將軍的長處就是打仗，跟我一

道，豈不是屈才了……」蘿澀搜腸刮肚，也沒想出個推辭的藉口。 

梁玉聞言，嗤笑一聲，「懂醫術？妳無非是要有個名頭，想在村子裡留下來，然

後『機緣巧合』之下再被匪賊擄到山寨裡去，整編馬賊為劫糧之兵，既然是個名

頭，會不會醫術又有什麼關係，你們扮作農家兄弟或是夫妻皆可。」她頓了頓，



繼續道：「況且梁將軍的特長不在兵法行軍，而在美食羹膾上，與妳廚子的身分

倒也相配。」 

「那我……一人足矣。」 

「兵行險著，一招不慎即滿盤皆輸，牽一髮動全身，妳有信心領兵作戰？」 

對著梁玉的咄咄逼問，蘿澀啞口無言，只好悶聲應下。 

梁叔夜喉結滾動，還想再說些什麼，卻被梁玉一個眼神阻攔，她拿出了長姊的威

嚴，冷聲道：「我軍劣勢，你我心知肚明，哪怕你斷了西戎人的糧餉又如何？我

要做什麼，你心裡清楚，此事凶險，我既決心保全你，你也瞭解我的個性，說一

不二，絕不妥協—— 好了，剩餘的事情你們商議，我先出去了。」 

梁玉換上中軍主將的甲衣，對著銅鏡貼上了人皮面具，雖然不敢說九分相像，倒

也有幾分梁叔夜的氣質。 

往靴子裡墊上幾塊木屑，身量一躥，她從他手中接過那杆梁家槍，挑了帳簾子就

出去了。 

帳中瞬間只剩下蘿澀和梁叔夜，氣氛有些詭異的安靜。 

蘿澀不知梁叔夜已認出了她，只當他心裡窩火，被梁玉逼迫得無可奈何，為避免

招惹怒火，她儘量小聲說話，「梁將軍……咱們怎辦？」 

梁叔夜擰著眉頭，顯得心中也很糾結，虛攏著拳頭，在嘴邊咳嗽一聲道：「說說

妳原來的計畫，把我當成梁醫官就是了。」 

「好……」蘿澀垂下眼，忍了忍三分笑意，調整心態後道：「本是打算我與梁醫

官扮作夫妻，我做夫，她做妻……將軍您皮相俊美，扮作女人倒也不是不可以，

就是長得壯一些，不過既然扮作農家夫妻，該不會惹人懷疑。」 

梁叔夜眼皮一跳，覺得自己跳了大坑，脫口而出，「妳不就是女子，何必捨近求

遠，叫我扮作女人？」 

「我已經是有丈夫的，如何再扮別人的妻子？折中之法，只有委屈將軍你了。」

蘿澀見梁叔夜的臉色越來越難看，心裡有些發慌，賠著笑意，弱弱又添了一句，

「所以，將軍若覺得做不來，還是把梁醫官換回來吧，您繼續指揮三軍，坐鎮憑

水關，我一定完成任務！」 

梁叔夜嗓子眼發緊，心裡亂成了一團麻，自打認出了她，他的嫉妒、擔心、驚喜、

生氣，一切一切複雜的情緒交織，讓他不知道該怎麼面對。 

好在，一切紛亂之下，他還是選擇順從了自己內心的渴望，護著她、守著她，於

是開口道：「不必，妳早做準備，我們傍晚就離營，出發雙駝峰。」 

 

蘿澀請人套了一輛馬車，馬兒選了一匹老馬，車身上的漆色剝落，顯得很是老舊。 

她一身農家男子的裝扮，短打麻褲，白襪雙梁鞋，褲腳緊緊紮著，顯得幹練清秀。 

來回踱步，眼瞅著日頭要落了，她在帳外有些焦急地等待著梁叔夜出來。 

窸窣的聲音響起，修長的手指探出帳簾外，有些遲疑的掀開了簾帳，從裡頭出來

一個人，肩若削成，腰如約素，一身素白羅裙氣質秀美。 

蘿澀驚訝的長大了嘴，順著美人的腰身一路向下，直到看到一雙大腳—— 半隻



腳勉強塞進繡花鞋裡，「梁、梁將軍？」 

梁叔夜神色坦然，他墨髮披垂，眼角處用眉筆勾上了些，本就是桃花美目，無儔

姿容，如此一來，更添幾分女子的魅惑。 

他看向蘿澀，見她頭上用弁束住頭髮，眸光熠熠，文質彬彬，頗有幾分書生氣，

這般的蘿澀，他也頗感意外。 

四目相對，兩人皆眉眼帶笑，一分久違的默契，在彼此目光中流纏。 

第七十章 假扮夫妻混進村 

雙駝峰下，平谷村。 

麥田難得結出了金黃色的一片，麥浪由風拂過，高低起伏，一波一浪。 

村裡的男丁被徵去當兵了，家裡只有幼子婦人和老雙親，但就是靠著這一幫人，

勤奮雙手，佝僂播種，才有了溫飽日子可過。 

此刻方過晌午，鄉里鄉親的吃過中飯，身後背著籮筐，手裡提著連枷，赤著腳丫

子，踩上通往田地的埂道。 

他們悠悠唱著民歌，手裡不停地揮動著連枷，啪啪啪的打麥聲，將莊稼人滿足的

心情拋入雲端。 

麥田右側是一條官道，近幾年因為憑水關的城防加重，輜重糧餉不好再走這條官

道，所以朝廷另有批文，廢棄了這條官道及平谷村的驛站，重新往東修車馳大道

去了，如此一來有弊也有利。 

弊是官府的來往少了，雙駝峰的馬賊就隔三差五的光顧，肆無忌憚，儼然將平谷

村當成了自家山寨的後方儲糧倉庫了；至於利就顯得十分微不足道，只是在收麥

的時候有一處寬敞的走道，可以曬一曬麥子垛。 

年輕力壯的婦人都下田打麥子去了，年紀大一些的老人便坐在路道邊看麥垛，吸

大煙。 

此時，一輛圍布馬車隆隆馳來，車輪轆轆地響著，速度不快，卻也令平谷村的村

民們吃了一驚——  

自從打仗，這條路已經很少有外人來了，瞧這馬車，木轅鐵皮架，黑布圓帽包頭，

一色藍呢車圍。 

老人們吐了一口煙霧，將煙桿朝地上磕了磕，緩緩站起身來，等著馬車停在麥垛

攔路的當口。 

「對—— 不—— 住，攔了你們的路，你們且先下車喝口水，容我們搬挪地方，

這道很少有人走啦，我們都把它當麥場子用了。」老人朝著馬車用高亮的聲音喊

道，那是特屬於莊稼人的坦直，帶著憨厚和誠意。 

蘿澀側身，跨坐車轅上，手裡挽著馬韁繩，勒住了馬頭停下車，拾起袖口擦了擦

額頭上薄汗，而後才道：「是我們不好，我娘子有了身孕，心急回老家生產，這

憑水關打打殺殺的，實在怕沖煞了娃兒，這才挑了近道走，是我們給您添麻煩了。」 

「小娘子有身子啦？那怎麼還坐這麼顛簸的馬車，快快，扶下來歇一歇，歇一歇

再走！」老人舀了一碗涼茶，先把黑瓷碗遞給了蘿澀。 

「娘子，要不下來歇息片刻？」蘿澀溫柔如水的朝馬車內呼喚。 



「相公，妳扶人家。」 

梁叔夜很快入戲，這微微上揚的語調千般嬌媚，險些沒讓蘿澀一口老血噴出。 

「誒誒，好。」蘿澀殷勤的伸出胳膊，等著車中的「美人」出來。 

梁美人風情萬種的一亮相，低眉順目，姿容無雙，只是肩寬身高，似乎有點對不

起那嬌滴滴的聲音。 

若不是他那張顛倒眾生的臉面，給他撐了不少場面，否則人家早就舉著釘耙，叫

囂著要上來打死他這個死人妖了！ 

「哈哈，小兄弟好福氣啊。」老人抽了一口煙，把自個兒坐的馬札子讓了出來，

滿懷真誠笑意的一定要給「孕婦」歇歇腿。 

「相公，愣著做什麼，捶腿。」梁叔夜竭盡全力，終於翹起了蘭花指，他高興得

飛了蘿澀一記眼神。 

蘿澀欲哭無淚，她很想央求梁叔夜，能不能演一個正常的女人？ 

真的要犯尷尬癌了…… 

他該不是故意的吧？蘿澀虛握著拳頭，輕輕地往梁叔夜腿上敲，還得不時和「娘

子」目光交纏，分享愛意。 

蘿澀漸漸在梁叔夜揶揄的目光中炸了毛，趁著老人不注意，拳頭一緊，猛地一

捶——  

梁叔夜不防，身體受力前傾，呼了一聲，險些從椅子上栽下來。 

「娘子，夜夜！你怎麼了？！」蘿澀自是一副關心的嘴臉，殷勤急切的貼了上去，

顫顫巍巍的將他扶起來，目不轉睛的盯著他的肚子看。 

「相公，他又踢我了。」無奈卻隱約透著為人母親的興奮和寵溺，很好，他的角

色把握非常到位，代入感非常強勁。 

她不由向天翻了白眼，一個演員的演技再好，要是沒有生活常識，也是劇組裡純

粹浪費便當的渣渣。 

拜託，你看看自己平坦的肚子，娃兒上哪兒踢你去！ 

抬手抹去額頭上的冷汗，蘿澀尷尬一笑，「娘子又調皮了，為夫知道你盼子心切，

可咱娃還是個團，這個月份沒長出腿呢，你別心急。」 

梁叔夜苦澀一笑，不再掐著聲說話，只輕聲滑過一句，「十月懷胎，總歸生過才

知道。」 

蘿澀勉強擠出笑意，實在無法再面對梁叔夜了，她清了清嗓子，重新看向一邊的

老人，試探著問道：「方才一路過來，見今天是個好收成，到處都是金燦燦的麥

子，今年可就不會挨餓了吧？」 

這話似說進了老人的心窩裡，他吸了一口大煙，有些沉重道：「災禍連年，連老

天都不給咱百姓留條活路了，軍隊要徵糧，縣裡頭的老爺官兒要納收，連山賊都

盯著咱們平谷村，實在難啊！今年要不是麥子都豐收了，實在是沒活路，活不下

去了啊……」 

蘿澀聽著有感觸，她放柔了聲音，安撫道：「憑水關有守關軍士把守，破不了，

老人家儘管安心吧。」 



煙霧撲臉，這是味道極嗆的旱煙，老百姓抽不起水煙。 

蘿澀聞不慣這個味道，但不好扭身躲開，怕傷了老人家的臉面。 

這時，梁叔夜發現了她的進退為難，開口道：「相公，還有這隻腿沒有捶。」 

蘿澀忙不迭的應道，咳了兩聲，有些狼狽的逃開老人家的身邊，換了一邊捶腿，

總算躲開了。 

「天不叫咱活，咱也得活，老頭子我就是豁出去一身皮骨，也得守在這個村子

裡！」 

「嗯……對了老人家，我家娘子身體不適，我們也趕了好久的路了，想借村裡房

舍住幾天，歇息兩日再上路，飯錢房費咱們照付，不知可方便？」 

「那能有啥的，就住我家吧，家裡沒啥閒人，下頭只有個十幾歲不到的小娃子，

早盼著家裡熱鬧，就住咱家吧。」 

老人家白鬚一抖一抖，他收起煙桿子，往後背腰間一插，熱情的拉上蘿澀的臂膀，

讓他扶著小娘子，跟他一道進村去。 

「二狗蛋—— 把這馬車從大路趕到後場子去。」老人家伸長了脖子，往田地裡

喊了一嗓子。 

只見一個黝黑憨實的少年探出腦袋，露出潔白的牙齒。 

他曉得家裡來客人了，也憋足了勁兒回了一聲，「誒，聽見了！」 

他老遠朝著蘿澀揮了揮手，而後埋頭麥浪之中，更賣力的揮了幾下連枷，然後下

工具，抱起腳邊的一把麥杆子，興沖沖的往馬道上跑。 

和苦水鄉不同，平谷村更加淳樸。 

和梁叔夜一起進村，家門大開的相鄰石頭房子，蓬草的房頂，籬笆黃土的自家菜

園，還有小黃狗在石板小道上躥來躥去，圍繞著難得一見的客人，殷勤的搖晃著

尾巴。 

蘿澀嘴角噙著笑意，扭頭四顧，不期然撞進梁叔夜的眸中——  

恰是一波柔水，幾乎讓人溺斃其中。 

 

 

老人姓周，是平谷村的村長，他家是一處黃泥牆壘起的院子。 

北屋三間還有些樣子，東邊的屋子坍塌廢棄著，成了養雞鴨的棚兒，西邊是灶房，

門前石頭階上長滿了青苔，濕漉漉的。 

兒子從軍，媳婦病死了，家裡只剩周爺爺跟孫子二狗蛋住，他把房間騰出了一間

給蘿澀後，便張羅著殺雞打酒，打算去灶房忙碌去。 

蘿澀搶著要去幫忙，卻被周爺爺笑著拒了，「小兄弟年紀輕輕，哪裡會灶房裡的

活兒，好生照顧娘子，回頭咱們就開飯吶—— 二狗蛋，來，去捉隻肥雞來殺。」 

「誒，好。」二狗蛋擼起袖子，就往雞窩裡鑽，隨即聽院中一陣攆鴨捉雞的嘈雜

聲。 

蘿澀猶豫地掩上門，撓了撓頭，背對著梁叔夜站了許久，總覺得如芒在背。 

深吸一口氣，她回過頭去，看著屋子裡一張又矮又窄的土炕，笑得有些尷尬，「這



炕……擠了些哦……」 

梁叔夜神色淡漠，望著窗紙出神，一身美嬌娘的扮相，配著此刻的冷臉，倒像一

位清冷佳人。 

聽見蘿澀這話，梁叔夜對上她的目光，淡然開口，「我睡地上，妳放心。」 

我能有什麼不放心的……蘿澀心中默默道，不過還是客氣了一句，「您是將軍，

哪能叫您睡地上，我去尋一張席子來。」 

說罷，蘿澀在兩口樟木箱子後，翻找出一卷夏天的草席來，著手鋪在了炕下邊，

她想著馬車上還有兩個舊引枕，打算用過晚飯再偷偷拿來當枕頭用。 

絞了帕子蹲在地上擦席子，蘿澀覺得空氣凝重，於是乾笑道：「總歸是成功住進

來了，你雖不會醫術，好歹我們帶了軍營的特效治傷藥來，聽鏢局的人說管用得

很，明日咱們上村子各處看看，幫著看看傷，總不能在平谷村白吃住，能治一個

是一個。」 

「好。」 

梁叔夜回了一個悶聲單音，接下來又是成片的沉默。 

蘿澀覺得現在的梁叔夜心緒涼薄，再不是三年前那個紈褲世子了，沙場的殺伐磨

礪，漸漸讓他變得麻木。 

本以為會就這麼一直沉默下去的，結果梁叔夜還是低著嗓子，開口問了一句，「妳

還種辣子嗎？苦水鄉既遭了劫，孩子可安全？」 

蘿澀努力擦著席子，低著頭答話，「種來自己吃，炒些香酥蠶豆當零嘴，孩子喜

歡吃……已經送去娘家避難了，也不知她會不會怪我。」 

想起七七，蘿澀的心總是柔軟的，許久日子不見，甚是掛念。 

雖知三娘一定會像待親生閨女一般待她，衣食無缺，可蘿澀就怕她不見爹娘在身

邊，晚上偷偷抹淚難受。 

一想起七七掉眼淚的樣子，她心中滿是酸楚，恨不得大軍立刻打退西戎人，她好

去童州把七七接回來。 

蘿澀的目光泛著水色，落在梁叔夜眼中，更添了他幾分心中的克制，寬袖中的拳

頭緊了緊，片刻後，卻又無力鬆了開。 

蘿澀擦好了涼席，坐到炕上去，她擺出一只茶碗，從靴子裡摸出一把匕首——  

匕首出鞘，就要往自己的手腕上割。 

「妳做什麼？」梁叔夜眼疾手快，攥住了她的手，輕輕一捏麻穴，就讓蘿澀手指

鬆軟無力，奪走了匕首。 

「總不能臨時抱佛腳吧，誰知道下月十五，你我在不在一塊兒呢，隔三差五喝一

些，發病的時候也輕緩一些吧？」 

「不需要！」梁叔夜只知嘉元要尋一些特殊體質的人，他沒想到的是，蘿澀竟是

其中之一。 

而且，他同意梁玉鎮守三軍，自己出來劫糧策應，其中也有避開軍中耳目、保護

她不被嘉元發現的原因在。 

可蘿澀卻心下奇怪，梁叔夜既沒有認出她，卻為何答應梁玉互換身分？想來還是



為了她的血來的，他既要，她也願給，那還遮遮掩掩做什麼？ 

再者，她不是梁玉，沒有那份兼濟天下的心，不願梁叔夜當宿命英雄，說來說去，

她就是見不得他那副失心失魂的痛苦樣兒。 

匕首被奪走了，蘿澀便抬起手指，咬破了皮肉，對著茶碗擠出了幾滴血珠子，把

混著血的茶水遞到了梁叔夜面前，笑道：「你既不願正經吃飯，那就乾了這杯下

午茶吧。」 

梁叔夜心中氣惱，臉色鐵青，像是在生自己的氣，他霍地站了起來，把匕首剁進

炕桌上，推了房門就出去了。 

蘿澀無力放下茶杯，自嘲的笑了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