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十六章 不開竅的小妻子 

阿薇看辰軒張弓十分有氣勢，一掃平時文質彬彬的模樣，很是驚訝，可是那一箭

射出去，好像什麼都沒有射到，遠處的樹林裏傳來破空的聲音後再無動靜。 

辰軒又拉弓，朝其他方向射出幾箭，直聽見某個方向傳來一陣鳥叫，他滿意一笑，

收好箭筒，帶著阿薇朝那個方向走去。 

走了一盞茶的功夫，兩人來到一叢高大的喬木下，辰軒指著樹幹道：「這是漆樹，

我用來補瓷的材料就是此物，之前不知道大瓷山上就有此樹，所以我按照古籍上

的記載去了別的地方，後來聽大瓷山的獵戶說這裏也有，往後要取漆就不用去外

面了。」 

聽他說不會再外出，阿薇也心安了，畢竟上次等待大半個月的日子太難熬。 

「那剛才射箭，是為了聽鳥的聲音？」阿薇好奇地問。 

辰軒摸了摸她的小腦袋，「不錯，這片林子四面八方都很濃密，灌木和竹子居多，

只有漆樹便於鳥築巢，所以割漆的匠戶都會靠聽鳥叫聲判斷周圍的喬木，這是我

去外面的時候學到的法子。」 

他拿了匕首在漆樹上割了個小口子，取了準備好的瓶子將流出的黏稠液體收集進

去，其實凌晨才是割漆的好時機，不過他不願把小妻子一個人丟在家裏，也不願

月黑風高的夜裏還帶她出來。 

「就是這個東西害你身上起疹子？」阿薇伸手想摸摸散發著強烈刺激味的液體。 

拍開她的小手，辰軒肅然道：「妳可別碰，小心自己身上也起疹子。」 

她乖乖點頭，把手縮了回來。 

取足了漆，辰軒將瓶子塞好，小心地放在身後的箭筒裏，牽著阿薇的手，打算陪

她去山間採些山貨，剛才上山的時候，她瞧著枯草裏的一朵朵蘑菇，早就眼睛發

亮了，若運氣好，能撞見山雞的話，還能試試自己的箭法。 

但兩人才走出一小段，前方山道突然圍上來一群人，個個手持棍棒、神態戒備。 

阿薇嚇了一跳，下意識躲到辰軒身後。 

辰軒護著她，看著前面的人，心下疑惑，若說是打劫，早就撲上來了，眾人卻是

戒備的神態。 

人群中閃開一條小道，一個勁裝男子走上前來，手裏拿著一枝箭，喝問：「剛才

是你朝這個方向放箭的？」見對方背著箭筒，男子已然肯定，又道：「驚擾到我

們老爺，你可知罪？」 

阿薇拽緊了小拳頭，覺得這個人好不講道理，照他這麼說，山上住的獵戶都有罪

了？ 

「請見諒，我是為了找尋漆樹才放了此箭。」辰軒向對方一揖，打算息事寧人，

畢竟對方人多勢眾，他還帶著阿薇，只能試圖和這些人講道理。 

「邢林，你退下！」後方突然散開一條大道，一個商人打扮的中年男子走了過來，

對手下喝道：「既然是誤會，不要咄咄逼人。」 

邢林向他行禮，退到一旁。 

富商走到辰軒和阿薇前面，肅然的面色中帶著幾絲歉意，「還請你們不要見怪，



老夫走南闖北，做行商生意，時常在途中遭盜匪覬覦，身邊的護衛難免草木皆兵，

倒是老夫驚擾到二位了。」說罷，向辰軒還了一禮。 

「無妨。」辰軒不欲多停留，帶著阿薇從旁邊的一條山道往回走去。 

邢林這才走到富商面前，「不過兩個鄉野之人，您何須對他們客氣？」 

富商面色一沉，「你莫忘了我們所來何事？不可再惹麻煩。」 

 

 

阿薇緊緊捏著辰軒的手，待看不見那些凶巴巴的人了才問道：「他們是做什麼生

意的，怎麼會來大瓷山？」 

「或許是藥材生意吧，大瓷山氣候適宜，有不少種草藥可以挖掘。」如此說，是

他不想小妻子擔心害怕，但心裏總覺得這群人的來歷沒那麼簡單。 

兩人走著，到了一戶人家面前，辰軒見門口掛著獸皮、弓箭，知道這是戶獵戶，

笑著對阿薇道：「既然到了獵戶門口，不如我們進去拿銀錢換點野味吧，好久沒

吃妳做的鷓鴣湯了。」 

阿薇點點頭，隨他去敲門。 

獵戶開了門，聽說他們的來意後，一臉歉然，說家裏的獵物都被山裏一個商隊買

走了。 

辰軒心知是剛才他們見到的那群人，忙問獵戶，「您可知道他們是做什麼生意

的？」 

獵戶歎了口氣，「他們一直向我打聽周圍有沒有瓷土，這些日子更是滿山轉悠，

我看是想來大瓷山建窯廠的，往後呀，沒有乾淨日子過囉。」 

對於獵戶說沒有乾淨日子可過，阿薇十分明白，要是大瓷山也開始開採瓷土，眼

前這片青山綠水恐怕不過數十年就蕩然無存，小瓷山就是一個例子。 

往回走的時候，辰軒見阿薇悶悶不樂，拉著她的手道：「妳擔心什麼，真要有人

來這裏採瓷土，大不了往後我們換個地方住。」 

阿薇「嗯」了一聲，「我只是覺得有些可惜了，這麼美的地方。」 

想想往後門前的流水或許會變成一汪白濁，辰軒也覺得有些可惜。 

「你說換地方住，我們去哪裏住啊？去覃州嗎？」她忽然開始擔心，「那我們還

能時常回來看看爺爺和小謹嗎？」 

辰軒捏了捏她的小手，「自然不會讓妳離家太遠，別胡思亂想了，大瓷山還不一

定有瓷土，不然怎會多年無人開採？」在整個青釉鎮瓷土礦藏都縮減的情況下，

沒理由大瓷山上有瓷土卻沒人發現。 

阿薇點點頭，覺得再想下去就是杞人憂天了，何必為還沒發生的事情煩惱。 

兩人採了不少蘑菇、野菜，又挖了一些筍子，回到家中飽餐一頓，把山上發生的

那點小事忘了。 

晚上的時候，阿薇裹著被子裝睡，辰軒早識破了，捉了她的小手出來。 

這次阿薇嘟著嘴沒任他施為，把手抽回來，「你老實跟我說，你那裏根本不是生

病了對不對？」 



「妳知道了？」辰軒好奇地笑了笑，「如何知道的？」 

聽他承認了，她心裏越發有氣，瞪了他一眼，「我剛才想起來，我見過村裏的驢

子……」 

辰軒聽得直皺眉頭，用自己額頭抵住她的，咬著牙對她道：「妳拿我和驢子比？」 

阿薇見他靠得這麼近，臉頰立刻紅彤彤的，生怕自己變成鬥雞眼，趕忙閉上眼睛，

認真道：「那是比不了，小很多呢。」 

「妳嫌小？」 

近在咫尺的聲音明顯不悅，阿薇覺得他好像被一團火燒著了，怒氣滿滿，她緊張

得牙齒打顫，「我只是說……比驢的小。」跟驢一樣，那不是更嚇人了？要那麼

大做什麼，又不是小孩子，還比誰撒尿撒得遠？ 

抵著她的額頭鬆開了，他移到她白玉般的小耳朵上，輕輕吹著熱氣，「那……妳

可知道，驢那樣了是想做什麼？」 

腦海中浮現那個曾遠遠見到的畫面，她覺得十分怪異，吶吶道：「我曉得，那是

驢在交配，要生小驢子的。」 

辰軒欣慰地點點頭，輕咬了下她的耳垂，「那我那樣了，妳覺得我是想做什麼？」 

她重重歎了口氣，大著膽子，恨鐵不成鋼地道：「你小時候一定偷吃了許多驢肉，

現在犯了驢病！」沒見過哪個正常人是那樣的。 

「妳—— 」辰軒氣得在她小耳朵上留下一個淺淺的牙印。 

阿薇心裏委屈，淚水開始在眼眶打轉。小時候常聽村裏人說，雞肉吃多了發雞瘟，

羊肉吃多了發羊癲瘋，豬蹄吃了腿長不長，她本來不信的，覺得那是怕小孩嘴饞，

而家裏又沒有那麼多肉食供應才編出來哄人的話，現在她覺得倒是有幾分可能

了。 

見她這樣，他心又軟了，抱著她哄了一會兒，見她眼淚憋回去了才笑著說：「我

那樣了，也是想跟妳生小娃娃，要不，咱們試試？」 

阿薇在他懷裏不安地動了動，「人跟驢哪能一樣？你莫騙我。咱們多在一起睡睡，

孩子自然就有了。」 

辰軒一聽突然有點後悔了，那天晚上要是沒僅存那點理智，也許他現在根本不用

與她解釋這麼多。 

「唉。」辰軒歎了口氣，捉了她的小手過來，「就當我有驢病，妳給我治治。」 

「不要。」阿薇認定自己之前是被捉弄了，「你自己有手呢，自己治。」說罷，

整個人縮進被子裏。 

辰軒一掀被子，鑽了進去，摟著她，在她耳邊說了好一會兒話。 

阿薇突然坐了起來，眨著眼問：「口水真的能治你那裏腫？」 

辰軒也坐了起來，面上一片肅然，「唾液乃百津之源，可解百毒、消弊病，清熱

消腫，不在話下。」 

鄭重地點了點頭，阿薇微微一笑，「那好吧，我給你治。」 

辰軒內心喜不自勝，面上卻不動聲色，慢條斯理地解下褻褲，抬頭對她道：「妳

盡可放心，我沐浴時已認真洗過。」望著她粉嫩的雙唇，他的心忍不住跳得厲害。 



「那你小心些，我可能吐得不太準。」阿薇舔了舔唇，喉嚨滾動起來。 

見她似要破口而出，辰軒一驚，趕忙拉了被子蓋住，「妳別吐，別吐……」他額

上沁出冷汗，「我是讓妳……讓妳……」 

她呵呵一笑，「你也說了，是唾液有效，那我幹麼要用嘴？」 

「這……這……」他還真圓不了這個謊。 

阿薇捏緊了自己的小粉拳，小臉上氣呼呼的，又縮進被子裏，半晌裏面傳來她含

混的聲音，「你以為我真那麼好騙？騙完一次又一次。你之前不是要讓我回水竹

村嗎？你再捉弄我，我真的回去了。」 

辰軒撫了撫額頭，他決定，明天一定要去鎮上的書肆一趟，越早越好！ 

 

 

第二日，兩人一早就下了山，辰軒直奔書肆，讓阿薇在門口等他，待出來的時候，

他竟提了一個褡褳，裏面塞滿了書，她問他怎麼買這麼多，他笑而不答。 

天知道他剛才結帳時有多難為情，好在老闆知情識趣，只是暗自偷笑罷了，這也

是他一定要大早上來書肆的原因，人少嘛。 

秋高氣爽，小鎮上樹葉漸黃，人們都穿上了夾衣，辰軒又帶阿薇去成衣鋪子買了

好幾套秋裝，又買了許多時令鮮果、旱煙絲，打算往小瓷山去看看喬老頭。 

走在大街上，前方突然出現譁然之聲，小商販們紛紛推車避讓，似乎前面來了什

麼極凶悍的人。 

辰軒也忙將阿薇拉到一旁。 

前面傳來馬蹄聲，定睛一看，是一人騎馬，正在追逐另一個奔跑的人，後者手上

抱著一個花瓶，一邊跑，一邊緊緊護在懷裏。 

馬上的人似乎已然氣極，抽出身上的鞭子，毫無顧忌地朝跑在馬前的人抽了一鞭

子，那人頓時「哇」的一聲慘叫，跌倒在地上，他手上抱著的花瓶應聲而碎。 

「作孽喲，這一鞭子下去只怕傷得不輕。」 

「那馬上的人是督窯官，我識得，地上那個挨鞭子的人一定是犯了大事。」 

「犯了大事？不會是偷了官窯廠的瓷器吧？」 

圍觀的人紛紛議論起來，混在人群裏的辰軒聽到後搖了搖頭，官窯廠的瓷器專供

皇家，或由皇家賞賜於大臣使用，偷官窯廠的瓷器可是大罪。 

此路擁擠，辰軒正打算換條路走，卻見阿薇怔在那裏，面上的神情有些慌亂。 

「妳怎麼了？」辰軒伸手扶住阿薇的肩膀。 

「是……是表哥。」她無措地望向他。 

辰軒一聽，眼眸輕動，朝撲到地上，面容因疼痛而扭曲的人看去，正是楊青松。 

第二十七章 挾恩求回報 

馬上的督窯官許頌功面容一沉，朝楊青松大罵道：「你小子，才來官窯廠多久，

竟敢監守自盜，給老子惹麻煩，老子今天非抽死你！」說罷，一鞭子揚起又要抽

下。 

楊青松伏在地上，心疼地看著碎了一地的花瓶，聽許頌功說還要抽自己，趕忙閉



上眼睛，下意識捂住腦袋。 

「慢著！」忽然一個聲音從旁邊響起，一個書生模樣的男子走到馬下，朝許頌功

行了一禮，「大人，在下安子賦，不知這位小哥犯了何事，大人竟要沿街追打他？」 

縱然這人是犯人，也該由官府緝拿才對，鬧市縱馬實在有違規定，安子賦心頭頗

不認同督窯官的行徑。 

趁著安子賦與督窯官說話的當口，小謹趕忙跑過來扶起楊青松，看到表哥的衣服

破了條口子，裏面滲出斑斑血跡，小謹嚇得臉都白了，「表哥，你……你沒事吧？」 

剛才私塾午休，他溜出來玩了會兒，正好看到督窯官縱馬追逐表哥，他不知道發

生了什麼事，可知道總歸不是好事，立馬請安先生來幫忙，安先生古道熱腸，在

鎮上素有名望，那督窯官說不準也要敬他三分。 

許頌功聽說是安子賦，手上的鞭子頓了下，暫時放下，但面色仍是不豫，「怎麼，

安先生還想插手我官窯廠的事情？這是我官窯廠的窯工，他膽大包天，偷了要運

往廢墟銷毀的瓷器，你說該打不該打？」 

楊青松偷走瓷器的時候自以為神不知鬼不覺，而且他偷的只是一個有瑕疵等待銷

毀的瓷器，以為不是何等大事，沒想到走到街上，後面突然有馬蹄聲傳來，竟是

督窯官親自來抓他，看著駿馬四蹄翻飛，他嚇得魂飛魄散，只顧著逃跑。 

現在想想，他確實是鬼迷心竅，一時間鑄下了大錯，忙跪到馬前，大呼一聲，「大

人饒命，小的知錯了。」 

許頌功冷哼一聲，「你一句知錯了，本官就要放過你？」 

安子賦朝許頌功行了一禮，「大人，時下貧民生活不易，既然他盜取的瓷器本來

就要銷毀，如今瓷器碎了，沒有流入外人之手，他又受了一鞭，不如就饒恕他吧。」 

許頌功握著鞭子的手緊了緊，看向安子賦的眼神不由瞇了起來，「安先生想必不

知道官窯廠是個什麼地方，這裏的一片碎片、一捧瓷土都是祕密，他犯了大罪，

我今日就算當街打死他也不為過！」 

「大人說得對，此人確實犯了大罪。」此時有一人從圍觀眾人中走出，正是辰軒。 

阿薇不知何時，握住她的手鬆開了，現在聽到辰軒走上前說這種話，她著實嚇了

一跳，莫不是那天與表哥的誤會他還記在心裏？ 

端坐馬上的許頌功看到辰軒猶如鶴立雞群般出現，頓時眼前一亮，翻身下馬，走

到近前將辰軒上下打量一番，語氣甚是激動，「您是……您是范大師？那位譽滿

京城的瓷器修繕大師？」 

「大人謬讚。」辰軒向許頌功恭敬地行了一禮，才看向楊青松道：「此人確實犯

了大罪，但他乃內子表哥，草民願以罰金替他贖罪，還望大人通融。」 

許頌功瞥了楊青松一眼，實在想不通這樣的兩個人會沾親帶故，但略一思索，朝

辰軒道：「原來是范大師的表舅子。」他乾咳了兩聲，「此事不便當街審訊，本官

還是將他押回官窯廠待審，我與范大師在京城有過一面之緣，不知范大師可還記

得？」 

辰軒笑道：「是在禮部舉辦的鬥瓷會上，沒想到大人還記得草民，草民甚幸。」 

「范大師在鬥瓷會上一鳴驚人，奪得修繕組魁首，當時本官還只是內務府的一名



小小督造，想不到時隔數年，我二人能在此處相見，實屬緣分，不知范大師可有

閒暇，不如與我回別院暢聊一番，敘敘舊情？」許頌功親熱地拍了拍辰軒的肩膀。 

辰軒又行了一禮，「恭敬不如從命。」 

許頌功將馬鞭扔給楊青松，面色恢復如常，「把我的馬牽回官窯廠。」 

楊青松接過，迷迷糊糊點了點頭，事情突然有了轉折，看督窯官的意思是不打算

追究了，真沒想到是看在那人的面子上。他忽然有些訕訕的，躲開眾人的視線，

彎著背，牽著馬往官窯廠的方向去了。 

阿薇想讓他先上點藥，猶豫了一會兒卻沒開口。 

小謹有些發愣，督窯官連安先生的面子都不給，卻下馬主動搭理那個鰥夫？ 

辰軒走到阿薇面前，低聲對她道：「我會盡力幫妳表哥，妳先回水竹村吧……把

褡褳拿好了，裏面的書萬不可給別人瞧見。」 

她乖巧地點了點頭，看著許頌功引著辰軒往另一條路上去了，心裏對他不無感

激，又驚訝他在外面竟有這麼大的名聲，那督窯官雖然是個末流小官，但在青釉

鎮這種以官窯聞名的地方，他的實際權力可與縣老爺平起平坐，卻對辰軒客客氣

氣的。 

安子賦瞧著眼前一幕幕，人已有些混亂，這才意識到剛才那個氣質非凡的郎君，

就是小謹口中待他姊姊甚為苛刻的鰥夫，眼中騰起了迷霧，轉頭看小謹的眼神也

探究起來。 

小謹心虛，不敢與先生對視，轉而投向姊姊的懷抱，吶吶喊了一聲，「姊。」 

阿薇摸了摸他的腦袋，「知不知道表哥為什麼要偷瓷器？」楊青松向來是個穩重

的人，她覺得其中可能有什麼隱情。 

小謹搖了搖頭，「我也是看到有人騎馬追他，才叫了安先生出來的。」 

看到尷尬立在一旁的安子賦，阿薇走上前，「剛才多謝安先生仗義相助。」 

聽她這麼說，又想起自己前些日子的舉動，安子賦耳根子都紅了，忙道：「在下

什麼忙也沒幫上，娘子言重了。」不欲多言，他道了聲告辭，急急往私塾去了。 

阿薇歎了口氣，往小謹肩上拍了一把，「都怪你當日胡說。」 

小謹訕訕地嘟起了小嘴。 

 

 

回到水竹村，阿薇忙問了爺爺，楊家是不是出了什麼事情。 

喬老頭的眉間有一絲憂慮，「楊家的田地被徵用了，不只楊家，說是按照青釉鎮

的縣誌記載，咱們村裏好些田地下面往深了挖都是瓷土……小瓷山怕是要被挖空

了。」 

阿薇聽了也有些傷懷，但又疑惑道：「可是……這跟表哥偷瓷器有什麼關係？」 

「田地無論肥瘦，價錢都賠得低，估計是楊家虧得太多，妳表哥一時糊塗想順手

弄點瓷器去賣了補貼家用吧？那些給皇家用的東西，有些要燒製三五遍才能成

功，在這之前總要出些帶瑕疵的物件，若是能賣出去，價格不低，不過能成事的

少，大多數瑕疵品都被銷毀了。」喬老頭摸了摸鬍子，說出自己的猜測。 



想起月蘭與自己說過，楊家花了大價錢才娶了陳家姑娘，如今家裏失了田地，要

是再搭上事，只怕真不好過，她見爺爺似乎還在憂慮著什麼，也就不提這件事了。 

下午，陳氏來了喬家一趟，帶了些才摘的青菜過來，向阿薇道了謝，說是楊青松

的工作保住了，督窯官也沒再追究他偷瓷器的事情，只是楊青松現在在家養傷，

等傷好了再登門道謝。 

阿薇見陳氏秀氣溫和，覺得甚為可親，又與她閒聊了幾句，陳氏還要回去照顧楊

青松，沒留多久就告辭離開了。 

傍晚的時候，阿薇做好飯，辰軒還沒有回來，就與爺爺先吃了。 

天約莫擦黑時，喬老頭先睡下，辰軒才推開她留的門，一步一晃地進了院子。 

一顆懸著的心落了下來，阿薇見他有些微醺，忙扶他進屋裏坐下，擰了熱帕子給

他擦臉，並問：「那個督窯官拉你喝酒了？」 

辰軒趁著酒意去拉她的腕子，讓她跌坐到自己懷裏，瞇著醉眼道：「喝酒是後面

的事了，我替他補了好幾個古董呢，不然妳以為妳表哥能回來養傷？妳要怎麼謝

我？」 

在爺爺家裏，阿薇可由不得他胡來，忙掙開他的懷抱，又怕他誤會，忙沉著臉道：

「表嫂來謝過了，只是你不在，之後表哥身體好了，自然會來謝你。我謝你做什

麼？」 

辰軒癱軟地往椅背上一靠，忽而呵呵笑了，「行了，妳以為我有別的意思？放心，

我現在才沒那麼小氣，我幫他是因為他是妳親戚。」就她小妻子這樣，親一下都

能把她的臉紅成個桃子，她能跟別人有什麼？就算有，不過是少男少女間的懵懂

罷了，他豈會放在心上。 

說到這個，他不禁撐著扶手坐直身子，拉了她靠過來，低聲道：「褡褳裏的書，

妳看了沒有？」 

阿薇沒看出他眼裏的期待，忙擺手道：「沒有沒有，你說不能給別人看的。」 

辰軒歎了口氣，「妳又不是別人，這些書就是買給妳看的。」說罷，起身拉了她

就要去屋裏看書。 

在許頌功那裏，他早生去意，路上酒意盛了，更是滿心滿腦都是與她共看那些書

籍的情形，身體和心裏全是難耐的意動。 

她忙拽住他，「你先洗漱，我再給你熬點醒酒湯。今天遲了，只能歇在這裏了，

你弄好了，我們再回屋慢慢看吧。」也不曉得是什麼了不起的書，值得他一直心

心念念。 

辰軒嘴角浮起一絲意味不明的淺笑，也好，醒了酒，一會兒能把她的一絲一毫看

得更清楚些，還不知到時她羞成什麼樣呢？ 

阿薇扶著他到了淨房，喬家這邊沒有大浴桶，只能燒了熱水沖洗。 

辰軒有些站不穩，她只得幫他搬了張凳子，讓他坐在上面洗。這邊的淨房比竹屋

的小許多，他身子高大，坐在那裏顯得淨房越發逼仄。 

她去廚房熬了醒酒湯，怕他覺得苦，還加了一大勺蜂蜜，到了淨房門口，聽不見

一絲動靜，她忙推門進去，卻發現他一動也不動地坐在那裏，正靠著牆壁瞇眼，



連衣服都沒脫。 

她正皺眉，他聽到聲響睜開眼道：「我暈乎乎的，妳幫我洗吧。我身上不髒，沖

一下就好了。」 

「好吧。」阿薇餵他喝了湯，擱下碗替他脫衣服，近日兩人日漸親密，雖沒見過

他完全脫光的樣子，但連那個地方都見過了，她也沒什麼可害羞的。 

辰軒乖乖坐著讓她給自己脫衣服，心裏難得享受，卻還要裝出醉醺醺的樣子，其

實回來看到她的時候，他的酒意早就醒了一半。 

阿薇一邊拿絲瓜絡幫他搓身，一邊提起葫蘆瓢舀水給他沖洗，他身上白皙如玉，

卻又與女子不同，帶著與生俱來的清冽，肌肉緊實有力卻不過分誇張，也不知怎

麼的，她洗著洗著臉就紅了，只顧著澆水，不敢再去觸碰他的肌膚，他也實在乾

淨，並沒搓出任何髒汙，見沖洗得差不多了，她拿了帕子給他擦水。 

忽然間，他修長的手指一把抓住她的，引了她白嫩的小手探過去，聲音含糊道：

「這兒還沒洗呢。」一會兒就要派上大用場，哪能不好好洗洗。 

她「哦」了一聲，聽他提到那個地方，總覺得他是又起了捉弄之心，就拿了絲瓜

絡出來，蹭他幾下。 

辰軒果然面露苦色，揮開她的手，在她鼻子上刮了一下，「哪能用這個擦，傷了

它，有妳後悔的。」扔了絲瓜絡，還是捉了小手過來，叮囑道：「用手洗，輕一

些。」 

她無法，也不想和一個醉了酒的人計較，便一邊澆水一邊輕輕幫他揉洗，揉著揉

著，發現這東西變得和早上起床時一樣，她不敢再動，忙給他澆了水，拿帕子擦

乾。 

辰軒本是坐著的，見她蹲著身子替他擦水，小臉離他好近好近，他喉嚨一滾，立

時站了起來，她沒防備，臉上被熱乎乎地擦過，恰好抵著她的額頭，聽見頭上他

聲音喑啞地懇求道：「好阿薇，它難受了，妳快親它一下吧。」就親一下，他實

在太渴望了，尤其是恰好在這個位置下，別的他可以忍到一會兒翻書慢慢來，唯

獨這個忍不了了，像一小口甘泉就在眼前，他渴得難受。 

又發酒瘋！上次還跟自己說絕不貪杯的。阿薇就要站起來，卻被他伸手按住肩膀。 

他俯視著她，柔聲哄著，「就親一下，往頭上親，我絕不耍賴，妳親了，我馬上

穿衣服出去。」 

這是變相告訴她，她不照他說的做，他就要光著身子出去了？ 

「好。」阿薇溫柔地應了一聲，伸手卻稍使勁兒彈了他極囂張的那處一下。 

辰軒痛得發出一聲悶哼，身子本能地一弓，臉色一下刷白。 

她被他的樣子嚇到了，忙揮著小手，可憐兮兮地道：「對不起，對不起，我……」

還未說完，她發覺自己被他伸手一提，她馬上立起身子，與他對視。 

辰軒看著她瞪大眼睛、唇兒一顫一顫的樣子，一副柔弱堪憐的模樣，心裏的火氣

消了一半，一手滑下托住她的腰，讓她緊貼著自己，一手托住她纖細的脖子，揉

了揉，溫聲道：「沒關係，妳不願意親我，我便來親妳。」說罷，他沒給她反應

的機會，馬上就下口了。 



這唇他不是沒親過，不過，那時她睡得迷迷糊糊，沒給自己回應，這次不同，他

輕輕啄了她幾下，隨後迫不及待地撬開了她的檀口，與那小香舌戲弄起來，她太

靈活，總是躲著他，他卻追逐不捨。 

半晌，聽她快喘不過氣了，他才戀戀不捨地鬆開她，懷裏的人髮髻垂落，衣衫被

他蹭得散亂，眼裏像蒙了一層朦朧的霧氣，唇兒濡濕，像春雨裏洗過的海棠，他

忽而覺得，抵在她腹間的那處更難消受了。 

阿薇心跳如鼓，剛才兩個人纏得那麼緊，卻和他晚上抱著她的感覺不同，他很急

切，而她好似也渴望著什麼。 

唇有些疼，她委屈地吸了吸鼻子。 

辰軒見她這樣，不禁對自己產生了點懷疑，他摟腰的手忽而一緊，把她的手也箍

住了，然後探出一隻手掀起她的裙子。 

她沒反應過來，一下就讓他摸到褻褲上的那點濕意，他滿意地笑了笑，朝她白玉

般的小耳朵噴了噴熱氣，「妳，也想我了。」 

她不太明白他話裏的含義，卻沒來由地感到一陣羞恥，忙推開他，咬著唇道：「你

欺負人，我就彈你一下，你卻咬我那麼多口！」淚珠子在眼眶裏打轉，她生氣地

推開門，往裏屋去了。 

涼風灌入，辰軒打了個冷顫，忙把門關上，趕緊去穿衣服。也怪他，怎麼就沒忍

住，她還沒看那書呢，只當自己又發病了吧。 

第二十八章 心中的明燈 

回到小妻子的臥房，見她已背對著他躺在床上了，辰軒忙去翻那褡褳，終於在一

個櫃子裏翻到，她果然聽話，放得很安全。 

從褡褳裏隨意抽出一本書來，他翻了幾頁，見是圖文並茂的，覺得甚好，就拿著

書坐到床邊，朝她眼前晃了晃，柔聲道：「我特意給妳買的，可好看了，快起來

看看。」 

阿薇一噘嘴，把頭埋到被子裏，「不看，我要睡了。」 

辰軒又哄了一會兒，見她還是做縮頭小烏龜，只得歎了口氣，放棄了，心裏安慰

自己，明天再看也一樣。 

吹了燈，上床摟著她躺下，懷裏的人卻掙了幾下，不讓他抱。 

還沒消氣？他忙「啊」的叫了一聲，緊張道：「妳別推我，我要掉下去了。」 

阿薇想到這張床確實比竹屋那張窄一些，忙躺好不動了，他趁勢摟得更緊了些。 

兩人靜默了半晌，她忽而小聲道：「我總覺得你變了，和以前不一樣了。」 

他當然知道自己不一樣了，心裏有了著落，不會再像從前那樣敏感多疑，從前他

的心住在幽暗的夜，現在有人往夜裏點了明亮的燈。 

但他還是忍不住問道：「哪兒不一樣了？」 

「從前冷冷的，現在怪怪的。」阿薇撇了撇嘴道。 

「那……我變回從前好不好？」他試探著問。 

她認真想了想，「還是不要吧。」說完就聽見耳邊傳來他的輕笑聲。 

「睡吧。」辰軒幫她理了理被子，「我答應妳，往後沒妳允許，我絕不那樣對妳



了。」反正，她允許是早晚的事。 

阿薇「嗯」了一聲，決定姑且相信他一次。 

第二天早上，辰軒早早就醒來了，大約心裏計畫著早上就要把書拿給小妻子看，

身體配合著心靈一起叫囂，再無睡意。 

可一睜眼床邊已經沒人，鼻子聞到了早飯的香味，心想老人少眠，岳祖父多半起

得早，阿薇一定早起給他做飯了，當下便對於自己的晚起感到不好意思，果然，

穿好衣服走出去，見院子裏擺了桌子，熱騰騰的食物已上桌了。 

喬老頭忙讓他坐下吃飯，讓阿薇給他拿副碗筷。 

「聽說你昨夜醉了，我們估摸著你會起晚些，就先吃了，現在你起了，正好一塊

吃。」喬老頭笑呵呵地道，至於昨晚上聽到淨房裏大口喘氣的聲音，他了然不提，

心想他們兩人恩愛纏綿，自己早些抱上曾外孫，自然是好事。 

辰軒謝過喬老頭，拿過阿薇遞來的碗筷，不再客氣，慢慢吃了起來。 

喬老頭吃完就擱下碗筷，拿了抹布去擦工具箱，囑咐阿薇道：「我出攤了，妳招

呼好辰軒。」 

阿薇忙道：「爺爺，您昨晚還喊腰疼，今天休息一天，別出去了。」 

「這可不行，我昨天答應了鄰村一家人，今天要去給他們家補個水缸，昨天材料

沒帶夠，今天可不能再拖了，否則妳爺爺我就成了沒信譽的人，人家水缸壞了不

能用，更是麻煩。」喬老頭擺了擺手。 

阿薇又勸了幾句，喬老頭卻沒有動搖想法，她乾脆道：「爺爺，那我和您一起去

吧，您一個人要補這麼大物件，也是麻煩。」 

「那哪兒成？妳在家裏陪辰軒吧，我補完水缸就回來，不去別的地兒吆喝了。」

喬老頭挑起擔子，呵呵一笑，「別當妳爺爺一把老骨頭就不行了。」 

見勸說不動，阿薇不由得歎了口氣。 

辰軒忽然放下碗筷，走到喬老頭身邊，笑道：「岳祖父若是不嫌棄孫婿，不如由

我替您出這趟攤吧。」 

喬老頭不可置信地看著辰軒，見他模樣誠懇，不是開玩笑，反而有些不好意思，

「這哪兒成？你是做精細活的，我這種是粗活。」 

「粗活、細活都是活兒，您就在家歇著，讓我和阿薇去吧。」說著轉頭看阿薇。 

阿薇本也覺得驚訝，現下想想也無不可，總比爺爺出門閃了腰強，便跟著勸道：

「爺爺，您就在家歇著吧。」 

喬老頭猶豫著，瞇了瞇眼，朝辰軒道：「你這衣服乾乾淨淨的，出去做活兒怕是

給你弄髒了，再說了，這也不像走街串巷的裝束，你去了，人家都不信你是做這

個的，還是我去吧。」 

「阿薇，不如給我找件方便點的衣服過來。」辰軒對阿薇道。 

阿薇立刻應下，進屋去了。 

喬老頭知道辰軒是真心幫忙，心裏十分感動，再也說不出拒絕的話來。 

爺爺的衣服辰軒多半穿不上，阿薇在屋裏翻找一陣，將父親從前留下的一件短打

拿了出來。父親考中秀才前，也是幫家裏做活兒的，並不像一般書生穿一身長袍。 



等辰軒換了衣服出來，喬老頭差點沒認出來，人還是俊的，就是氣質變了。 

阿薇看著貴公子變成了農家子，不由得掩嘴發笑。 

喬老頭卻是漸漸眼睛發酸，走過去幫辰軒理了理衣角，歎口氣道：「這衣服多少

年沒人穿過，只看背影的話，你還真像阿薇他爹，他也是高高瘦瘦的模樣。」 

阿薇聽爺爺這麼說，也想起了父親，垂著的雙手不自覺地絞在一起。 

辰軒抿了唇，握住喬老頭的手，懇切道：「爺爺不必傷懷，往後有我照顧您和阿

薇，還有小謹，岳父、岳母會安心的。」 

喬老頭聽他忽而改口，又說了這番話，心裏動容，霎時老淚縱橫。 

阿薇忙過來替爺爺拭淚，對於辰軒突然說這番話，她是驚訝的，但也很開心，他

是真的變了，以前的他怎麼會說這種話，雖然他同時也變得行為怪異，但想想還

是現在好。 

喬老頭看著辰軒挑著擔子，阿薇拿著工具箱出了院門，滄桑的眼角皺起，露出了

欣慰的笑。 

 

 

阿薇兩人走出去一段路後，引得不少村民側目，他們都被辰軒的新形象震撼了，

生出各種懷疑，也有大著膽子來跟他們兩人打招呼的。從前辰軒的樣子高不可

攀，如今穿得和他們鄉下人一個樣，倒是多了幾分親切感。 

辰軒入鄉隨俗，學著阿薇的樣子跟他們打招呼，見人就說「您吃過了」、「您下地

呢」、「秋收了，今年收成如何」等等…… 

阿薇聽到他說這樣土裏土氣的話，而不是從前那般文謅謅的，心裏感到怪異極

了，卻又莫名開懷。 

走到去鄰村的小道上，行人漸漸少了，辰軒才側過頭問她，「剛才有個婦人對著

妳翻白眼，那人是誰？對妳有意見？」 

想不到他觀察得那麼仔細，阿薇笑道：「那個是我舅媽，姓王。她是個不好相與

的人，你莫和她計較，反正今後也不會有任何往來。」 

「舅媽？」辰軒思忖道：「妳表哥的母親？」 

她點點頭，「不錯。」 

辰軒想到自己多少算是幫了楊青松，這位舅媽居然對著小妻子翻白眼，可見真是

個不明事理的。 

「還好我娶了妳。」他笑道：「不然她做妳婆婆，妳不知道有多委屈。」 

阿薇嘟嘴睨了他一眼，「那還得謝謝你囉？」 

他抿唇，「自然。」心想阿薇父母早逝，這位舅媽多半不近人情，否則他的小妻

子應該有女性長輩教導夫妻之事，怎會單純如斯？ 

思及此，他想到一事，心中早想詢問，猶豫半晌，還是問出了口，「岳父、岳母

當年是因何種意外才離世的？」 

沒想到他會突然問這個，阿薇愣了下，想到他是自己的丈夫，自己竟從未對他講

過過往的事，著實不應該，頓了頓道——  



「八年前，我十歲，小謹剛滿月，那時外公、外婆都健在，和舅舅一家住在一起。

那天，我爹陪我娘回娘家，還抱著小謹，在路上出了意外，是山體坍塌……我爹

我娘都被埋了，小謹落在路邊一叢灌木上，可能是最後一刻，我娘將他扔上來

的……爹娘的屍骨被埋得太深，幫忙的村民都不敢再挖下去，怕山再坍一次……」

她晃了晃手臂上辰軒修補好的鐲子，眼裏有些遺憾，「只找到這個。是我爹送給

我娘的。」 

辰軒伸手摸了摸她的後腦，語氣軟了下來，「對不起，我不該問這些傷心事，只

是疑惑妳從未帶我去拜祭過岳父、岳母，卻不想是因為這個原因。」 

阿薇眨著眼笑了笑，「你放心，我已經不難過了，你想拜祭我爹娘，回去的時候

就可以，雖然沒有墳塚，但爺爺房間的暗格裏供著牌位，逢年過節我們都要上香

的，平時見著怕傷感，所以沒擺到廳堂裏。」 

他應下，不再提往事。 

 

阿薇兩人按喬老頭說的地址，找到了鄰村那戶要補水缸的人家，人家見換了對年

輕夫妻，有些不信任。 

辰軒走到水缸前，見破損得十分厲害，但擔子裏裝了足夠的鐵粉，要補上並不難，

於是向人承諾，若是補不好，分文不取。 

阿薇本來有些擔憂，畢竟只見過辰軒做精細活，聽他敢於承諾，遂放下心來。 

兩人齊心協力將水缸掉落的碎片拼補，用生石灰先黏住，又取了鐵粉煆燒，將水

缸補得嚴實合縫。 

辰軒讓那家人倒了一桶水進去，果然滴水不漏。 

阿薇覺得，他這做粗活的手藝，比爺爺也不差分毫。 

辰軒笑著說，從前學藝就是從粗活開始練手的，否則一上手就是古董，不知道要

毀掉多少好物件。 

這番解釋倒是讓阿薇沒想到，只是覺得他也幹過粗活，好像兩人之間多了某種聯

繫，距離越發縮短了。 

這戶人家滿意，又感激他們幫了大忙，說是家裏就這麼一口水缸，每天灌滿水剛

好夠用一日，破損之後，家裏用水都不方便了，當即便付清了幹活兒的錢。 

臨行時，那家的小孩子還塞了兩個乾棗在辰軒懷裏，他第一次見到這麼可愛的小

孩，心裏真是樂得說不出話來，還是阿薇替他道了謝。 

兩人往回走的時候，辰軒不禁問她，「其實買一個水缸並不貴，為何他們寧願等

人上門修補，也不換一個新的？剛才見那水缸，起碼已有補過兩次的痕跡。」 

阿薇搖頭笑道：「你覺得不貴，對人家來說卻不便宜，即使補上三次也還是比買

一個便宜。」 

辰軒點頭稱是，「是我不識民間疾苦了。」只是他仍有疑惑，「青釉鎮乃百年名鎮，

天下瓷都，我實在沒想到這裏生活的人反而用不起瓷器。」 

這話也惹了阿薇一番思忖，半晌才道：「我爹還在時，也曾擔憂這裏民生疾苦，

他說，將來若能回鄉做個地方小官，一定要革除弊病，讓家鄉的人過得更好。」 



「想不到岳父有此番大志。」辰軒不禁欽佩起這位素未謀面的岳父大人，想起自

己當年同樣奔赴舉業，但只為不負父母期盼，說到為家鄉人造福，實在未曾有此

等高尚的念頭。 

阿薇點頭，說得越發有興致，「我爹說，斯人無罪懷璧其罪，青釉鎮自古偏安一

隅，民風淳樸，只因一朝被人發現瓷土礦藏，才在百年間成為天下瓷都。然而瓷

土並非挖之不盡，用之不竭，青釉鎮多年只靠製瓷一業支撐，等到瓷土耗盡之時，

耕地已毀、水源已濁，這裏的人又靠什麼生活呢？」沒聽到辰軒半分回應，她忙

頓住聲，小聲道：「我……我講這些你是不是覺得無聊了？」 

辰軒忙側頭道：「不是，是我聽得太認真了，從沒見過妳這麼嚴肅講一件事。」

說罷，歎了口氣，「岳父倒是有遠見之人，現在整個青釉鎮正是這種情況。」也

難怪那日她聽說大瓷山要建窯廠會那般傷感。 

這事情畢竟沉重，兩人說到這裏，都默契地沒再說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