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穿越到貧窮農村 

「一文、兩文、三文……」張氏坐在炕沿上數著已經被摩挲得光亮的銅錢，愁眉緊

鎖。 

都說數錢是最讓人高興的事情，可那也分情況，當你知道這些錢根本不夠用，巴不

得再數一遍就能多數出一文錢的時候，那心情就可想而知了。 

錢終究沒有多，張氏歎了一口氣，望著前方出神。 

連玉珠本來是想進屋的，看到這一幕又悄悄退了回去，張氏好強，她現在進去，張

氏只會強顏歡笑，她不想難為她。 

來到院子裡，已經是五月，可是山風吹過，她還是覺得冷，便裹緊了身上的衣服。 

「別在房檐下站著，又陰又冷的，這邊有太陽，來這裡坐，曬曬太陽，妳看妳的臉

白得。」李氏在那邊招呼道。 

連玉珠露出笑容，走了過去。 

李氏把自己的馬扎遞給她，坐到了一邊的石頭上。 

連玉珠趕緊把馬扎推了回去，「奶奶，妳坐，我再去拿一個板凳就行了。」 

李氏揮了揮手，「別費那個事了，這石頭曬了半天，一點也不涼，我坐這裡就挺好。

妳身子骨剛好一點，不能坐這石頭，不然我也不會讓給妳，妳就坐吧。」 

連玉珠只得坐下，溫暖的陽光曬到身上，讓人有種很舒服的感覺。 

李氏在編籃子，纖細的柳條在她的手下順從而柔軟，沒一會兒，一個西瓜大小的小

籃子就有了雛型。 

連玉珠看了覺得有趣，也拿起幾根柳條想試一下，結果慘不忍睹。 

誰說這柳條軟的，她覺得又硬又扎手，根本不聽她的話。 

李氏瞅了她一眼，「怎麼生了一場病連這個都忘了，以前妳編的是最快、最好看的，

村裡誰不誇妳手巧。」 

連玉珠尷尬的笑了笑沒說話，那是以前的連玉珠，她這個從現代來的人哪裡會這個。 

不過李氏也沒計較，四月倒春寒，下了場大雪，村裡病倒的人不少，連玉珠本來就

體弱，能撐過來就不錯了。 

李氏繼續編籃子，沒一會兒就編好了一個小巧的籃子，看得連玉珠驚歎不已。 

這時屋裡傳來朗朗的讀書聲，連玉珠知道那是堂兄連玉卿在讀書。 

連玉卿，看似個姑娘的名字，實際是個男人的名兒。 

連家這一代都有一個玉字，三伯當初給堂兄取這個「卿」字，家裡都以為是青色的

青，還叫了很久，等之後才知道是這個字，都覺得又女氣又難寫，想讓三伯改一下，三

伯卻咬死了不改，這才定了下來。 



「二哥又在讀書，真用功。」連玉珠來這裡一個月，連玉卿幾乎都沒怎麼出過門，

這對一個十四歲的少年來說一點也不容易。 

「讀讀讀，有什麼好讀的！」跟對連玉珠的和藹不同，提起連玉卿，李氏的態度立

刻變了，帶著嫌棄跟厭煩。 

連玉珠有些詫異，隨後又有些了然。三伯整天不務正業，跟一群不三不四的人混在

一起，也沒娶親，從他把連玉卿抱回來那天起，各種謠言就沒斷過。 

有人說孩子是他跟他相好的女人生的，還有人說那個女人就是一個破鞋，幾乎半個

村的男人都進過她被窩，恐怕她自己都不知道孩子的親爹是誰，這才把孩子甩給三伯，

三伯是腦袋一片綠還給人養孩子。 

也有人說孩子是三伯在靜覺寺撿的，更有人說是他拐來的，反正連玉卿的來歷沒人

能說得清。 

李氏聽到這些風言風語，也問過三伯，可是三伯一口咬死了這是他的孩子，李氏也

沒辦法，只能幫忙養著。 

連玉卿人如其名，越長越白淨秀麗，那眉眼跟三伯、甚至連家任何一個人都沒有半

點相似之處，大家都覺得他根本不是連家的人，李氏能對他有好臉色才怪。 

「妳娘也真是的，讓大郎教他讀書就夠了，還想讓他去上學，我呸！」說起這個，

李氏的火氣就往上竄，「妳爹當挑山工、抬滑竿，一幹就是一天，那靜覺寺多高的山，

他一天要來回好幾趟，汗珠子掉在地上摔成八瓣才賺那麼幾個錢，給大郎讀書也就算

了，給他讀書，我們欠他的嗎？」 

李氏的聲音越來越大，根本就是說給連玉卿聽的。 

大郎也就是連玉珠的親哥哥連玉承，現在在縣裡讀書，以前他每天回來都會把自己

學的東西教給連玉卿，現在他正在準備縣試，沒時間回來，張氏就想著，連玉卿也大了，

想讓他跟連玉承一起去學堂裡讀書。 

剛才她數錢也是為了這個事，這年頭可不是誰都能讀書的，一下子要交兩份束脩，

那幾乎是一筆鉅款。 

房間裡的讀書聲弱了下去，連玉卿肯定聽到了李氏的話。 

連玉珠想勸卻無從勸起，但以這個家現在的情況，真的不適合再養一個讀書人。 

這兩天她精神好了點，晚上睡得晚，親眼所見她爹每天回來肩膀都是腫的，衣服上

全是白色的水波紋，那是汗液濕了再乾，乾了又濕留下的，可想而知他有多辛苦。 

一個讀書人已經榨乾了她爹的骨髓，兩個分明是要她爹的命，她有什麼資格說話？ 

李氏說完連玉卿，又想起了三伯，更加激動起來，「他成天不著家，也不知道在外

面幹什麼，弄一個不知道哪裡來的野孩子就讓咱們養，我真是上輩子欠他的，才有他這

麼一個討債鬼。 

「玉珠，妳去跟妳娘說，不用浪費那個錢。咱們早就分家了，她不管那是應當的，



她管了，別人還都說她傻呢，讓妳娘好好心疼心疼妳爹，瞧把妳爹給瘦的，我看著都心

疼。」 

這下屋裡徹底沒了聲音，連玉珠不用進去看，也知道連玉卿此時的臉色該有多難看。 

「奶奶，我娘可心疼我爹呢，怕他的扁擔硌得慌，昨天還連夜給他縫了一個軟墊子。

今天早上，我娘特地給我爹做了糖餅，白白的麵，裡面放了很多糖。」張氏的性格有點

固執，連玉珠哪裡敢去傳那個話，自然要挑李氏愛聽的說。 

果然，她這麼一說，李氏立刻就高興了，「是該給妳爹多吃點好的，他跟咱們不一

樣，幹的都是力氣活，還危險。村北頭那個三順，就是吃不飽去上工，結果失足跌進了

山澗裡，到現在還找不到屍骨呢。」 

連玉珠趕緊點頭，又假裝遲疑地道：「只是我爹根本不想拿，他見只有兩個糖餅，

就想留給奶奶吃，是我娘騙他說家裡還有麵跟糖，他這才拿上的。臨走的時候，他還叮

囑我娘，一定要給妳也做糖餅，不然他這糖餅也吃不安心，奶奶，妳不會怪我娘吧？家

裡麵還有點，糖就……」 

李氏把臉一板，「妳娘做的對，別說家裡面沒糖了，就是有糖也不能做，咱們娘幾

個在家裡待著，吃什麼糖餅，也不怕消受不起遭報應。」 

連玉珠立即應和喝一聲，實際心裡卻是叫苦不迭，來這裡一個月，她連一頓乾飯都

沒吃過，每天除了喝粥就是喝粥，她覺得自己都快成一鍋粥了，渾身都是軟的。 

想來想去，還是要趕緊想辦法賺錢，連玉珠拉著李氏坐了回去，指著那些籃子問她，

「奶奶，這是要拿到北山去賣的嗎？」 

李氏又開始編籃子，隨口道：「也只能拿到那裡去賣，咱們這裡誰買這種東西。」 

北山就在三連村的北邊，山上有個靜覺寺香火很旺，每逢初五、十五、二十五就會

有很多香客來上香，多數是從京城來的。 

俗話說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這三連村土地貧瘠，就靠這靜覺寺生活，每到逢五的

日子，婦人就會拿一些自己做的籃子、手絹或者吃食去北山山腳售賣，男人則兩兩一組

去給人抬滑竿，賺幾個辛苦錢。 

連明業也就是連玉珠的爹連明業就幹這個，不過他幹活勤快，人緣也不錯，所以他

又接了廟裡的一些活計，每天都要上下山好幾趟，雖說多了幾個錢，但也比別人辛苦很

多。 

「奶奶，下次妳再去賣籃子，我跟妳一起去好不好？也可以幫幫妳。」連玉珠心裡

有了計較，開始央求李氏。 

李氏卻沒有一口答應，「山上那麼亂，妳一個姑娘家，還是在家待著比較好。妳的

年紀也不小了，眼看著就到了議親的時候，要是傳出什麼話，可怎麼辦？」 

靜覺寺人多，出的事情也多，李氏這麼大把年紀，聽過、見過的還可真不少，那些

事情她聽著都覺得臉紅，連玉珠一個好好的姑娘，她實在怕她跟那些事兒沾上邊。 



「我才十三歲。」連玉珠聽得目瞪口呆，她在現代二十五歲被催嫁就挺誇張的了，

沒想到古代更恐怖，十三歲就嫁，從法律意義上來講，她可還是幼女。 

「十三歲怎麼了？十三歲成親的到處都是，女人不就是那點事兒，早點成親，早點

生孩子，妳自己也省事。」 

這話連玉珠不敢苟同，她憋存了一口氣，鼓起了腮幫子，她好不容易有機會重新來

過，還有大把的事情等著她去做，怎麼能這麼早就圍著孩子轉？這個事她可不想省，誰

愛省誰省。 

「妳可別跟妳三伯學，走什麼歪路。」李氏正色道。 

連玉珠笑了，「怎麼會？奶奶，妳放心吧。」 

李氏一聽就放心了，連玉珠則打起了自己的小九九。 

 

跟李氏說了半天話，連玉珠還以為讀書的事情就這麼過去了，結果中午吃飯的時

候，張氏叫李氏過去，她一進門，不知道怎麼的又想了起來。 

「老四媳婦，老四不是一直想買一輛馬車拉腳，說那樣賺的多一點還省力氣嗎？我

看就別讓二郎讀書了，留著錢給老四買車得了。老四歲數也不小了，靠賣力氣還能賣幾

天？」李氏劈頭道。 

張氏有些慌張，瞅瞅裡屋，小聲道：「娘，妳怎麼又說這件事？」 

李氏根本沒察覺到她的異樣，仍舊大聲道：「我怎麼不能說？你們雖然分出去了，

但老四也是我兒子，我還不能心疼他一下嗎？」 

「能，娘妳誤會我的意思了，讓二郎讀書也是明業的主意，他說他苦點沒關係，只

要孩子有出息就行。再說了，就二郎那個體格，不讀書以後怎麼生活？」 

「個人有個人的命，你們管得了一時，管得了一輩子嗎？要我說，老早就該送他進

宮去當……」 

「娘……」張氏拉了拉李氏的衣袖，她聽見了外面的腳步聲，趕緊示意李氏先別說

了。 

李氏知道連玉卿要進來，反而提高了聲音，「哼，他那樣子也不知道隨了誰，身板

是不怎麼樣，可是長得還行，以後看哪家收上門女婿，就把他嫁出去得了。讀書？他也

配！」 

「啪！」連玉卿本來是幫著張氏去盛粥的，粥碗原本就熱，聽到這話，他一愣神，

粥碗頓時摔到地上，米黃色的稀粥伴著碎瓷片摔了一地。 

「玉卿。」張氏有些心疼，她心疼的是連玉卿，李氏那話可比刀子疼多了。 

「哎喲，我的粥。」李氏卻是心疼她的粥，她心疼的眼紅，撲過去想把粥撈起來，

可是那粥稀的也就比水強點，哪裡能撈得起來， 

情急之下，她竟然趴在地上舔了起來，生怕那粥越流越散，最後浪費掉。 



李氏的頭髮都花白了，平時也是一個愛乾淨的人，此時卻趴在地上舔一碗粥，若不

是親見，誰能相信？或者該說，不是窮到了一定的地步，餓到眼珠子都透著綠光，她也

不會這麼做。 

「奶奶，別這樣，快起來。」連玉珠心裡酸的厲害，她有些心疼李氏，又有些想念

自己在現代的生活。這麼稀的粥，放到現代就是狗都不想吃，在這裡卻是寶貝，她對貧

窮又有了一個新的理解。 

張氏這時也回過神來，趕緊去拉李氏，那粥不但髒，裡面還有碎瓷片，李氏要是被

割傷了舌頭可怎麼辦？ 

李氏剛才也是太急了，如今回過神來就趕緊站了起來，雙頰臊得通紅。 

「奶奶，四嬸，我不去學堂讀書了。」連玉卿也被李氏剛才的樣子驚到，臉色變得

更白更透明，聲音也乾澀異常，像吐出一顆顆堅硬的石頭一樣，艱難地吐出這麼一句話。 

聽見這話，李氏的臉色剛好看一點，張氏就道— 

「胡說什麼，不讀書你幹什麼？」 

李氏聽了要惱，就又聽見張氏又對連玉珠道：「妳帶妳二哥出去走走，我跟妳奶奶

有話要說。」 

連玉珠趕緊拉著連玉卿往外走。 

 

連家住在村北頭，出了家門有一條道，往北面走是去靜覺寺，往南邊走是進村的，

她猶豫了一下，往北邊走去。 

五月草木正茂盛，道旁都是鮮嫩的野草跟不知名的野花，襯著那遠遠近近的小丘，

真是明媚至極。 

吐出一口濁氣，伸一個懶腰，連玉珠覺得自己的筋骨終於伸展開了，正要往前繼續

走，突然一個東西從草叢裡跳出來，落到她的腳面上。 

連玉珠低頭一看，頓時驚得魂飛魄散，一邊踢腳一邊跳來跳去的，恨不能把鞋也踢

到一邊。 

「咯呱咯呱。」一隻足有成人手掌大小的癩蝦蟆穩穩當當地坐在她的腳背上，那碩

大的個頭，滿是疙瘩的皮膚，就算連玉珠知道牠不會咬她，她還是覺得難以忍受。 

俗話說，癩蝦蟆上腳面—不咬人，膈應人，就是這個道理。 

又是狠命一踢，連玉珠卻把鞋連著那隻癩蝦蟆踢到了一邊。 

那隻癩蝦蟆竟然一點都不怕人，跟著鞋掉到一邊，不但沒跑，牠還跳進了鞋裡，大

有要在那裡安家落戶的樣子。 

怎麼這麼倒楣，那是自己唯一一雙好點的鞋子，現在竟然被一隻癩蝦蟆給占了，難

道穿越到這裡，連癩蝦蟆都想欺負她？連玉珠突然覺得委屈。 



「玉珠，怎麼了？」連玉卿呆呆的不知道在想什麼，見連玉珠這邊又蹦又跳的，他

才回過神，趕緊跟了上來。 

連玉珠不答，他順著她的目光看過去，就看到了那隻癩蝦蟆跟鞋，趕緊從旁邊找了

一根小木棍把癩蝦蟆給挑了出去，然後把鞋給連玉珠拿了回來。 

「這個季節癩蝦蟆該產卵了，山裡還有點冷，牠們習慣找一個暖和的地方產卵，所

以才會跑到妳鞋裡。給，快將鞋穿上，免得著涼。」連玉卿人白淨得像豆腐，聲音也很

清亮，若不是他穿的實在太破舊，說他是大戶人家的公子恐怕也有人信。 

只是連玉珠根本無心欣賞，她的心情全被那隻癩蝦蟆給毀了。 

連玉卿不解釋還好，一解釋，她更沒辦法穿那鞋了，那隻癩蝦蟆竟然想在她鞋裡產

卵！而且，誰知道牠剛才產了沒有，萬一產了，她踩進去……她寧願光著腳回去。 

還記得小時候她也抓過蝌蚪養，可是養著養著，那蝌蚪就變成了癩蝦蟆，她心裡是

崩潰的。 

連玉卿見她咬著唇不說話，將自己的鞋脫下來放在她腳邊，「咱們這裡都是小丘，

種莊稼也不長，到處都是泥坑野草，就數癩蝦蟆跟青蛙最多了。 

不對，青蛙都被村裡人吃的差不多了，就剩下癩蝦蟆。 

「牠們好像也知道咱們不會傷害牠們，根本不怕人。妳嫌牠們討厭，以後別往這邊

走，往村子裡那邊走會好點。」他像一個哥哥一樣叮囑連玉珠。 

連玉珠有點臉紅，按年紀來說她都二十多歲了，被一隻癩蝦蟆嚇到，她也真夠丟臉

的，尤其現在，還被一個比自己小的人安慰。 

「這癩蝦蟆也太大了，我……」連玉珠剛說到這裡，那隻癩蝦蟆竟然好似認準了她，

又朝著她蹦了過來。 

一躍三尺高，這癩蝦蟆不只個頭大，力道也不小，照這個趨勢，牠非蹦到連玉珠的

臉上不可。 

連玉珠驚得趕緊站了起來。 

連玉卿也生氣了，青峰一般的眉高高挑起，一把抓住那隻癩蝦蟆就朝地上摔去，一

隻畜生，欺人太甚！ 

「咯呱咯呱。」癩蝦蟆被猛地摔到地上，高聲鳴叫了兩句。 

連玉卿有些意外，一看自己的手，上面有一些白白的黏液，怪不得他剛才手滑沒使

上勁。他撿起一塊石頭就朝著那隻癩蝦蟆砸去，今天他非要牠死不可。 

「等一下。」不料連玉珠卻突然出聲，「等一下。」 

連玉卿停下動作看向她。 

連玉珠仔細地看了那隻癩蝦蟆一眼，她想的果然不錯，牠背上有幾個疣粒破開了，

裡面露出點點白液。 

「有了！我還想怎麼賺錢，這不就是錢嗎 ？
！ 」連玉珠突然高興起來。 



「什麼錢？」連玉卿不解。 

連玉珠卻拉著他的手道：「你說這附近有很多癩蝦蟆？」 

「是，不但這裡有，往靜覺寺那邊的路上更多。」 

「沒人抓嗎？」 

「抓牠們幹什麼？又不能吃，怪噁心人的。」 

「是不能吃，可是牠們有大用。」 

「有什麼用？」 

「可以製蟾酥。蟾酥你知道嗎？能治小兒疳疾、腦疳，又可治背部疔瘡及一切腫毒，

是一種珍貴的藥材。」未穿越前，連玉珠的奶奶住在農村，小時候她住在奶奶家裡，就

見人抓過癩蝦蟆，她那時不解，還問過奶奶，所以知道一些。 

連玉卿也想到了一些事，「我倒是不知道蟾酥，不過每年端午，村裡人都會抓幾隻

癩蝦蟆曬乾，碾成粉末治病。」 

「那就對了，這其實就是蟾酥在起作用。」 

「那蟾酥到底是什麼？」 

「就是癩蝦蟆耳朵後面，還有身上那些疙瘩裡分泌的白色東西。」 

連玉卿明白了，不過他更關心另外一件事，「這東西真的能賣錢？」 

「當然，牠可是緊俏藥材。」在現代，一克就要三十塊，一斤就是一萬五，可是高

級中藥材，雖然古代的癩蝦蟆比現代多，可價錢也應該低不到哪裡去。 

連玉卿一聽，眼睛瞬間變得明亮起來，他想讀書，他想好好的孝敬張氏，他還

想……總之這一切都需要錢，要是真的能賺錢，他什麼都願意幹。 

第二章 進城賣藥材 

說做就做，連玉珠兩人立刻回家，準備好東西就直奔村北那片爛池塘。 

蟾酥是藥材，是要給人吃的，所以收取的時候一定要精細。 

首先準備一個笸籮，將癩蝦蟆也就是蟾蜍放進笸籮裡過水，把牠身上的泥土洗淨，

然後把事先搗好的蒜汁抹到癩蝦蟆的嘴裡，蒜汁的辣味會刺激癩蝦蟆多分泌蟾漿。 

等癩蝦蟆有反應了，就用竹刀去刮癩蝦蟆耳朵後面還有身上的腺體，一股股蟾漿就

會噴濺而出。 

這時一定要用瓷盤子去接那些蟾漿，千萬不能讓蟾漿碰到鐵器，不然蟾漿會鐵氧

化，立刻變色變質，弄不好，這一盤蟾漿就都毀了。 

還有，用竹刀刮取蟾漿的時候力道也要掌控好，力道太輕，蟾漿產的就少，力道太

重，蟾漿裡帶了血絲跟皮屑，蟾漿的品質也落了下乘，賣不出好價錢。 

「這裡面的門道挺大的，我也只是聽說，不然你試試？」連玉珠把蟾漿的收取過程



跟連玉卿說了一遍，最後道。 

連玉卿挺聰明的，一聽就會，只是他還有一個疑問，「妳說我們取的這叫蟾漿，我

記得妳之前說的是蟾酥。」 

「蟾漿晾乾就是蟾酥，我來就可以，就是這取蟾漿的過程……」古代沒有手套，連

玉珠是真不敢摸癩蝦蟆，她怕她晚上作噩夢。 

「我來。」連玉卿突然充滿了鬥志。 

人啊，就怕沒有努力的方向，有了方向，就什麼都不怕。 

「那你小心點，千萬別讓蟾漿濺到眼睛，那東西有毒。還有，手上也小心，它濺到

手上也怪難受的。」連玉珠不放心的叮囑著。 

而連玉卿早就開始刮蟾取漿了，他的手很靈巧，只試過幾次，一股蟾漿就從癩蝦蟆

耳後的疣粒裡噴濺而出，穩穩的落在一邊的瓷盤子裡。 

「玉珠，妳看是不是這樣？真的會有漿液噴出來。」他喜得朝連玉珠呼喊著。 

連玉珠過去一看，缺了一角的瓷盤子裡果然有一點蛋白狀的漿液，鬆了一口氣，她

也怕她說的不對，現在終於可以放心了。 

「對，就是這東西。你刮蟾漿的時候注意點，時不時就轉一轉盤子，讓老的、新的

蟾漿混合在一起，千萬別讓先取的蟾漿乾了，咱們就成了。」 

連玉卿點了一下頭，彎腰繼續刮蟾漿，而連玉珠也沒閒著，她去各處石頭底下、草

叢邊找蟾衣。 

蟾衣也是一種藥材，是癩蝦蟆在某些特殊情況下褪下的皮，找到也能賣錢。 

不過蟾衣並不好找，往往要找很久才能找到一個，有時好不容易找到一個，若泡了

水或者放置的時間太久，一碰就碎根本不能用，相對來說，還是刮蟾漿來的穩妥。 

有總比沒有強，抱著這個心態，連玉珠耐心尋找著，直到夕陽西下，炊煙升起。 

一個下午，連玉卿總共弄了大半盤子的蟾漿，累得他腰酸背痛的，尤其是他的手，

在水裡泡著不說，也時常被濺上一兩滴蟾漿，變得又白又腫，幾乎不能看了。 

連玉珠有些後悔告訴連玉卿這蟾漿的事情了。 

連玉卿卻笑的很舒心，現在他難受的是身體，心卻是從未有過的輕鬆。 

從小，村裡的孩子就罵他是野種，不跟他玩，大人也在背後議論他，就連奶奶也話

裡話外的拿話刺他，他甚至不知道自己為什麼還活著。 

他也不是那麼愛待在房間裡，可是他不知道自己能去哪裡，能幹什麼！ 

「玉珠，謝謝妳。」連玉卿還是第一次覺得時間過得這麼快。 

「謝我做什麼，你看你的手，我看咱們明天還是別弄了。」 

「不行，這件事我不能聽妳的，妳要是覺得辛苦，妳明天就別來了，我自己來。」

連玉卿的聲音異常堅定。 

「我有什麼辛苦的，還是你……」 



「別說了，咱們回家吧，四嬸該等著急了。」 

連玉卿是打定了主意要弄這蟾酥，連玉珠無奈，只能想想能不能弄一副防水的手套

出來。 

這個還真有點難，但這個時代沒有橡膠，又要防水，又要柔韌性好，一時間連玉珠

還真想不出有什麼好辦法，便決定晚上再想，先回家把這些蟾漿處理好，不然連玉卿這

半天的罪就白受了。 

 

家中，張氏正在燒火做飯，並沒有太注意他們兩個。 

一到家，連玉珠立刻找了一個乾淨的瓷盆，在瓷盆底部抹上一層菜油，然後將蟾漿

倒在裡面，轉動瓷盆使它鋪得薄厚均勻，都弄好後又在瓷盆上蓋一層薄布，免得雜質掉

進去。 

連玉珠將它搬進屋裡，等明天太陽出來再搬出去晾乾。 

吃晚飯的時候，張氏問起了連玉珠跟連玉卿一下午都在幹什麼。 

連玉珠把蟾酥的事情跟她說了，張氏不置可否，她可沒聽說過什麼蟾酥。 

「娘，我們閒著也是閒著，妳就讓我們試試吧。」連玉珠哀求道。 

連玉卿也一臉希冀地看著張氏，張氏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 

吃完晚飯，為了節省燈油，全家回屋睡覺。 

連玉珠本來還想，時間這麼早，她睡前能好好想一想手套的事情來著，結果也不知

道是到這裡習慣了，還是她今天真累著了，以前十一點前根本睡不著的人，如今頭一沾

到枕頭就睡了過去。 

睡得迷迷糊糊間，她聽到院子裡有一些響聲，那是她爹回來了。為了多賺一些錢，

她爹都是太陽落山才收工往回走。 

靜覺寺離三連村有幾十里，還有一大段山路，她爹到家的時間都是十點過後。 

第二天，連玉珠起床時的時候，她爹又早早的走了， 

到這裡一個月，連玉珠還沒真正見過她爹，這或許就是窮人家的無奈。 

將蟾漿搬出晾曬後，連玉卿已經迫不及待的出門了，連玉珠只能跟上。 

一連三天，他們都在池塘邊泡著，還真弄了不少的蟾漿跟蟾衣，見連玉卿的手紅紫

一片，有些地方甚至開始破皮淌黃水，連玉珠看了都替他疼。 

手套的事情她想過了，也許用羊腸能代替橡膠，古代沒有保險套，好像就是用羊腸

來代替的，兩者應該差不多。 

只是村裡除了逢年過節根本沒有殺羊的，想要羊腸恐怕還要去縣城。 

「正好第一批蟾酥已經晾好了，不如我們休息一天去縣城，把這些蟾酥跟蟾衣都賣

了，然後買點羊腸，我給你做一副手套。」連玉珠提議。 

「妳去吧，我趁著這個時間多弄點蟾漿。」連玉卿現在是一門心思撲在這件事情上。 



「還弄？你的手不想要了？」說罷，連玉珠不由分說，拉著連玉卿就往縣城走。 

 

三連村離縣城倒不是特別遠，只是道路難走，這才顯得三連村偏僻。 

深一腳淺一腳的，兩個人走了將近一個時辰才看到縣城的城牆。 

說是城牆，其實就是一堵土坯牆，跟連玉珠在電視上看到的那種青磚大牆完全不一

樣。 

「這就是縣城？」連玉珠有點難以置信。 

連玉卿只來過幾次，記得就是這裡，「是啊，怎麼了，有什麼不對？」 

也太窮了，連玉珠對這縣城裡是否有藥鋪都感到有些懷疑。 

兩個人剛要進城，城裡突然跑出一匹馬，那馬速度飛快，分毫沒有躲避人的意思。 

連玉珠趕緊往旁邊閃去，剛好躲過了那馬。 

連玉卿本來也能躲過去的，可是他怕動作太大把蟾酥給擠碎了，就慢了一步，被馬

給刮了一下，朝旁邊倒去。 

「蟾酥。」連玉卿的聲音都變了。 

連玉珠也被嚇了一跳，趕緊去扶他，兩個人栽倒在地，弄了一臉土，但幸好蟾酥跟

蟾衣都沒事，不過嘴裡全是土渣。 

連玉珠被氣得要死，誰這麼沒有公德心，在城門口裡跑馬！ 

那跑馬的人本來已經走遠了，但不知道為什麼又轉了回來。 

這次連玉珠看清了馬上的人，是一個二十歲左右的男人，穿著藍色的綢布衣服，長

得人模人樣，就是那邪裡邪氣的樣子一看就讓人討厭。 

男人勒住馬，先看了一眼連玉珠的胸，這才看她的臉。 

「周少爺。」就這麼一會兒功夫，城門裡又跑出七八個家丁模樣的人，他們看見周

武打量連玉珠，立刻道：「周少爺，是不是把她抓起來？」說著，他們就要過來抓連玉

珠。 

連玉珠又驚又怒，她犯了什麼法，光天化日之下他們就敢抓人！ 

連玉卿趕緊將她護在身後，誰敢傷害連玉珠，他就跟他拚命。 

周武哼了一聲，「這種貨色，潘少爺怎麼可能會喜歡，走。」說完，他打馬而去，

後面那些家丁也跟著跑沒了蹤影。 

他們來得快，走得也快，似乎連玉珠於他們來說根本不值一提，連玉珠卻怒從心頭

起，張口就要罵。 

「小姑娘，可別罵，那是潘家的人，咱們惹不起。」一個擔著擔子的老者趕緊制止

了她，小聲道。 

老者似乎是進城賣菜的，剛才那一撞，他擔子裡的菜全灑在了地上，又被那些家丁



踩過，眼看著是不能賣了，他卻連一句話都不敢說。 

「潘家，哪個潘家？」連玉珠問。 

「還能是哪個潘家？清河縣不就那一個潘家。小姑娘，這次算妳運氣好，不然被搶

進去……哎，快別問了，趕緊回家去吧。」老者說著，彎腰去收拾地上的菜，心中哀歎，

他辛苦一個春天的成果啊，回家後，他該怎麼跟老伴說？ 

強搶民女？連玉珠對這個世界的認識又受到了衝擊，原來古代真的有這種事情，還

做的這麼光明正大。 

「玉珠。」連玉卿發現連玉珠的臉上都是土，伸手想要替她擦一擦，連玉珠卻一把

握住了他的手。 

「怎麼，是不是嚇到了？放心，有我在。」連玉卿咬牙道，他的身體雖然有些單薄，

眼神卻堅定異常。 

連玉珠的心定了定，收回了手，「別擦了，這樣還安全點。」頓了一下，她又補充

道：「下次出門也提醒我在臉上抹點灰。」 

「好。」連玉卿突然覺得心口有點疼。 

連玉珠卻笑了，既然沒能力改變這個世界，那就只能適應，她這身體長的跟她在現

代一個模樣，只是年紀小又病了這些日子，臉色有些難看，等以後長開了，她知道那會

是什麼樣子，她可不想惹麻煩。 

與此同時，潘府。 

潘奕突然驚坐而起，望著屋裡熟悉的擺設，他摸了摸自己的脖子，猶如在夢中一般。 

 

城牆很破，縣城裡卻別有洞天，十分熱鬧，走了沒多久，連玉珠就看見路邊有一家

挺大的藥鋪，叫德源藥鋪。 

「二哥，不然我們就先去這家試試？」連玉珠問連玉卿。 

「好。」連玉卿答應。 

兩人進了德源藥鋪，就見這家藥鋪的生意很好，人來人往絡繹不絕。 

他們一進門，一個小夥計就迎了上來，「二位，你們是看病還是抓藥？」態度很不

錯。 

「我們不看病也不抓藥，夥計，你們這裡收藥材嗎？」連玉珠問。 

就這麼一句話，夥計的態度立刻變了，翹著大拇指指著自家藥鋪，頗為傲慢地道：

「哦，不看病啊。藥材我們也收，不過你們可看好了，我們這是德源藥鋪，潘家的產業，

普通藥材就別往我們這裡送了，要是有什麼千年人參、百年靈芝的，我們就收。」 

去你的千年人參、百年靈芝，真要有這種東西，還會往你這裡送？直接送到京城去

多好，那價值何止翻倍。 



連玉珠冷笑一聲，「原來是潘家的產業，真是失敬失敬。我們是山裡來的，哪有什

麼人參、靈芝的。是我們自己不長眼，選了你們家的藥鋪。再見！」說完，她拉著連玉

卿就要走。 

「慢。」一個掌櫃模樣的富態男人從旁邊走出來，攔住了連玉珠，「小夥計不會說

話，抱歉。二位有什麼藥材，拿出來看看可好？要是好，我一定給二位一個合適的價錢。」 

鄭掌櫃的見識比小夥計多，普通山裡人哪裡認得什麼藥材，而他們認為能賣錢的，

有一半幾率是極品藥材，若能低價收了藥材再轉手賣掉，那一來一往的利潤可不是賣幾

包藥能比的。 

「我們現在不想賣了。」連玉卿還對城門處的事情耿耿於懷呢，直接拒絕了鄭掌櫃。 

鄭掌櫃的臉一沉，「二位，不是我誇口，若是我們不收你們的藥材，這清河縣就沒

人敢收你們的藥材。」 

「怎麼，你還想強買強賣不成？」連玉卿怒道。 

鄭掌櫃轉了轉手上的碧玉戒指沒說話，但他那不屑的態度卻說明了一切。 

連玉卿拉著連玉珠要走，鄭掌櫃沒有再攔，連玉珠卻不想走了，潘家的無法無天她

已經見識過了，看鄭掌櫃的樣子，今天要是不把這藥材賣給他，他們能否安全走出清河

縣都是一個問題，至於什麼打官司、告狀，她是想都不敢想，這裡可不是什麼法治社會。 

「玉珠。」連玉卿有些詫異。 

連玉珠露出一副害怕的樣子，「二哥，咱們走了，要是真沒人買咱們的藥材怎麼辦？

下半年你要讀書，就指望這錢呢。」 

連玉卿沒看出來連玉珠是裝的，立刻道：「我就是不讀書，也不把藥材賣給他們。」 

「可是，我還想買一身新衣服，村裡別的姑娘都有，就我沒有。」連玉珠低頭盯著

腳尖，那委屈的樣子演得唯妙唯肖。 

連玉卿呆立當場，是啊，他可以不讀書，可連玉珠正是愛漂亮的年紀…… 

他突然有點心灰意懶，將手裡的包裹遞給連玉珠後，轉身自己向外走去，但走到一

半他又意識到不對，連玉珠之前那麼懂事，現在不可能為了一件新衣服做這種事。 

一回頭，他果然看見連玉珠在朝他使眼色，他心裡怦怦直跳，緩了一會兒才若無其

事地繼續向外走去。 

連玉珠一摸包袱就知道蟾酥在哪裡，蟾衣又在哪裡，她用手掩住蟾酥的部分，打開

包袱給鄭掌櫃看那些蟾衣。 

「掌櫃的，就是這些，我跟我哥無意中撿到的。聽說它是藥材，就來城裡試試。怎

麼樣，是不是很值錢？」連玉珠一副撿到寶貝的樣子。 

原來是這東西，鄭掌櫃有些失望，他還真以為是什麼人參靈芝呢，這蟾衣雖然也是

好藥，可是跟人參比起來，還是差了一大截，要是蟾酥的話…… 

鄭掌櫃自己都覺得不可能，瞧連玉珠那副又貪又蠢的樣子，怎麼可能有蟾酥。 



他也懶得去檢視那些蟾衣，就道：「一般，這一包，五十文錢我收了。」 

「只有五十文錢嗎？我哥讀書可要二兩銀子呢，還有我的新衣服……」 

「五十文，妳愛賣不賣。」鄭掌櫃有些不耐煩的道。 

「賣了賣了，哪裡領錢？」 

「那邊。」鄭掌櫃隨便朝櫃檯那邊一指。 

連玉珠一轉身，臉上所有表情消失不見，將包袱裡的蟾酥順到袖子裡，朝櫃檯那邊

走去。 

從藥鋪出來後，連玉珠抬頭看了看德源藥鋪的牌匾，眸色深沉，潘家，一天之內辱

她兩遍，這個仇她記住了，等有機會，她不介意為民除害！ 

「玉珠。」連玉卿迎了上來。 

連玉珠趕緊擺手，示意他別說話，「走，我們去集市看看有沒有羊腸。」 

第三章 遇到好心店家 

同一時間，潘府也是不得安寧，潘家唯一的少爺潘奕突然發了脾氣，誰敢喘大氣。 

「查出來沒有？那個女人叫什麼，家住哪裡？」潘奕橫眉怒目，一張英俊的臉完全

擰在一起。 

管家嚇得瑟瑟發抖，「我們正在查，可是少爺，你能不能說點具體情況，就憑她姓

連，有兩個哥哥，現在應該很窮，我們根本沒辦法查啊！清河縣姓連的人可不少，有哥

哥的也不計其數。」 

「別人的哥哥跟她的哥哥能一樣嗎？她哥哥是……」潘奕突然住了口，「我讓你們

查你們就去查，哪來那麼多廢話！」 

管家暗自叫苦，「少爺，夢裡的事情可當不得真。」 

潘奕一記窩心腳直接踹到管家的胸口，他沒經歷過當然可以這麼說，他可是歷歷在

目。為了救他，他娘撞柱而死，他爺爺跪行百里，受盡了屈辱，他現在想起來仍心痛得

喘不過氣。 

而且要他怎麼能不當真？那刀最後砍到了他的脖子上！ 

「去查，查不到不要來見我！」潘奕眼中全是紅血絲。 

管家捂住胸口趕緊爬了出去，臨走的時候，他回身道：「少爺，咱們這裡的靜覺寺

挺靈驗的，不然您去拜一拜？」 

在管家看來，潘奕根本就是發瘋，他倒希望少爺去了廟裡拜拜能正常點，他也好少

受一點罪。 

潘奕以前根本不信鬼神，哪裡想去，可是突然間，他若有所思了起來，也許他真該

去拜拜菩薩。 



 

「真是欺人太甚。」得知那些蟾衣只賣了五十文錢，連玉卿也氣得俊眉倒豎。 

平常抓一服藥怎麼也要幾十文錢，那蟾衣既然是藥材，那麼大一包，豈止五十文，

潘家分明就是明搶！ 

「別急，人在做天在看，看蒼天饒過誰，早晚有他們倒楣的時候。」連玉珠勸道。 

但連玉卿卻是在心疼連玉珠，那蟾衣是她辛辛苦苦找的。 

連玉珠卻笑了，「沒了蟾衣，咱們還有蟾酥。別想這些了，咱們先買羊腸。」 

他們已經到了集市，集市上熱鬧非凡，賣魚的、買肉的比比皆是，連玉珠一看就想

流口水，天天喝粥，她現在作夢都想吃肉。 

來到一處賣羊肉的攤位前，連玉珠問老闆有沒有賣羊腸賣。 

「有是有，只是集市上買這個東西的人少，我們一般都往賣羊湯的那裡送。妳要是

想買，我可以讓人回去給妳拿。」老闆為難地道。 

「多謝老闆，那我要一副羊腸。」連玉珠高興地道。 

老闆卻擺了擺手，「妳先別忙著謝我，這羊腸我不能單賣，要買，妳就買一副下水。

不是我事多，妳去問別人，他們也是得這麼賣的，不然就得多加錢。畢竟妳買了羊腸，

我剩下的可就不好賣了。」 

連玉珠也明白老闆的意思，便問：「那加錢要加多少？」 

「一副羊腸，無論大小，妳就給我三十文錢。」 

「要是我買一副下水呢？」 

老闆嘿嘿一笑，「四十文。」 

「老闆，你這不是逼著我買一副下水嗎？」連玉珠一聽也笑了。 

老闆一挑大拇指，「小姑娘挺聰明的嘛。」 

連玉珠笑著搖頭道：「那就來一副下水。」 

「好哩，你們在這邊等一會兒，我馬上叫人去取。」說著，老闆就叫來一個有些黑

瘦的孩子，在他耳邊叮囑了兩句，那孩子就飛也似的跑了。 

連玉珠則跟連玉卿站在旁邊等。 

「玉珠，不用買了，我的手沒事。」一副羊腸就要三十文，連玉卿捨不得。 

「這件事聽我的，不然你就別去弄蟾酥了。」連玉珠堅決道。 

連玉卿知道連玉珠是為他好，心裡暖暖的，嘴上也就說不出什麼了，只下定了決心，

以後一定要多賺點錢，好好對連玉珠。 

等待的同時，連玉珠也四處打量，她看見集市的邊上有一家藥鋪，藥鋪很小也很破，

出入的也都是一些窮人，她眼睛突然亮了起來，這小藥鋪應該不是潘家的產業吧？ 

小藥鋪名叫同濟藥鋪，當中的大藥櫃就占了大半空間，剩下的空間擺了一張桌子一



把椅子，那是大夫診病的地方。 

「你們看病還是抓藥？」一個清脆的聲音傳來，就見一個十三四歲的少女從櫃子後

面轉了出來，問連玉珠跟連玉卿。 

少女長著一雙杏眼，皮膚白中帶粉，又穿了一身淡綠色的布裙，整個人就像春天的

梨花一樣喜人。 

「我想問問你們這裡收不收藥材。」連玉珠說著，看了一眼旁邊正在診病的老者，

很明顯，他才是藥鋪的主人。 

老者沒動，不知道是在專心診病還是根本沒把連玉珠跟連玉卿放在眼裡。 

「收，不過我們只收上等的藥材，那種濫竽充數的我們可不要。」少女嘟著嘴巴道。 

又一個口氣不小的，難不成這藥鋪也是潘家的產業？連玉珠哼笑了一聲，試探道：

「看來我們來錯了地方，這潘家藥鋪果然不一般。」 

「潘家藥鋪？」少女愣了一下，突然氣紅了臉，「妳說誰是潘家的藥鋪？」 

「你們這裡不是潘家的產業？」 

「當然不是。」 

連玉珠當即鬆了一口氣，只要不是潘家的就好。 

少女似乎想到了什麼，直接變了臉，「你們是故意來找碴的吧，潘家派你們來的？

出去，這裡不歡迎你們。」說著她就把連玉珠跟連玉卿往外推。 

「白芨，住手。」診病的老者站了起來，「他們不是潘家的人。」他又對連玉珠跟

連玉卿道：「抱歉，我孫女她不懂事，驚擾了兩位。」 

「爺爺！」少女嬌嗔道。 

白老爺子卻不理她，直接把手裡的方子遞給她，「給客人抓藥。」 

少女接過方子，去了藥櫃前抓藥，只是還時不時的往這邊瞟一眼，似乎很關心這邊

的事情。 

白老爺子又抱了一下拳，「剛才我在診脈，沒空招待兩位，見諒。」 

連玉珠也不是那種好壞不分的人，人家都這麼說了，她自然順坡下驢，「老大夫一

心治病，有什麼錯，是我們打擾了。」 

白老爺子撚著鬍鬚笑了笑，「二位想賣藥材？」 

連玉珠點點頭，並沒有急著把蟾酥拿出來，而是道：「想賣。不知道您這裡收不收

蟾衣？」 

「收。」 

「多少錢？」 

「五文收一錢，五百文收一斤。」 

果然，德源藥鋪真不是一般的黑，連玉珠雖然早有準備，但還是心疼的要命，她那

一包蟾衣少說也有一斤多，那藥鋪掌櫃只用了五十文錢就買走了，分明就是搶！ 



「玉珠。」連玉卿也想到了這點，又氣得渾身發抖。 

白老爺子卻會錯了意，以為他們嫌價錢低，便道：「兩位要是不信，可以去其他藥

鋪問問，要是有比這價錢高的，我倒賠兩位一串錢。」 

連玉珠趕緊擺手，「跟您沒關係，我相信您，剛才我們是想到了一些別的事情。」 

白老爺子聞言，點了點頭。 

連玉珠覺得這位白老爺子人挺不錯的，就把藏在袖子裡的蟾酥拿了出來，「您看看

這個，收不收？」 

白老爺子一看就是一驚，「蟾酥？不對……」他似乎發現什麼不得了的東西，趕緊

從櫃檯裡拿出一把小瓷勺，在一塊蟾酥的邊角處一敲，一塊黃豆大小的蟾酥就被他敲了

下來，用勺子盛著那蟾酥，他先是聞了聞，又對著外面的陽光看了看，這才確定，「這

是蟾王酥，你們是三連村那邊的人吧？」 

「蟾王酥？」連玉珠第一次聽說這個詞，「您怎麼知道我們是三連村的人？」 

白老爺子有些興奮，忽然變得健談起來，「我自己看病也採藥，許多年前，我就發

現三連村那邊的蟾蜍十分多而且健壯，蟾王酥就是極品蟾酥，要求色淡而味濃。 

「要弄到蟾王酥，首先蟾蜍要肥碩，還有就是取蟾酥的人一定要小心又小心，中間

萬不能掉進去任何雜質，否則就稱不上極品。 

「最後，也跟蟾蜍產漿的時機有關，第一次採到的蟾漿濃而藥性強烈，第二次就降

了一個品質，第三次就更差，所以這蟾王酥就必須用每年第一次收取的蟾漿，總之，蟾

王酥是很難得，三個條件缺一不可。 

「我之前也想弄過，但不是時間不對，就是操作有誤，三四年也不見得弄到一點蟾

王酥，尤其這幾年，藥鋪裡就剩下我一個人，我無暇分身，更沒辦法去採蟾王酥。」說

到最後，白老爺子有些唏噓地道。 

「原來這蟾酥還有這麼多門道。」連玉珠也學到了很多。 

「爺爺，我去幫你弄蟾王酥啊！」白芨突然笑道。 

白老爺子瞪了她一眼，「妳？」說著，他伸手將連玉卿的手抓起來，「先不說妳一

看見蟾蜍就嚇得要死，弄蟾酥，手必須碰蟾漿，蟾漿有毒，妳願意妳的手變成這樣嗎？」 

連玉卿的兩隻手就像兩隻凍過又暖過來的梨子，足足腫了一大圈，表皮烏黑，上面

還有點點黃水流出，似乎用手輕輕一碰就會爛掉的樣子，而他又比一般男人要白皙，沾

過蟾漿跟沒沾過的地方一對比，那樣子看著要多疼就有多疼。 

連玉珠不是第一次看連玉卿這雙手了，此時聽到白老爺子這麼說，她覺得心像被什

麼東西扎了一下，難受極了。 

白芨第一次見，立刻驚得捂住了嘴巴，眼底全是閃動的淚光，她伸出小手，試探性

的碰了碰連玉卿的手，「疼嗎？」 

連玉卿皺了皺眉，溫柔地道：「不疼，沒事的。」 



白芨澀聲道：「怎麼可能不疼，我手上破了一點皮都疼得難受。」 

連玉卿把手收回來，掩在袖子裡，「我真的不疼，咱們還是說說這蟾酥的事情。老

大夫，依你說，這蟾酥十分珍貴，那我們能賣多少錢？」 

白芨有些失望，又有些氣惱，這人怎麼就知道錢，難道為了賺錢不要命了嗎？！ 

「五十文收一分，你們有多少我就要多少。」白老爺子乾脆地道。 

聽見這話，連玉卿很高興，沒想到這麼值錢，「玉珠，有錢給妳買新衣服了。」 

連玉珠也興奮異常，笑說：「我剛才隨便說說的，要什麼新衣服？我身上這件不是

挺好的，倒是有錢給你讀書了！」 

當下趕緊稱重，這些蟾酥一共重有二錢六分，也就是一千三百文錢，一千文就是一

兩，三百文也有一大串銅錢。 

拿到錢後，連玉珠他們兩個推來推去，誰也不肯拿這錢，最後連玉卿生氣了，連玉

珠才把錢收下，權當是幫他保管。 

離開前又跟白老爺子約定好下次有蟾酥再給他送來，兩兄妹這才喜孜孜的出了門，

去取定好的羊下水。 

等他們走了，白芨就悶悶的道：「不就是一兩銀子，瞧他們高興的樣子。」 

「妳啊！」白老爺子歎了一口氣，「我真是把妳給寵壞了，窮人家一兩銀子就能活

命了。」 

聽見爺爺這麼罵她，白芨也有些後悔，她心裡明明不是那麼想的。 

白老爺子突然想起一件事，「忘了問他們的名字了，尤其是那個少年，夠細心，也

有耐心，還不怕吃苦，他沒學過醫，竟然能做出這麼好的蟾酥……」 

「爺爺，我去幫你問。」白芨說著，從櫃檯裡拿出一個小瓷瓶，飛快地往外面跑去。 

那瓷瓶裝的是解毒治傷的藥膏，很對連玉卿的傷，白老爺子欣慰地點了點頭。 

連玉珠跟連玉卿並還沒走多遠，所以白芨一下就追上了。 

「給，治你手上的傷的。」白芨把藥瓶遞給連玉卿。 

連玉珠一拍手，她怎麼給忘了，她進門的時候還想著要給連玉卿買點藥擦擦的，結

果一賣錢……真是該死！ 

「多謝姑娘，多少錢，我們買。」連玉珠道。 

白芨瞅了連玉卿一眼，明媚的陽光下，連玉卿的肌膚很白，好似白璧玉人一樣。 

「什麼錢，送給你們的。」說著就將藥瓶往連玉卿手裡塞，突然又意識到他的手有

傷，便將藥瓶遞給了連玉珠，「你們叫什麼名字？我爺爺問的。」 

連玉珠這次沒回答，她看出來了，白芨根本不是在問她。 

「連玉卿，這是我妹妹連玉珠。」 

他的聲音也很好聽呢，白芨點了點頭，又飛快的跑了回去。 

她來得快，走得也快，連玉卿根本沒意識有什麼異常，轉身往羊肉攤那裡走。 



連玉珠倒是看出一些苗頭，但這種事終究要看緣分的，於是她也沒說什麼，抬腳跟

了上去。 

回到羊肉攤，那羊下水已經取回來了，他們付了錢，一人提一包羊下水往回走。 

 

路過布店的時候，連玉卿停住了，望著店裡各色鮮豔的布匹有些猶豫。 

「二哥，我真的不想買新衣服。」連玉珠也停了下來。 

連玉卿有些不好意思，「玉珠，我想給奶奶還有四嬸買點布，讓她們也高興一下。」 

原來是這樣，連玉珠笑了，「奶奶那麼說你，你不生她的氣？」 

連玉卿搖了搖頭，「她也不容易。」 

連玉卿要孝敬長輩，連玉珠怎麼可能攔著，於是兩個人進了布店。 

布店老闆倒是很和藹，推薦了他們三種布，一種是粗布，比較結實耐用，一種是有

些細密的青江布，還有一種是上等的布料，花色好看、布料柔軟，價格自然也是最貴的。 

按照連玉珠所想，他們就買粗布就可以了，便宜還耐用，頂多買一點青江布做中衣，

外面不管穿的怎麼樣，但中衣一定要舒適。 

可是連玉卿卻來來回回的看那幾匹上等布料，似乎打定了主意要買那種。 

這上等布料一尺要三百文，買上四尺，就要用掉他們手裡所有的錢，也只夠李氏跟

張氏做一身春衣，根本不划算。 

「二哥！」連玉珠按住了連玉卿的手。 

「我是這麼想的，好不容易買一次，也給奶奶跟四嬸買一身好衣服，算是我的一點

心意。」 

「一點心意？」連玉珠盯著連玉卿，這可不是一點心意的問題。 

「妳別怕，我也能賺錢了，回去以後我多弄點蟾漿就是了。」連玉卿堅持，眼中滿

是興奮，他似乎已經看到李氏拿到布料以後，滿臉笑容誇他能幹的情景了，那是他只能

在夢中夢到的畫面。 

連玉珠一聽就明白了，連玉卿是想得到李氏的認可！ 

「那就更不用買這麼好的布。」她道。 

「為什麼？」連玉卿有些不快，他都說了他會努力賺錢，她怎麼還這麼說。 

她問道：「你的心情我知道，可你真以為你拿這些布回去，奶奶就會高興嗎？」 

李氏看不上連玉卿，他做什麼都是錯的，他給她買好布料，她只會說他亂花錢，然

後把他臭罵一頓，說不定還會逼著他把布料退回去掉。 

連玉珠的話猶如一盆冷水潑到他的頭上，連玉卿愣住了，「奶奶……應該會吧！」 

「不會。」連玉珠直接打破了他的幻想。 

她現代的姑媽就是這樣，喜歡兒子，覺得女兒是外姓人，兒子胡作非為她依舊向著

他，女兒把自己賺的錢都給了她，甚至把彩禮錢也都給了她，她猶嫌不足，說女兒不照



顧弟弟。 

她表姊工作了十年，三十多歲出嫁時卻只帶走了一床被子，其中的辛酸有誰知道？ 

也幸虧她表姊終於寒了心，這才脫離了苦海，不然把這一輩子都賠給她姑媽，她姑

媽也只會嫌她沒用，沒賺更多的錢給她用。 

連玉卿現在的處境就跟她表姊差不多，李氏壓根就看不上他，他做這些根本沒用。 

「除非你滿足奶奶的所有要求，搬過一座金山銀山來，她或許會高興，但可能就只

高興一會兒，她會覺得你藏了更多的金銀，讓你再給她搬一座來。」 

人，有時候就是這樣的，不是連玉珠要詆毀李氏，是她真的會這麼做，誰讓她覺得

連玉卿是外人呢！ 

「那我該怎麼辦？」連玉卿茫然了，他只是想得到家人的關心，得到應有的尊重。 

「你攢著這些錢讀書，以後讀出個樣子，那時候再來孝敬奶奶，奶奶也會高興，也

會以你為榮。」 

連玉卿如遭雷擊，他覺得連玉珠的話是對的，只是他還要好好想一想這中間的關節。 

於是連玉珠作主，只買了一塊白色的軟綿布給大家做中衣，其他的不要。 

抱著布、拎著羊下水，兩人往三連村回走。 

待臨近三連村的時候，連玉卿突然道：「玉珠，咱們賺錢的事情還是先不要跟奶奶

說了，告訴四嬸就好。」 

連玉珠一聽就笑了，這跟她想的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