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楔 子 
這是一株帶著神祕色彩的桃花樹，從沒人知道這株桃花樹在此經歷了多少春秋。 

相傳這株桃花樹裡住著桃花精，不管男女，想知道自己心愛的對象是不是適合自

己，只要在桃花盛開的時候，於子時帶著一個紅色的小甕瓶前來，在甕瓶裡裝半瓶山泉

水，並在泉水中放進對方的一根頭髮及一朵桃花，以紅布封甕，對著桃花樹雙手合十誠

心祈願後，把甕瓶埋在桃花樹旁的土裡，七天之後再把甕瓶挖出打開查看，桃花花瓣完

好無損者，代表對方是個好對象，反之則非。 

一直以來，多數人皆視為無稽之談，但春夜裡總有相信傳說的人前來埋甕，直到有

一日，傳出了恐怖的謠言。 

有太多人因為這無稽的謠言前來殘害桃花，硬生生的把桃枝折下、把桃花摘下，所

以桃花精大發雷霆，橫生的枝椏突然像活物一般延伸，像張牙舞瓜的異獸般將想折下桃

枝的人拋飛，並響起一道陰森的聲音喊著，「滾！」 

由於祈願的時間得在子時，自從有了這個恐怖的傳言後，再也沒人敢到桃花樹下摘

花祈願了。 

一名男子在謠言盛傳的時候，於子夜來到了桃花樹下，對著桃花樹說：「怎麼樣？

把戲玩不成了？」 

「你竟操控我的桃枝將人趕跑？」一名男子由桃花樹中幻化而出，出言指責。 

「此為寶地，你本體在此，脫離塵世、遠眺碧空，數百年修煉早已仙骨具備，何不

成仙，還要在此玩弄凡人姻緣？」 

「成仙？多無趣。」 

男子淡然一笑，給了誘惑，「成仙之後，你便不再受本體所縛，可以雲遊四海，盡

覽群山。」 

只是，雖可離開本體，但本體亦不能受損，否則本體傷、你亦傷，男子在心裡補了

一句。 

「你沒騙我？我已修煉數百年，仍離不開本體方圓百里。」 

「我是仙，不騙『人』的。」 

「好，我信你。」 

男子大喜，他的養成計劃……不，是點化，他點化桃花精已經完成第一步驟—誘

拐……不，是說服，接下來得循序漸進，進行第二步驟。「現在，得為你取個名字……」 

 

 

好多年、好多年以後— 

「相公，我不想走了，又餓又渴。」一名孕婦牽著一個男孩，一屁股坐在桃花樹旁

的棚子下，對著她的丈夫撒潑，她不順心，連一旁的桃花樹都招她嫌，「這什麼桃花樹，

明明已是花期了，連半朵花也沒開？」 

這一家子本是有房有田、生活還過得去的人家，怎知家鄉遭了洪災，家裡的田產被

洪水淹沒了不說，連住的地方也不能倖免。 

洪水退去後，田產成了不能耕做的廢田，他們只得賣了地籌做旅費，要去依親。 



「包袱裡不是還有幾顆饅頭？妳拿來吃吧。」 

「我不要再吃饅頭了！我要吃包子、要吃肉！」 

「孩子娘，妳再忍忍，這裡已經是長嶺縣城郊，下一個縣城就是晉泉縣了，我那對

住在晉泉縣的叔公及嬸婆年初喪子，我們是他們唯一的親人，只要到了晉泉縣，來日，

他們的房產及田產都會是我們的，到時妳要什麼大魚大肉沒有？」 

「我不管，我就是不想再吃一點味道都沒有的饅頭了，你不是說晉泉縣也在京城附

近，我們進京去，一定有好吃好喝的。」 

做丈夫的無奈，看了看四下又掂了掂懷裡的錢袋，倒了房子及成了廢田的兩塊地，

當然賣不了好價錢，長途跋涉來到這裡，也不是不能進京去看一看，但出了長嶺縣後，

京城與晉泉的方向一是往南一是往北，若去了京城再加上京城的開銷什麼都貴，不一定

有足夠的盤纏前往晉泉縣。 

做丈夫的四下張望，看見桃花樹旁是一座寺廟。 

「孩子娘，我去寺裡跟他們要些齋飯，妳先將就一下，總比沒味道的饅頭好，吃完

了我們再上路，到了晉泉縣，我保證叔公及嬸婆會給我們一頓好吃好喝的。」 

要不是看在那兩個老傢伙年歲已大，一腳都已經踩進棺材裡了，她絕不會同意跟著

孩子爹長途跋涉，去晉泉縣依親。 

但如今路都走了九成了，若放棄豈不是太傻了？最後，婦人只好應了。「好吧，你

去要些齋飯。」 

聽到妻子應了，做丈夫的鬆了口氣，連忙跑進了寺廟裡。 

不久後，幾名小沙彌幫忙捧了幾碗飯菜來到桃花樹棚子下。 

大老遠的，做丈夫的就看見妻子蹲在桃花樹下不知道在做什麼。 

小沙彌看了仔細，這才發現她竟摘下一片生長在桃花樹下的靈芝就塞進口裡，還喃

喃自語，「雞肉，好香的雞肉啊！」 

做丈夫的此時才看清楚妻子手裡拿著的哪是雞肉，「孩子娘，那是靈芝不是雞肉，

來，這裡有齋飯，妳不是餓了嗎？」 

婦人聽到有飯吃，大口把靈芝吞下肚後，空出手來接下齋飯，但就在此時，婦人臉

色大變，抱著腹部大喊起來，「好、好痛啊！孩子要出來了。」 

頓時，眾人忙亂起來。 

一個時辰後，那名婦人產下了一對龍鳳胎，男胎先天不足，一出生就是死胎，女胎

十分健康，哭聲宏亮。 

老住持覺得與那女嬰有緣，在聽見夫妻倆想將女兒隨意取個名字時，看見天上的朵

朵白雲有如潮汐一般，便為女嬰取名雲汐，那對夫婦本就不在意要取什麼名字，既然住

持開口了，便同意了。 

第1 章 

十六年後— 



一輛馬車徐行在通往京城的郊道上，馬車裡坐著的，乃是當朝國師墨無垢。 

墨無垢是一名仙人，卻在十八年前向皇帝自薦，允諾保皇朝二十年風調雨順、國泰

民安。 

皇帝大喜，立刻封墨無垢為國師。 

今日，墨無垢心血來潮，在回京的途中，突然要車夫停下馬車。 

「國師，我們離京城還很遠，這裡又是荒郊野外的，前不巴村、後不著店。」 

「誰說的，不是有間破廟嗎？」 

車夫跳下馬車，取來墊腳凳方便國師走下馬車，見國師往破廟的方向走去，正要跟

隨，國師卻揚起手制止。 

「別跟來，待會兒不管聽到什麼都不要管，有名女子跑來，你就指著她往西方而去。」 

「是。」 

墨無垢的說法神祕，若換做他人定是一頭霧水，但這名車夫跟隨墨無垢多年，早知

道他的脾性，當即乖乖應下。 

破廟裡，幾名乞兒據地而居，角落一名女子瑟縮著，蔽體的只有單薄又染了髒汙的

衣裳，一名女乞見她可憐，拿出了剛乞到的一個包子，分成兩半，推給了她。 

「吃吧！」 

「那妳呢？」 

「我餓習慣了，倒是從妳這身衣裳看來，雖不是大富大貴，但應也是衣食不缺的人

家，不知怎的落了難，想必是餓不得。」 

「多謝。」女子接過了女乞給的包子，即便再餓也沒有狼吞虎嚥，仍舉止得宜。 

女乞看了身後的男乞們一眼，欺近了女子的耳邊輕聲說：「吃完了快走，否則會有

危險。」 

女子看了看那些男乞，顧不得許多，把剩下的包子一口塞進嘴裡。 

女乞笑了笑，拍了拍女子的肩道：「好了，快走。」 

聚集在一起的幾名男乞打量起女子，幾個人互遞眼神，也不知道是誰先努了努下

巴，幾個人都露出了淫惡的笑容，見女子站起身，他們連忙攔住了去路。 

「別急著走，天快黑了，留一宿吧！」 

女乞見狀走上前去，偎在了其中一名乞兒懷中，「頭兒，別這樣，我陪你好不好？」 

乞丐頭兒一把推開了女乞，啐了一口，「老子玩膩了，現在，要嘗嘗別的女人的滋

味。」 

女子嚇得轉身要逃，卻被兩名乞丐扯住，硬拖了回來，用力的丟在乞丐頭兒的腳邊。 

乞丐頭兒跨開雙腿，用雙手壓制住女子的雙手，將她制在了他的胯下，「妳以為把

臉塗黑，老子就看不出來妳是個美人嗎？」 

女乞跪在他們身邊，為女子求饒著，「頭兒，她連吃個包子都是大家閨秀的樣子，

是個清清白白的女子，你饒了她吧！」 

「清清白白？老子要了妳之前，妳不也是清清白白的？」 

「放開我！」女子大喊出聲，卻只換得乞丐們的得意大笑。 



兩名乞丐把女乞拉了開來，乞丐頭兒欺身要親，被女子躲了開，此時，突然狂風大

作，破廟門窗砰砰作響，吹刮起塵沙。 

眾人抬起手遮眼，女子尋到機會，膝蓋一頂，乞丐頭兒摀著鼠蹊處痛得在地上打滾。

此時，怪風驟止，女子見狀往破廟外跑了出去。 

「快追啊！」 

幾名乞丐回神要追，明明無風，破廟大門卻自行關闔，眾乞丐上前要開，兩扇大門

倏地被異力推開，讓開門的乞丐應聲彈飛。 

這一開一闔，那名女子早已趁隙跑得不知所蹤。 

須臾，墨無垢回到了馬車旁，車夫服侍他上了馬車，才收起墊腳凳。 

「國師，向東而去就有長嶺縣，向北而去是京城，為什麼國師偏要將她指向西方，

向西而去，最近的村落都得走上十個日夜。」 

「她往北而去，會遇上抓她的人馬，而我有私心，不能讓她向東前往長嶺。」 

「這又是為什麼？」 

「說了你也不明白，讓她無法前往長嶺，最心痛的人便是我啊！」 

「國師……」 

「好了，別說了，起程吧！」 

車夫不敢多問，韁繩一揮，馬車又緩緩動了起來。 

然而，連墨無垢也沒有算到的是，天意已定。 

女子雖往西方而去，卻突然遭遇一陣怪風使她無法前行，原路回不去，迫使女子轉

往北方而行。 

 

 

兩年後— 

法嚴寺旁的桃花樹在長嶺十分有名，除了因為不知它的年歲，更因為它已經數十年

不曾開花，就像時間還停止在隆冬一般。 

百年古剎法嚴寺在建寺之時這株桃花樹便存在了，桃之夭夭，灼灼其華，那芳草鮮

美、落櫻繽紛的景致，總是吸引不少人前來賞花，寺方在建造法嚴寺時看這樹桃花開得

美，便捨棄了刨除桃花樹在這裡蓋座亭子的想法，留下了桃花樹，並在桃花樹旁立了棚

子設了奉茶，供香客及路人小憩。 

誰也沒有發現桃花樹出了什麼問題，只知道有一日，一樹的桃花盡數凋零，隔年起，

這株桃花樹便再也沒有開過花，這一過，就是數十年的年歲。 

洛雲汐跟著義父洛成前往法嚴寺，是為了醫治寺旁的那株桃花樹。 

洛雲汐兩年前因一個意外被花匠洛成所救，他們兩老年過半百膝下無一兒半女，便

收留了無家可歸的她，留下她原來的名字跟了他們夫婦姓洛，洛雲汐就這麼在長嶺縣住

了下來。 

洛雲汐從小就愛養花養草，神奇的是，她自小種什麼花草都能活，也對培養新品種

花卉十分有興趣，被洛成收留後，她在義父的園子裡工作更是如魚得水，也由洛成身上

學得了更多花匠的知識。 



法嚴寺外那株數十年未開花的桃花樹一直是長嶺縣的傳奇，所以一聽說寺方找了義

父前往醫治桃花樹，洛雲汐立刻跟來。 

法嚴寺的僧人早已在約定的時間等著他們，所以一見到他們便把他們帶到了桃花樹

下。 

洛雲汐咋舌看著這株桃花樹，瞧它粗壯的樹幹，這株桃花樹肯定至少有百年之齡。 

「既是不能開花，貴寺又怎會留了這株桃花樹數十年之久？」洛成一見這株只長了

稀疏的綠葉，明明是花期卻一個花苞也沒有的桃花樹，不免好奇的問。 

「數十年前桃花樹不再開花卻還是留下的原因已不可考，但二十年前，住持的確想

過刨除了這桃花樹。」 

「那怎麼會又多留了二十年？」 

「洛老可知道墨國師？」 

「國師墨無垢誰人不知、誰人不曉？」 

「二十年前，剛成為國師的墨仙人曾來過敝寺，保了這株桃花樹，希望敝寺能妥善

照顧，並說二十年後他會派人前來移株，卻不想二十年還未到，桃花樹的枝葉便有枯黃

之貌，敝寺才會請洛老前來醫治桃花樹。」 

「我盡力便是，只是這桃花樹看來病得很重，若真醫治不了，還是刨除最好，不要

再花費人力移株了。」 

「總之，請洛老盡人事，聽天命便是。」 

洛雲汐住在長嶺縣城郊已經兩年，卻從沒來見過這株桃花樹，來到此地，她竟是看

著桃花樹發傻。 

洛成與法嚴寺僧人了殊說完話一回頭，竟看見洛雲汐對著桃花樹流眼淚。 

「雲汐，妳怎麼了？身子不舒服嗎？怎麼哭了？」 

洛雲汐這才回過神，用手往臉上一抹，發現自己真的流下眼淚。 

她是怎麼了？看著這株桃花樹，心頭竟有種熟悉感，還有一種聽了桃花樹可能被刨

除的不捨及憂愁？ 

她輕輕撫摸著桃花樹樹幹，無以名狀的悲傷讓她不住地流淚。「義父，可否讓我來

醫治這株桃花樹？」 

了殊從方才就很好奇這名女子的身分，瞧她的眼神，似乎對這桃花樹有著萬分愛憐

的情緒。 

「這位是？」 

洛成哂然一笑，他是個花匠，對於花草之事十分專注，一來到這裡便專心的審視桃

花樹，都忘了該向寺方介紹洛雲汐。「這是小女雲汐，從小就對蒔花養卉十分有興趣，

師父可別小看她，或許真能治癒這株桃花樹也不一定。」 

「洛老是向敝寺推薦洛姑娘嗎？」 

「既然雲汐有興趣，她就會傾心盡力的醫治這桃花樹。」 

「那就有勞洛姑娘了。」 

寺方與洛成算是達成協議了，所以洛成及洛雲汐又留在桃花樹旁觀察桃花樹，商量

醫治桃花樹的方法。 



了殊因為看見了住持由寺裡走出來，便先一步迎上前去。 

「了殊，那是花匠嗎？」 

「是的，洛老就住在城郊，有一座很大的園子，城裡人說他是整個長嶺縣最有本事

的花匠。」了殊躬身一應，會找花匠前來，便是依住持的交代。 

「那名姑娘亦是花匠？」 

「是！那姑娘是花匠洛成的女兒，名叫洛雲汐，將由她負責治桃花樹。」 

「雲汐……那名姑娘名喚雲汐嗎？」 

「是的！住持師父認識洛姑娘？」 

住持看著遠方的洛雲汐，微微一笑，雖然這世上不免有同名的人，但住持仍想著，

莫非這洛雲汐便是當年那名女嬰，而她與這桃花樹竟還有未竟的緣分？ 

「十八年前，我為一名女嬰取過名字，就是取名雲汐，只是，當年那女嬰並非姓洛，

而這洛姓花匠也非當年女嬰的父親。」 

「或許……是有什麼機緣吧。」 

「或許吧。」住持沒有對此事多表好奇，出家人凡事隨緣，是與不是並不是那麼重

要。 

與義父商量出醫治桃花樹的方法後，洛雲汐看著樹下一株植物，大皺眉頭。「義父，

你瞧這是靈芝嗎？」 

洛成也趨近去看，發現的確是株靈芝。「看來是的，但這顏色……」 

「與蕈菇相同，這靈芝多彩必有毒，而且靈芝依附桃花樹生存，由根部吸取了桃花

樹的養分，此靈芝不可留。」 

「今日順手先刨除了靈芝。」 

「是。」 

只是洛雲汐手上的刀具剛碰上靈芝，突然覺得一陣天旋地轉，這一暈眩，讓洛雲汐

不慎被手上的刀具劃傷了自己的手。 

正在談話的了殊及住持，見洛雲汐突然拿出工具蹲在桃花樹旁，先是不解，後才想

起了什麼，立刻上前想要制止，兩人才剛走到桃花樹旁，就看見洛雲汐已經傷了手，鮮

血不住的從她的傷口滴落，滴在了桃花樹樹根上。 

「洛姑娘，請別刨除了這株靈芝，國師當年亦囑咐本寺要妥善照顧這株靈芝。」 

「可靈芝多彩必有毒。」洛雲汐坦白直言。 

「洛姑娘放心，這株靈芝無毒，只是天生異色，而且這靈芝似有靈性，每每有人想

要刨除靈芝總會不慎傷了自己。」 

「的確，我方才也不知怎麼傷著了。」 

住持撫鬚，回憶起了十八年前的事，至今想起總還覺得當年的事似有玄機。「這靈

芝在此已生長數十年了，除了十八年前曾有一名孕婦像是失魂一般剝下部分靈芝食用，

倒沒有其他人能傷得了這靈芝一分一毫。」 

「這靈芝這麼玄奇？」洛雲汐壓著手上的傷口，覺得稀奇的看著這靈芝，原先見靈

芝生長得這麼碩大，怕會吸取了桃花樹的養分，沒想到這靈芝竟然已依附著桃花樹生長

了數十年之久。 



「就跟這桃花樹的故事一樣玄奇，洛姑娘受傷了，隨了殊入寺療傷吧！」住持交代

了殊，要他帶著洛雲汐入內。 

「有勞師父了。」 

洛雲汐跟著了殊進入法嚴寺後，洛成對那靈芝還是十分好奇，他蹲下身子嘗試著拔

除靈芝，卻見那靈芝根部依然緊緊攀附著桃花樹樹根，無法動它分毫。 

「靈芝向來長在深山人煙罕至的地方，在這樣的地方能有靈芝已屬稀奇，竟還拔除

不了。」 

「與這桃花樹有關的，一直都十分玄奇。」 

「的確如此，若不是這桃花樹玄奇，我家那丫頭也不會一聽到就要隨我而來。」 

「洛姑娘真有信心能治好這桃花樹？」 

洛成以為住持是因為不放心，再次做了保證，「雲汐那丫頭聰慧，只用兩年就盡得

我的真傳，住持放心。」 

「只學了兩年？不是說洛姑娘自小就喜歡蒔花養卉嗎？」 

「雲汐是我的義女，兩年前發生了意外被我所救，因為我們夫妻沒有孩子，她這才

改了姓做我們的義女。」 

「洛姑娘原先是不是來自晉泉縣？」 

一聽住持這麼說，洛成警戒了起來，雖然不覺得眼前這位出家人會有惡意，但他還

是決定不透露太多。「雲汐那丫頭早沒了親人，多年來流離失所，既然被我所救，這裡

就是她的家鄉，她就是長嶺縣人。」 

「原來如此。」聽到這裡，住持雖明知洛成是防著他沒說實話，但也沒再多言，心

裡更確定洛雲汐便是當年的女嬰。 

然而誰也沒看見，方才洛雲汐鮮血滴落的地方早已不留痕跡，好似桃花樹根盡數吸

去了一般。 

此時，一陣輕風緩緩拂過枝椏，好似桃花樹有了生命，緩緩顫動著一般…… 

 

 

那一夜響了春雷，下起了滂沱大雨，洛雲汐一整夜都聽著外頭的雨聲，擔心著桃花

樹的安危，不知怎麼，總有不祥的預感。 

於是，洛雲汐沒吵醒義父義母，自己提了盞燈、拿了把傘就往法嚴寺走去，一來到

桃花樹前，果然看見了被雷劈中的桃花樹。 

洛雲汐心疼的看著桃花樹，所幸劈中的只有枝椏，樹幹還算完好，應該不至於滅了

桃花樹的生機，她這才放心，順手想折下已然焦黑的桃花樹枝。 

「不許碰！」 

突來的喝止聲讓洛雲汐嚇了一跳，拿起提燈想看清來人，卻不知為何，看見了眼前

的白衣男子，她的心倏地揪痛了起來，疼得讓她捧著心，流下眼淚。 

男子乍見洛雲汐，腦海中浮現了由模糊到清晰的畫面，那是眼前這名女子撐著羸弱

的身子，對他許諾的畫面— 

「來世，我會來找你，陪伴你，永不分離。」 



男子的眼眶蓄滿了淚水，那是感受到分離的悲傷，亦是重逢的喜悅，他大步走上前，

緊緊的擁住了洛雲汐。 

洛雲汐被擁住的那一刻，像是感受一股滔天的悲傷一般，她揪著心，哭出了聲音。 

「不要哭，我在這裡。」 

男子的聲音喚回了洛雲汐的神智，她猛地推開他，抹去了眼淚。 

「你是哪裡來的登徒子，竟然抱著我？」 

白衣男子想回答，卻在開口時發現自己答不出來，他……竟然不記得自己的名字！ 

可他不記得自己的名字，為何記得眼前的女子，覺得她就是自己前世的戀人？ 

「怎麼了？說不出話來了？」 

洛雲汐盯著這名男子看，看見他被雨淋得狼狽，卻難掩他的美貌。 

是！是美貌，洛雲汐從不知道自己竟會用「美」來形容一個男人，一雙秀氣的眉像

是想著什麼艱難的問題一般攏著，長而濃密的睫毛下，一雙宛若星辰的璨眸如今漾著可

憐無助的眼神，雖然他方才擁住了她，但看著他無助的眼神，她卻無法因為他的輕薄而

對他生氣。 

「你為何要我不許碰這桃花樹？下這麼大的雨，你又為何沒有持傘站在這裡？」 

「若我說我們前世是戀人，妳相信嗎？」 

「前世戀人？」這男子長得再美，但突然說自己是他的戀人，洛雲汐開心不起來，

反而狐疑的看著他，「這怎麼可能？你記得前世嗎？」 

「我……不記得，只是有這個感覺……」 

「感覺」他們前世是戀人，這人是傻的嗎？ 

「你到底是誰？鬼鬼祟祟的。」 

「我……不記得了。」白衣男子失落的跌坐在桃花樹旁，他什麼也不記得了，卻只

記得眼前的女子，但她卻用冷漠的眼神望著他。 

白衣男子仰望著天，漆黑的夜什麼也看不見，只有冷冽的雨水撒落在他的臉上，他

空茫的腦子裡只剩虛無，就像是身處在一場惡夢裡，然而這惡夢卻是連這場滂沱大雨也

澆不醒。 

怎麼會有人不記得自己的名字？洛雲汐是可以不理會他，但下著這麼大的雨，她卻

無法狠下心來。 

「這麼晚了，你怎麼一個人在這裡？」 

「妳呢？為何這麼晚了還在這裡？」 

是她先問的，他不回答就算了，居然還反問她？洛雲汐決定不理會他，逕自探視起

桃花樹來，直至感覺到有人拉了拉她的衣襬。 

「妳在做什麼？」白衣男子不離開也不躲雨，好像賴定了她一般。 

「我是花匠，正在診視這株桃花樹。」洛雲汐邊說，邊折下一截已被雷劈黑的桃枝。 

想不到白衣男子突然一喊，「痛！妳做什麼折桃枝？」 

「這桃枝被雷劈黑了，我正在折去壞的枝椏，倒是我折的是桃枝，你痛什麼？」 

「我、我也不清楚，總之，我就是不想看這桃枝被折。」 

哪裡來莫名其妙的人。洛雲汐出聲趕他，「去去去！別防礙我做事，你趕快去躲雨。」 



「我……我失憶了，除了留在桃花樹旁，我不知道我還能去哪裡。」 

「啥？失憶？你從失憶後就一直留在桃花樹旁？我早上來時分明不見桃花樹旁有

人，你哪時失憶的？」 

「就剛剛……我一睜眼，就看見妳了。」 

「你以為我會相信你說的話？莫名其妙。」 

明明有著一張比女子還傾國傾城的容貌，卻是個瘋子。洛雲汐不想理會他，照顧桃

花樹要緊，她又折下了一截桃枝。 

這回，那男子沒有出聲抗議，因為他就這麼直直的倒在了洛雲汐的眼前。 

 

 

「玄朗，我為你取名墨玄朗……」 

「為啥我得跟著你姓？」 

「你對別人明明那麼溫文和善，總不能我已經知道了你的真面目，你就對我這麼差

吧！」 

「你管不著！總之你又不是我的誰，我不想跟著你姓。」 

「我做你師父好不好？」 

「你的年紀還不足我的一半，憑什麼做我的師父？」 

「我偏要這麼叫你，墨玄朗、墨玄朗、墨玄朗！」 

是夢嗎？還是記憶？玄朗緩緩的清醒過來，終於記起了自己的名字。 

他叫玄朗，儘管他不想姓墨，但他接受了那個名字—玄朗，玄朗是他的名字。 

一睜眼，玄朗看見了眼前女子，似十分擔憂的看著他，他不假思索就由口中吐出一

個名字，「青琉……」 

洛雲汐真的覺得古怪極了，先別說這個長得如此貌美的男子第一眼看見她竟把她當

成他的戀人，明明他的夢囈裡喊著的都是玄朗這個名字，怎麼一醒來卻喊青琉？ 

「玄朗是誰？青琉又是誰？」洛雲汐實在太好奇了，沒問他是不是好些了，劈頭就

先問了這兩個名字。 

玄朗動了動身子，在洛雲汐的協助下坐靠在床頭，房外正響起鐘聲。 

「這是什麼聲音？」玄朗對這鐘聲有種熟悉又厭惡的感覺，好似他十分討厭這個聲

音，但過去總被迫聽著這鐘聲。 

「你人在法嚴寺的禪房，這是寺廟的鐘聲。」 

「寺廟的鐘聲？」到底是他人在寺廟中令他討厭，還是這鐘聲擾人更令他厭惡？ 

但洛雲汐顯然誤解了他的話，「怎麼？你沒聽過寺廟的鐘聲？『朝鐘暮鼓』沒聽過

嗎？」 

玄朗覺得挫折，為什麼他明明什麼也不記得，卻覺得自己對眼前的女子有著依戀，

而且肯定她前世是他的戀人？ 

「你還沒回答我，為什麼對著我喊青琉？」 

「青琉是妳前世的名字。」 



洛雲汐睨了玄朗一眼，男子對她獻殷勤她不是沒遇見過，但像他這樣直接說她是他

的戀人的人還是第一個。 

「我不信什麼前世，更何況你這個今世什麼都不記得的人卻記得前世，你不覺得很

奇怪嗎？」 

她的無情回應令玄朗深感挫折，若連失憶的他都能記得她應是他前世的戀人，為什

麼她對他卻沒有一點點的感覺，也不若他這般悲傷？至少也該存有一些對他這等容貌的

悸動吧！ 

悸動？是的，洛雲汐的心悸動了，在看見玄朗這楚楚可憐的表情時悸動了。 

洛雲汐因為他眸中的依戀而心軟，不是因為她相信自己是他前世的情人，只是被他

的眼神所感動。 

「罷了，我對你似乎太兇了，既然你醒了，我看你也沒什麼大問題，我就放心的把

你留在法嚴寺了。」 

什麼？把他留在法嚴寺？這可不行！ 

先不論玄朗不想被丟在寺廟裡，他更不想離開她。 

雖然他人才剛醒，但他很快反應過來，捧著胸口，突然咳嗽起來。 

洛雲汐見他突然狂咳起來，立刻倒了杯茶，送到了玄朗手上。 

「來，這茶是我讓小師父送進來的，還是溫的，就是想著讓你醒來時喝。」 

「多謝姑娘。」玄朗接過了茶杯，輕啜一口，這才又問她，「我人在哪裡？法嚴寺

又是哪裡？我是和尚嗎？」 

洛雲汐見男子問她話的傻樣，忍不住笑出聲來。她執起他一撮髮絲，說道：「你見

過留頭髮的和尚嗎？」 

「原來我不是和尚，那我為什麼要留在法嚴寺裡？」 

「法嚴寺的師父昨天已經請了大夫來看過你了，你受了風寒，身子虛弱，要暫時好

好調養幾天，法嚴寺為你準備了一間禪房讓你居住。至於你失憶的事，大夫說待你身子

好些，再做徹底的診治。」 

看來她不像是個冷漠無情之人，這倒給了玄朗一個可以利用的機會。他突然蹙眉，

又背過身子咳了起來。 

洛雲汐見狀不禁擔憂，怎麼他一醒來咳得這麼嚴重？昨夜明明睡得很安穩。 

感覺到洛雲汐拍著他的背，玄朗嘴角偷偷露出一抹笑，止了咳嗽聲後他坐直身子，

輕輕扶住了洛雲汐的肩頭推開她，「風寒是會傳染的，姑娘還是離我遠些。」他剛推開

了她一些，整個人似頭暈般的倒回床上，手中的茶杯也滑落了。 

洛雲汐急忙接住茶杯，杯中未喝完的茶水灑了一地，就見倒回床上的玄朗轉了個身

背對她，又咳了起來。 

這男的是貓來投胎轉世的嗎？不理他的時候老纏著人，一開始關心他卻被他推開。 

他人好好的她可以不管，但見他病得連杯水都拿不好，她無法就這麼把他丟在這裡

不管他。 

「喂，你還好吧？」 

「我不叫『喂』，昨夜夢中我想起了我的名字，有人喚我玄朗。」 



「玄朗？姓什麼？」 

玄朗沉默了一小會兒，才幽幽的說：「不記得了。」 

「真是，我怎麼突然傻了，你都說你失憶了。都是你，一直說前世，我被你擾得都

忘了。」 

「不！不是姑娘的錯，是我，我應該一醒過來就告訴姑娘我的名字。姑娘，我為我

昨夜對姑娘的輕薄致歉，前世的事，我也不再說了。」 

洛雲汐聽得出來他聲音裡的落寞，一聽他這麼老實的道歉，她反倒覺得過意不去。

「我想……那或許不是你前世的記憶，而是你失憶之前有一名戀人，名為青琉。」 

「或許。」玄朗這麼回答是因為明白洛雲汐不會信他，不願再強迫她接受，他很清

楚青琉不是他失憶前的戀人，因為他清楚的看見了青琉的臉，那是一張和她生得一模一

樣的臉，若是他因為失憶忘了青琉，難道她也失憶了？ 

「噯，玄朗，你想知道我的名字嗎？」 

「想。」 

剛剛還想著推開她，一聽見她這麼說，玄朗馬上露出了渴盼的眼神，洛雲汐嫣然一

笑，笑玄朗這可愛又可憐的模樣。 

罷了，就看他這模樣的分上，忘了他之前說的莫名其妙的話，重新看待他吧。 

洛雲汐心想，自己一定長得和那位青琉姑娘相似，所以讓失憶的玄朗誤認了，也因

為他失憶了，見到一個和自己記憶中的戀人相似的她，就像在汪洋中尋著了浮木一般，

才會緊抓著她不放。 

「我的名字叫做洛雲汐，你的身子還好吧？」 

「好多了。」 

「我看我多陪你一天好了，至少到你下得了床……」 

洛雲汐看玄朗的神情明顯十分欣喜，但嘴角的笑才揚起一半，就又立刻收斂了。 

「不……不麻煩姑娘了，我什麼也不記得是個麻煩，而且又病了，花匠的工作不輕

鬆，連妳也病了就不好了。」 

洛雲汐既然下定決心要幫他，當然就不會覺得麻煩。她也不急著要玄朗接受她的好

意，「你就這麼躺著也好不了，我去跟小師父要些清粥小菜，先讓你填飽肚子，你等著。」 

「我不覺得餓……」 

「你不餓？你已經睡了一夜，現在都近午時了，你不用吃飯嗎？」 

「倒不是不用吃飯，只是覺得我不需要常常進食……」 

「不需要常常進食？」洛雲汐聽了啼笑皆非，「你是妖怪還是仙？哪有不需要進食

的，你不把肚子填飽就養不好身子。」 

「我……覺得我養身子好似不是靠進食。」 

「玄朗，就算是像白娘子有千年道行，她也是會生病、會醉酒、甚至會因為雄黃而

現形，就算你是妖怪，你以為不醫治，病就會自己好嗎？」 

「白娘子？她是誰？」 

跟一個失憶的人說這麼多她也是傻了，她決定不理他，硬逼他吃下去就是了。「你

乖乖在這裡等我便是。」 



洛雲汐話才剛說完，便轉身往房外走去。 

玄朗仍是一頭霧水，她還沒回答他，到底誰是白娘子啊？ 

不過見洛雲汐對他不再是一臉的冷淡無情，還關心他會餓肚子，玄朗的臉上露出了

一抹笑，安安穩穩的躺在床上，哪裡還有剛剛狂咳不止的模樣。 

第2 章 

洛成及妻子楊素錦，兩人一大早沒在洛雲汐的房裡看到她，找了整個屋子又找了園

子都不見她的人影，兩老都擔心不已。 

楊素錦說床是冷的，義女好像昨夜就不在了，著急地說昨夜下著雷雨義女能去哪

裡，這才讓洛成想起洛雲汐很關心法嚴寺外的那株桃花樹，肯定是昨晚下了雷雨，她不

放心去了法嚴寺了。 

洛成要妻子留在家裡等，免得和義女錯過，他一個人尋去了法嚴寺。 

來到法嚴寺，女兒是找到了，但洛成跟著指路的小沙彌來到禪房，卻看見洛雲汐殷

勤的餵一名男子喝粥。 

至少找到人了，洛成鬆了口氣，他走進襌房裡，像看著稀奇事物般盯著兩人。 

洛成收留雲汐兩年，她待人不至於高不可攀，可絕對是客氣又生疏的，雖然雲汐自

己不覺得，但她的確是一個貌美的女子，所以這兩年來上門說媒的媒婆不少，也不是洛

成剛收了義女不想讓她出嫁，而是雲汐全都拒絕了。 

可以說除了他這個義父以外，就沒見雲汐親近過其他男人，如今，洛成卻看見她對

一個男子這麼親切，有說有笑，還餵對方喝粥，這絕對是件稀罕事。 

洛成走上前，想看看這名男子是何方神聖竟能有這種本事，沒想到一走近，連他也

看傻了眼。 

這男子生得眉清目秀、唇紅齒白，偶爾響起幾聲咳嗽，簡直像個病美人，別說雲汐

這樣的女孩子，連他這個大男人都被吸引住目光。 

是洛雲汐先發現洛成到來，她放下碗，起身對洛成福了個身，「義父定是見雲汐徹

夜未歸，著急地來尋雲汐的吧！雲汐有事擔擱，讓義父擔心了。」 

「是為了這位公子？」 

「是的。」 

玄朗聽見洛雲汐因為他讓家人擔心了，連忙想下床行禮致意，是洛成先一步攔住了

他，推他靠坐回去。 

洛成在桌邊的凳子上坐了下來，聽洛雲汐解釋遇上玄朗的事，雖然對於玄朗失憶的

事覺得麻煩，畢竟照顧一個來路不明的人會有風險，但看玄朗的模樣，也實在不像什麼

大奸大惡之人，不知道是哪裡的貴公子，出了意外才失憶。 

「所以玄朗沒有昨夜之前的記憶？」 

玄朗搖了搖頭，又是一臉掩不住的落寞神情，看得洛成也於心不忍。 

「既然如此，還得找個地方收留你，好好讓大夫看看你才行。」 



似是知道了洛成連著兩天都來到寺裡，而洛雲汐又在寺外撿了個人，法嚴寺住持也

來到了禪房。 

他一來，正聽見洛成提起要安置玄朗的事。 

住持說來也是位高僧，大多數人見到住持都恭敬無比，但玄朗一見到住持，卻是皺

起眉頭。 

看來，他不只討厭寺廟，還很討厭和尚。玄朗做下了這麼一個結論。洛雲汐既然撿

了他就得負責到底，絕對不能把他留在這寺廟裡自生自滅。 

「洛施主不必擔心，這位施主既然是在寺外遇見的，寺方自然能為他留一間禪房暫

居，他是在這裡失去蹤跡，他的家人勢必會到附近來尋他才是。」 

玄朗聞言，輕咳了兩聲才開口，「既然住持肯收留我，在下感激不盡，洛老，這下

你大可放心了。」 

洛雲汐一開始對玄朗存著懷疑，可後來玄朗對自己輕薄的舉動表示了歉意後，洛雲

汐反而自責起自己沒有同情心，再加上餵玄朗喝粥的時候他問起她的工作，她約略說了

花匠的工作後，他聽著不但覺得有趣，她甚至覺得玄朗應該也是一個很喜歡植物的人。 

過去她認識的人，除了義父義母外，都對蒔花養卉沒有興趣，所以她根本找不到同

好。 

或許是玄朗專心聽她說著過去其他人覺得無趣的話題，讓她感到了認同感，所以對

玄朗，她心中多了一些不忍，想著他失憶了、病著，不禁擔心起他來。「你一個人住在

禪房，能好好養病嗎？」 

「寺裡環境清幽，平常沒人打擾，吃的又是素齋，十分清淡，不正適合養病嗎？」 

洛成聽了不免皺起眉頭，雖然雲汐有心想照顧玄朗，但玄朗看來是不好意思再麻煩

她。 

他說在此沒人打擾、環境清幽是沒錯，但那也代表了沒人可以照顧他；吃的清淡沒

錯，但若是他家那婆子聽了，一定會用她的大嗓門喊著「不行！病了就得燉些雞湯補補，

才好得快」之類的話。 

「玄朗，我看這寺裡畢竟是清修之地，很難特別照顧你，既然你碰上了雲汐，也算

你們有緣，若你不嫌棄我那宅子簡陋，還有空房可以讓你暫住一陣子，若你的家人真到

法嚴寺來尋人，再指路到我家去便成。」 

「我怎會嫌洛老的宅子，是不想麻煩你們，說來我也不打算太麻煩寺裡的師父，只

要我的風寒好些，就會離開了。」 

一聽到玄朗風寒好了就要走，洛成更是大皺眉頭。 

無家可歸的他何去何從？往郊外去，萬一遇上打劫的盜匪可怎麼辦？玄朗生得細皮

嫩肉，搞不好會被盜匪頭子綁去做什麼押寨夫人。 

若玄朗決定進城，進城是不用擔心盜匪，但若身上的銀子用盡了還沒想起自己的身

分，到時流落街頭怎麼辦？ 

「你要往哪裡去？進城裡？住客棧？你身上的銀子能住幾天客棧？」 

說到銀子，玄朗一臉赧色，好似這才想起他身上根本沒錢。 



洛成由玄朗的臉色便看出了他的窘境。「沒銀子？這可不行，你若覺得會麻煩我

們……大不了等你風寒好了，在我園子裡幹活換工錢，抵你的吃住不就好了。」洛成倒

也不是真想向玄朗收吃住的費用，只是覺得這麼說應該可以讓玄朗釋懷，安心住下來。 

玄朗本就不想留在法嚴寺，一聽洛成話都說到這分上了，自然立刻同意。 

玄朗原本略顯憂愁的臉，聽了洛成的提議後，像是解決一件令他十分煩惱的大事

般，笑逐顏開的對洛成道了謝。 

怎知玄朗這一笑，竟讓人有種如沐春風之感，洛成及洛雲汐皆看著玄朗的笑容看呆

了。 

怎麼有男子可以笑得這麼美，美得不可方物啊！ 

有別於洛成父女倆的呆滯神情，住持卻是一臉平常，還因為玄朗的笑容起了疑思。 

他記得小時候好似曾聽師父提到過，師父也曾見過一個男子，據說有著能迷惑人心

的笑容，除了修道已久的僧人，有時連心性不定的小沙彌也會被迷了心智。 

但師父圓寂已經數十載，當年的那名男子自然不可能是玄朗才是。 

住持這才釋疑，想想玄朗生得這容貌，笑起來自然勾人。「既然施主已經有了去處，

本寺也不強留。若施主的家人尋來，本寺自會告知施主的去處。」 

「那就有勞住持了。」 

「貧僧先告退，洛施主離開之時，告知寺裡的沙彌一聲便可。」 

住持說完後就離開了禪房。 

洛成直到住持與他說話時才清醒了過來一般，察覺自己直盯著玄朗猛看，覺得不好

意思，他紅著臉說：「我看玄朗現在也走不了，我先回去一趟把家裡那運貨的驢車趕來，

讓玄朗坐車回去，順便也告訴妳義母把空房打掃一下，雲汐妳就再陪玄朗一會兒，讓他

把粥喝完。」 

「好的，義父。」 

一等洛成離開，洛雲汐又坐回床邊，端著粥又餵起玄朗，直到把粥喝光。 

不過這一回洛雲汐別說跟玄朗說話了，就連看都沒看玄朗一眼。 

「洛姑娘，妳怎麼了？」似是感覺到了洛雲汐的疏離感，玄朗不解的問。 

「沒、沒什麼。」洛雲汐發現自己竟盯著玄朗的笑臉看，而且看到出神，好不容易

回了神，哪裡還有臉再面對玄朗。 

「不是沒什麼，是洛姑娘不想我住到洛家去吧！莫非洛姑娘還因為我昨夜的輕薄之

舉防著我？是我的錯，冒犯了洛姑娘，若洛姑娘不喜歡我，等等我再與洛老說清楚便是。」 

「不是，不是這樣的！」洛雲汐急忙解釋，一抬頭果然看見玄朗那落寞的神情，要

不是他是男子，都可以用楚楚可憐來形容他現在的模樣了。 

「我知道洛姑娘心地好，不忍心說話指責我……」 

「好了，你別多想！我沒想防你，我只是因為自己被你的笑容迷住，覺得難為情罷

了。」不想他誤會，洛雲汐一時心急，沒空顧及難為情，把自己不看他、不說話的原因

給說了出來。 

聽見是這個原因，玄朗又露出粲笑。 

這一回，洛雲汐又被迷住了，直到玄朗開口回了一句— 



「我也喜歡洛姑娘妳身上好聞的香氣，好像聞著聞著身體的不適都能緩解一般。」 

聞言，洛雲汐收起呆傻的表情，抬起手低頭用力嗅聞了好幾口氣，她一不用香料、

二不簪花，身上怎麼可能有香氣？ 

「我身上有香氣？你還是第一個這麼對我說的。」 

「沒人這麼說過嗎？明明有著好聞的香氣啊！」 

洛雲汐再嗅聞了好幾口氣，真的沒有聞到一點點味道，最後她想，可能是自己整天

與那些花草為伍，身上沾了淡淡的花香，而剛好玄朗的嗅覺很靈敏的緣故吧！ 

「很抱歉，昨夜跟今天對你太兇了，才讓你誤會，你放心的到我義父家住下，我們

都很歡迎你。」 

「妳怎麼說得好像自己不住在妳義父家一般？」 

「我是住那裡，但我也是被義父收留的。」 

「收留？」 

「兩年前我離家出走後出了意外，被義父所救，義父義母見我無家可歸，這才收留

了我。」 

雖然玄朗很想問清楚洛雲汐為何原因離家出走，但他知道他們兩人還算不上熟識，

若他一時不知分寸多問了，或許會讓洛雲汐重新又起了防備之心，他只得暫且壓下疑問。 

認識久了，到時，會有機會再問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