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十一章 舉家遷進京 

第二天起來，連玉珠還以為連明禮會歇了給連玉卿找媳婦的心思，沒想到一起床他

就舊事重提，說吃完飯還要去給連玉卿打聽誰家有待嫁的姑娘。 

「三伯，你這麼急幹麼？」連玉珠真的不懂。 

連玉卿的臉色也不好看，他說了他不想娶，連明禮是非要逼死他才甘心嗎？ 

這時張氏正在做飯，讓連玉珠幫忙去抱點柴火，連玉珠在淘米走不開，就讓連玉卿

去，結果連玉卿剛站起來，就有人搶先一步出去抱了柴火。 

是陳香，這些事他以前也是幹慣了的，現在做起來得心應手。 

陳香以為他幫了連玉卿，連玉卿卻是心頭火起，連玉珠是讓他幫忙，陳香沒聽見嗎？

他搶什麼搶？ 

幾人正各懷心思，外面又進來一個人，他一進來就風風火火的衝到連玉珠旁邊，喜

道：「玉珠，妳昨天去找我？」 

連玉珠一看，是潘奕，立刻道：「你回來了？」 

「昨天晚上回來的，一回來就想來找妳，就是天有點晚了，怕妳睡了，就沒來。妳

找我什麼事？」 

「我二哥讀書的事。」連玉珠瞥了連明禮一眼，「我想讓你幫忙，送我二哥去京城

讀書，看那些想破壞的人怎麼辦。」 

「就這事啊，沒問題。」潘奕滿口答應。 

「不行。」兩個聲音同時響起，是連明禮跟連玉卿。 

連明禮拒絕連玉珠還能理解，連玉卿什麼意思？於是連玉珠狐疑的看向連玉卿。 

連玉卿心裡滿是說不上來的氣悶，垂著頭不說話。 

連明禮卻直接蹦了起來，他背著手來到潘奕跟前，嘖嘖道：「哪來的野小子，也想

管我們家的事！」 

潘奕一點也不怕連明禮，「誰管你們家的事，我只管玉珠的事，她讓我辦我就辦。」 

「玉珠，玉珠也是你叫的？」連明禮說著，朝著潘奕的腳踝就是一腳。 

潘奕向旁邊一躲，一個轉身也朝連明禮踢去一腳，正對著他的臉。 

「好小子，敢跟我動手，來，讓我看看你的本事。」連明禮一邊用手臂擋住潘奕的

腿，一邊屈膝朝他的肚子上頂。 

兩個人頓時你一下我一下的打了起來。 

打了幾十回合，兩人也沒分出勝負，心中不約而同的吃了一驚。 

潘奕還以為連明禮是個鄉野村夫，沒想到他本事這麼好，能跟他打這麼久，而連明

禮也驚歎，潘奕小小年紀竟然有這種身手，以後還得了？ 

「這是在幹什麼？」李氏等人聽到外面的聲音都走了出來，問連玉珠。 

連玉珠也想知道他們在幹什麼，一言不合就打架，真當自己是古惑仔啊。 

眾人想勸，可是他們不會武，也不知道該怎麼勸，只能在一旁乾著急。 

連玉珠氣道：「咱們吃飯，別理他們。」就沒一個讓她省心的。 



這時，潘奕跟連明禮突然狠狠撞在一起，又倏地分開各自喘氣，兩人眼神狠厲直盯

著對方，一看就是沒打夠。 

「要打出去打。」連玉珠把桌子擺到中間，隔開了兩人，然後看向他們，那神情似

乎是說，他們要是敢掀她的桌子，她就跟他們拚命。 

潘奕當然不敢，他麻溜的搬來了椅子，「我也沒吃飯呢，今天你們吃什麼好吃的？

我也吃點。」 

連明禮也不落人後，「我們吃什麼關你什麼事？」他還不忘嘲諷潘奕。 

潘奕才不理他呢，要不是看他是連玉珠的親人，他早翻臉了。 

最後，連家一大家子都坐在桌子邊，只是這飯吃的很彆扭。 

吃著吃著，連玉珠問潘奕之前去京城幹什麼。 

潘奕笑道：「妳真是我的福星，上次那個邪教的事情朝廷已經瞭解了，現在論功行

賞，封了我一個參軍。對了，還有妳的。」說著，他拿出一個盒子。 

盒子並不大，也很輕，連玉珠想不出來這裡面會是什麼。 

「快打開看看啊。」潘奕催促。 

連玉珠打開盒子，只見裡面竟然是兩張契約，一張房契，一張地契。 

「妳立了功，皇上想賞妳二百兩黃金、一百畝地，我想著妳要在京城做生意，沒個

住的地方來回跑多麻煩，就替妳求了這個宅子。這宅子離我家只兩條街，離妳的店鋪也

不算遠，怎麼樣，這個買賣划得來吧？」潘奕一副妳占了大便宜的樣子。 

連玉珠聽了卻眼角直抽，她的黃金、她的地啊，他們現在缺的是錢，不是房子。沒

有房子，他們辛苦一點也行，可是沒有錢…… 

皇上賞的宅子能賣嗎？她真想問一句。 

連明業等人則詫異出聲，連玉珠立的什麼功勞，竟然都驚動了皇上？ 

眼看這次是瞞不過去了，連玉珠只好將之前蓮花尊者的事情說了一遍，不過她沒說

她後面做的那些事，只道她發現了蓮花尊者的陰謀，就去找了潘奕。 

「原來這件事是妳捅出去的。」連明禮真覺得有點不認識自己這侄女了，前一段時

間，那蓮花尊者的風波鬧得多大啊，聽說光是朝廷的二品官就抓起來兩個，還有數不清

的官吏被罷免，誰能想到掀起這一場風浪的源頭竟然是連玉珠，一個名不見經傳的農家

女。 

「誰讓他害到我頭上，我當然要想辦法反抗，不能由著他們害死我爹吧！」連玉珠

哼道。 

連明禮拍手叫絕，「聽聽、聽聽，這才是咱們連家的姑娘，敢把天捅個窟窿。四弟，

你這個女兒沒白養！」 

連明業既與有榮焉，又覺得慚愧萬分，連玉珠一直都是對的，可是他這個做父親的

都幹了什麼？不信任她，還處處與她為難……幸虧她沒計較，不然他真是萬死難辭其咎。 

李氏就更羞愧了，這大概會成為她一輩子的心病。 

見連明業和李氏神色不對，連玉珠趕緊轉移話題，誰沒犯錯的時候，她不過比他們

見識得多了，才能看出一些破綻，如果她只是一個普通女子，只怕也會被騙。知道錯了，

改了就好，大家還是一家人。 



「咱們要不要去京城住？」這是連玉珠的問題。 

大家討論了一下，決定去京城，那裡人多也繁華，連明業拉腳肯定活多，連玉珠的

店鋪本來就在京城，這下她也不用來回跑了，還有連玉卿，他可以去京城上學，何樂不

為？ 

又說到連玉卿上學，連明禮立刻改了口風，「不行，我跟玉卿不去京城。那是皇上

賞給玉珠的宅子，你們一家去住也就算了，我們兩個湊什麼熱鬧。」 

「你剛才不是還同意去？」連玉珠皺眉。 

「我是同意你們去，你們走了，這院子就剩我們，我住著舒服。」連明禮擺出一副

無賴的樣子道。 

連玉珠一下就拆穿了他，「你就是不想讓二哥去上學，不想讓他去京城。三伯，我

就不明白了，你為什麼非要把二哥困在這個小山村，這對你有什麼好處？」 

連明業跟張氏也道：「三哥，玉卿真是一個特別有出息的孩子，你就讓他跟我們走

吧。」 

連明禮把手一伸，「不行，今天誰說都不行，玉卿不能走，他必須留在這裡。等過

幾天你們走了，我就給他娶個媳婦，讓他好好過日子。」 

連玉珠氣得站了起來，「娶媳婦就能好好過日子了嗎？人過日子要有希望，二哥留

在這裡有什麼希望？」 

「妳別管，每個人有每個人的緣法。」 

連明業也生氣了，「我也不同意，我必須帶玉卿走。」 

「玉卿是我兒子。」 

連家一家人竟為了連玉卿吵了起來，而且吵得不可開交。 

可連玉卿卻是在一旁靜靜地看著他們你來我往，好像他們的爭執跟他無關，他只是

一個旁觀者。 

思及此，連玉卿忽地笑了，可不就是跟他無關？他們一個要讓他娶媳婦，一個要讓

他去京城讀書，可是有誰問過他想不想要、想不想去了？ 

他是想讀書，可是他不想去京城，不想離潘奕那麼近，也不想帶著陳香，只想跟自

己這一家人每天在一起。 

只是他能嗎？又有誰肯聽他說話了？ 

哼笑了一聲，連玉卿起身回了屋，他都不知道自己現在在這個家算是什麼，怎麼來

一個人就比他重要！ 

也許是連玉卿向來存在感就挺低的，所以大家根本沒發現他走了，仍舊在那裡吵

著，倒是潘奕聽著聽著，似乎聽出了一些苗頭。 

他是知道連玉卿身世的，所以他能理解連明禮為什麼會這麼固執，可再仔細想了

想，他突然出聲喝道：「大家別吵了，三伯，我跟你說兩句怎麼樣？」 

大家都停下來，這才想起潘奕還在呢，他們就這麼吵來吵去的，都有些不好意思。 

「你們談，我去洗衣服。」張氏走了。 

「哎呀，該餵馬了。」連明業也走了。 

李氏的頭早就疼了，見狀也趕緊回了屋。 



陳香自然不會自討沒趣，找個藉口也走了，院中就剩下連玉珠、潘奕跟連明禮。 

「誰是你三伯？不要亂叫！」連明禮對著潘奕瞪眼，他看連玉珠那點小心思，自己

哪會不明白，他才不會讓他如願呢。 

潘奕也不氣，對連玉珠道：「我能不能跟三伯單獨說幾句？」 

連玉珠狐疑，這兩個人要說什麼，連她也瞞著？ 

「去去去，男人說話，女人聽什麼！」連明禮哼道。 

聞言，連玉珠瞪了他一眼，「誰愛聽啊，你們說，隨便說，反正我是不同意讓二哥

留在這裡的。」說完就走了。 

院中只剩下潘奕跟連明禮兩個人，潘奕斟酌了一下，突然道：「你不讓連玉卿去讀

書，是因為他的身分吧？」 

這句話好似驚雷一樣炸在連明禮頭上，他立刻惱羞成怒，猛地抓住潘奕的衣領，忙

問：「你說什麼？」 

連明禮雖然是個渾人，腦子卻清楚得很，當初那人將連玉卿託付給他的時候他就覺

得不對勁，留下孩子後他就偷偷進京去打聽，卻聽到大皇子曹鴻卿夭折的消息，他不由

得回想著那人的衣著打扮，以及那人打探他家世背景的詳細程度，再想起小時候忽然消

失、村中傳聞被爹娘送去當太監的二哥，他隱約猜出了那孩子的身分。 

那人肯定和他二哥相識，會在靜覺寺相遇也許不是偶然，只是私藏皇子是重罪吧，

那人把孩子交給他到底是想做什麼？但不管那人想做什麼，這孩子他無論如何都不能再

交還回去，否則不只是他，連他的家人都難逃一死！ 

潘奕拂去他的手，鎮定道：「你不用擔心，我不會害你們。連玉卿的事情我知道，

現在他也確實不適合露面，只是去上學，應該沒事的，再說，我也可以關照他一二。」 

連明禮突然笑了，「你說什麼，我聽不明白。」 

「你明白的，你以為把他困在這裡就沒事了嗎？你可能不知道，過兩年……」潘奕

突然住了嘴，這也是他最大的祕密，「命運就是這麼神奇，你這樣對他，他心生怨恨，

以後你怕是也不好過。」 

「不用你擔心，我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那你也不擔心你娘他們嗎？他們可什麼都不知道。」潘奕道。 

這下戳中了連明禮的軟肋，他多想抱頭痛哭，他知道他娘苦了一輩子，可是他…… 

「你就放心讓他去上學吧，我說了，我會注意的。」潘奕歎了一口氣道。 

連明禮沉默不語，突然間，他眼神像尖刀一樣掃向潘奕，「你怎麼知道這件事的？

還有，你到底想怎麼樣？我可聽說了，你當初根本沒見過玉珠就想跟她提親，說，你打

的什麼主意？你要是想傷害玉珠，傷害我的家人，我絕對不會答應的。」說到這裡，他

已經像一隻蓄勢待發的獅子了。 

「那你能怎麼樣？」潘奕道。 

「殺了你！」連明禮恨聲道。 

「你要是殺不了呢？」 

連明禮不說話了，他實在不願意走到那一步，如果事情真到那個地步，他也不知道

自己會做出什麼瘋狂的事情來。 



潘奕卻笑了，「你放心，我並沒有什麼圖謀。不瞞你說，剛開始知道這個祕密時，

我確實想過要通過玉珠攀上關係，保護好我想保護的人。可是上次在軍營我就明白了，

這根本不是一個男人該幹的事，男人就該憑自己的能力建功立業，依靠別人，有什麼意

思？只有自己長成大樹，才能保護自己想要保護的人。我現在只關心玉珠的事情，不想

連玉卿的事情連累到她，並沒有什麼意思。」 

連明禮還是不信。 

潘奕摸了摸下巴，「你想想，我要是真有歹意，還會在這裡跟你說這些嗎？只要

我……你信也不好，不信也好，我就是想說，有些事光躲是沒用的，我們要主動出擊，

做好準備，才能過我們想過的日子。」 

連明禮的眼睛轉來轉去，神情變化不定，片刻後，他突然握緊了拳頭，也許潘奕說

得對，他不該躲，看看他這些年來都幹了什麼？他爹死時他沒能見上一面，他娘為他操

心得頭髮都白了，還有他四弟一家…… 

「好，我同意玉卿去京城上學，不過我也要跟著去京城。」 

「這你要跟玉珠他們說。」潘奕攤手。 

隨後，潘奕叫來連玉珠等人，說連明禮有話要說。 

連明禮臉色一紅，哼道：「有什麼可說的，就聽你們的，咱們一起去京城，然後送

玉卿去上學。」 

「真的，三哥，你終於想通了？」連明業喜道。 

「太好了。」張氏很高興，一家人都興高采烈的。 

將潘奕送出門，連玉珠還是想不通，便問：「你到底怎麼做到的？」連明禮有多固

執她是知道的，她真沒想到潘奕三言兩語就能勸服他。 

「這是祕密，男人間的祕密！」潘奕道。 

連玉珠嫌棄的向他吐了一下舌頭，還祕密，能有什麼祕密？ 

潘奕哈哈大笑，連玉珠怎麼這麼好玩呢，「趕緊收拾東西吧，過幾天我派幾輛馬車

來，幫你們搬家！」 

 

潘奕回去也準備搬回京城，之前他娘是嫌他在京城不學好，才把他送到這裡來的，

現在他已經找到自己想走的路，自然要回京城去。 

曹氏高興至極，她兒子才來清河縣半年就改了性格，還當上參軍，以後她再好好求

求她爹，潘奕的前途還用得著擔憂嗎？ 

這麼想著，曹氏就迫不及待地回了京城，為潘奕回家做準備，她還得去她爹那裡探

探口風，讓他在軍中照顧一下潘奕。 

倒是潘建章有些難受，潘奕有出息，他自然也高興，只是潘奕這一走，他就不能常

常見到他了，他怎麼捨得？ 

潘奕找到潘建章的時候，潘建章正在祠堂裡跟潘奕的爹的牌位說話，告訴他，他兒

子有出息了，言語中透露出對潘奕的滿滿不捨。 

偌大的祠堂裡，老人的身形單薄，臉上的慈愛卻看得人感到心酸。 

潘奕站在那裡良久，直等到潘建章發現他，他才笑著走進來，先給他爹上香，然後



道：「爺爺，你也跟我去京城吧。」 

潘建章不是沒想過，但潘家世代都住在清河縣，而且他這麼大歲數了，捨不得離開

故土。 

潘奕坐在潘建章對面，像一個男人一樣跟他對話，「爺爺，我說真的。你年紀大了，

精力又不濟，你知道下面那些掌櫃都幹了些什麼嗎？你又知道咱們潘家在清河縣的名聲

有多臭嗎？ 

「現在你可能不覺得這對咱們有什麼影響，但世上的事你不可能全設想到。你有沒

有想過，萬一哪天咱們清河縣也出了大官呢？他若對咱們厭惡至極，一碰見個由頭，他

就會給咱們使絆子。 

「又或者有人想陷害咱們，即便那些人明知道咱們是冤枉的，恐怕也不會站出來替

咱們說話，因為咱們罪大惡極，理所應當。爺爺，居安思危，咱們賺的錢也夠花了，你

還想要什麼？你說，我替你去賺。」 

一番話說得潘建章目瞪口呆，潘奕什麼時候開始想這些了？ 

「奕兒！」潘建章突然間有點想哭，「你長大了，我這麼大的年紀了，還能要什麼？

我就只有你這麼一個孫子，我就想看著你風風光光的，娶妻生子、成家立業。以前你不

懂事，我總想著要多給你攢一點、賺一點，省得你以後受苦，現在……」 

說著，他長歎一口氣，用衣角抹了抹眼角的淚水，「你能說出這些話，我就安心了。

你說，你想怎麼辦，我都聽你的。」 

「跟我去京城，這宅子咱們留著，你想回來的時候就回來住兩天，至於那些店

鋪……」潘奕沉吟了一下，「我想免費租給各村。你看咱們清河縣離京城並不遠，只是

山路比較多，農民們全都住在山溝裡，才一直這麼窮。咱們以村為單位，把這些店鋪送

給他們經營，這樣他們也算有一個出山的機會。等他們見識到了外面的世界，他們說不

定就能想到更好的出路，留在縣城或者出去發展。 

「再說了，咱們還可以立一條規矩，每個村子，只要想要咱們的店鋪，就要建一個

私塾，讓村裡的孩子免費上學，這樣用不了多久，一個村子總能出幾個有見識的人，不

求他們大富大貴，只要他們也能想著自己的村子，何愁這個村子發展不起來？其實說白

了，我就是覺得咱們家雖然要走，但也該為清河縣做點什麼，爺爺你覺得呢？」 

「這……」潘建章沉吟不語，「這些店鋪可都是祖上傳下來的。」 

「又不是送給他們，只是免費租給他們。」 

「那也是很大一筆錢呢，現在清河縣十家店鋪裡有七家都是咱們的，我、我有點不

甘心。」 

「爺爺，善財難捨，等真到節骨眼上，這些錢有什麼用？再說了，你想要，我去京

城再賺給你。」 

潘建章直擺手，「你別逼我，讓我好好想想。」 

潘奕沒有再說什麼，他相信潘建章會明白的，況且他們這次說到底就是一筆大投

資，不過是收穫的時間有點長而已。 

清河縣長期受潘家壟斷，這才一直發展不起來，現在把這些店鋪交給那些村民，他

們為了賺錢，還不想盡各種辦法、投入各種人力物力發展店鋪？ 



人多力量大，到時村民都富裕了，清河縣還愁發展不起來嗎？ 

那時，他家的店鋪也會升值不少，比起讓那些掌櫃中飽私囊，說不定前者的效果更

好，而更直接的一點就是潘家的名聲會有大改善，這中間，就說不清誰賺誰賠了。 

潘建章做了一輩子生意，也不是那種目光短淺的人，肯定能想到這點，只是他一時

不能接受而已，給他點時間，他一定會同意的。 

就這樣，潘奕開始收拾東西，清點店鋪、財產，準備搬家。 

第三天一早，潘建章頂著兩個黑眼圈找到了潘奕，果不其然，他同意了潘奕的建議，

但這店鋪交給哪個村、誰來經營，他要把關。 

「當然，我也不想出現那種吃店鋪老本、中飽私囊的情況。咱們先把這件事通知各

村，讓他們派人過來，說出他們的打算，咱們同意了，再把店鋪給他們經營。」 

一聽見這話，潘建章一顆心也算落到了實處。 

第二十二章 清河縣的大事 

這個消息一出，整個清河縣都沸騰了。 

他們可以免費經營潘家的店鋪 ？
！ 他們不是在作夢吧，潘家店鋪哪個不是日進斗

金，至於那個什麼蓋私塾的事情，跟這個一比完全不是問題，那才要幾個錢！ 

再說了，要是真有錢了，誰不想讓自己的孩子好好讀書，以後也考個狀元什麼的好

光耀門楣。 

所有人都在談論這件事，詢問這件事，等他們從潘家得到確切的消息時，又開始準

備這件事，整個清河縣都動了起來。 

當然，這中間也不乏一些想投機取巧的人，比如那些店鋪的掌櫃，他們早就將這店

鋪當成自己的所有物，現在這麼一弄，他們怎麼會願意？但他們又不敢跟潘家叫板，只

能用各種方式聯繫村民或者想歪點子，想把店鋪正大光明地據為己有。 

而這就要看潘建章跟潘奕的識人能力了。 

為了這個，潘奕特地把連玉珠給叫了過來，希望她能幫忙。 

連玉珠沒想到潘奕會這麼做，讚道：「破而後立，說實話，我真挺佩服你的。」 

「妳這是在誇我？」潘奕喜孜孜的道。 

連玉珠笑了，「你說是就是吧，不過就靠咱們這幾雙眼睛，哪看得出那些人是人是

鬼，我覺得咱們不如引入監督機制。還有，你想讓村民一起經營店鋪的想法是好的，可

是你有沒有想過，人多了，有時候並不一定是好事，尤其是做生意。」 

潘奕一拍手，「我就覺得跟妳說妳肯定有什麼新想法，什麼叫監督機制？還有，咱

們到底該把這店鋪交給誰，才能讓大家都有錢賺？」 

連玉珠想了想，其實這就跟現代國有公司股份化一樣，如果像合作社那種模式大家

吃大鍋飯，肯定都不想出力，所以得找出一個負責人，把這個店鋪交給他，讓他打理，

但又要避免他會把店鋪當成私產，那麼像國外嚴格的監督機制就很重要了。 

「讓村民自己推舉人經營，咱們審核，帳目要公開，如果有人提出質疑，咱們就要

徹查，堅決不能出現中飽私囊的情況，當然，在經營的過程中，出力多的當然要多得，



這可以股份化……」連玉珠直接把現代的經驗搬到了古代，那都是無數人實踐得出來的

真知。 

潘奕一聽，也覺得有道理，便道：「好，就這麼辦，我去貼告示，十天以後咱們統

一考核。」 

 

告示一出，那些想投機取巧的人也要好好掂量了，一分付出，一分收穫，他們再想

走歪的、斜的，別說潘家不同意，就是清河縣的百姓也不同意。 

這次，大家開始實打實的考慮，到底他們該怎麼經營店鋪、該怎麼賺錢。 

三連村自然也想藉著這個機會脫貧致富，於是村長直接領著人找到了連家。 

「一筆寫不出兩個連字，咱們三連村當初就是三個連家兄弟建立的，咱們都是親

戚，你們一定要幫幫咱們村子，哪怕是看在咱們村孩子的分上也行，咱們不能看著別人

家的孩子都有書讀，就咱們村苦巴巴的吧？」村長拉著連明業的手語重心長地道。 

「是啊，四哥，你可得幫我們。」 

「四哥，求求你了，這可是關乎咱們幾輩子的大事。」村民把連明業圍起來，就差

沒向他跪下了。 

連明業是在三連村長大的，當然不能看著自己村的人吃虧，他早就跟連玉珠商量過

這件事了，也得出了一個結果，當下就道：「玉珠的意思，咱們不如經營糧油。」 

「糧油？」村民不解。 

「是這樣的，玉珠一直在觀察咱們這片山地，她發現咱們這裡雖然不能種莊稼，但

能種葵花。想想，要是咱們這裡的地全都種上葵花，能產多少葵花籽？葵花籽能煉油，

到時咱們光靠賣油就是一大筆收入，如果做得好，咱們也能賺另一筆錢。」 

村民聽了都覺得不錯，只是他們還是有疑問，「咱們這裡真能種葵花？」 

「葵花就是用來改善鹽鹼地的作物，玉珠是這麼說的。她還說，也許咱們這裡種上

幾年葵花，那些爛地就能變成良田，咱們不是一舉兩得嗎？」 

這下村民心動了，其實店鋪什麼的，他們還覺得有些遠，但他們知道良田一畝就要

五六兩銀子，附近山地多，要是能把這些地全變成良田，他們不要店鋪也可以！當然，

要是能有個店鋪就更好了。 

 

十天後，潘府熱鬧極了，幾乎清河縣一半的人都湧到了這裡。 

有人從潘府裡出來時都傻愣愣的。 

「順子，怎麼樣，咱們村拿到藥鋪沒有？」旁邊的人立刻圍住他，那個叫順子卻還

愣愣的不知道回話。 

「問你呢！」一個老丈直接給了他一腳，真是急死人了。 

順子回過神，這才拿出一張薄薄的紙，上面有鮮紅的印章還有他的手印。 

「拿到了？」 

「快給我們念念。」有不識字的急道。 

「今將城西德源藥鋪租給靈府村村民，代表李順，租金零，租期五年，在租用範圍

內，村民不得……」 



剛念到這裡，靈府村的村民就歡呼了起來，他們村在城裡有藥鋪了，以後他們上山

採藥就可以直接在自己村的藥鋪裡售賣，再也不用擔心被潘家壓價了！ 

「啊—」順子仰天大叫，他要開藥鋪了，「謝謝潘老爺，謝謝潘少爺，我一定好好

幹。」 

「對，咱們都要一起努力，賺了錢大家分。」那個老者激動的淚花閃閃。 

一個村子的人抱在一起，歡呼著、雀躍著，此刻的潘家在他們心裡再不是那座黑黝

黝的大山了，而是指引他們致富的曙光。 

旁邊的村民看到這一幕又羨慕又嫉妒，更是熱情高漲。 

到了第二天，潘家所有店鋪都租借出去了，那些人來領鑰匙的時候，一口一個潘老

爺，一口一個感激不盡，潘建章臉上的笑容也真切了幾分，就像潘奕說的，他現在根本

不在乎自己有多少錢，能幫助大家，他也挺高興的。 

三連村也租到了一家糧油店，雖然不大，只要他們按照連玉珠所想的發展，相信以

後的日子一定會好過的。 

整個清河縣都如同沸水一樣，人人都想著怎麼幹活、怎麼向前、怎麼過好日子，欣

欣向榮的場面跟以前那一潭死水的模樣根本是雲泥之別。 

不過大部分人是高興了，也有不高興的，比如房俊才跟周武等人。 

他們前一陣子來找潘奕，潘家人說潘奕去了京城，他們盼啊盼的，好不容易把潘奕

盼回來了，結果潘奕卻說要回京城，不但如此，他還把潘家的店鋪全給了別人，這是打

算以後都不回來了嗎？ 

這怎麼行？他走了，他們吃誰？再說了，就算他要走，也該分他們一點好處再走，

就這樣一聲招呼都不打就走，算什麼？ 

「咱們怎麼辦？」一間茶樓裡，房俊才急得跳腳。 

「你說怎麼辦？」有人反問他。 

「我就是不知道怎麼辦，才問你們！」 

大家都乾瞪眼，潘家勢大，潘奕聽他們的，他們還能撈點好處，他不聽他們的，他

們總不能去搶吧？ 

「他既然不仁，就不要怪我們不義了。」周武突然沉聲道。 

聞言，大家都看向他。 

周武真覺得頭疼，這一堆蠢貨，怪不得潘奕不理他們，要是他，他也不願意理這些

蠢貨。 

「周武，你有什麼想法就快點說，咱們現在可是一條船上的人，等潘奕真走了，咱

們誰都撈不到好處。」一個人喊。 

「是啊。」所有人都點頭。 

周武沉吟了一下，「現在再跟他講什麼兄弟情義肯定不行，你們想想，他有沒有什

麼把柄在咱們手上？」 

眾人如夢初醒，只是他們想來想去，潘奕是做過一些錯事，不過都不疼不癢的，現

在再提起來，頂多花點錢就揭過去了，有什麼用？ 

「沒有把柄，咱們就弄出點把柄不就行了？」要不是還要靠這些人辦事，周武真想



拂袖而去。 

「你的意思是？」房俊才終於開竅了，陷害這種事，他做得來啊！ 

這下眾人的腦袋也都開竅了，只是想陷害潘奕，普通的罪名不管用，但他們不是官

場上的人，那些爾虞我詐的手段半點不通，他們的腦袋就只會圍著女人轉，最後是周武

提出了一個主意，眾人都說好。 

先姦後殺，管你是什麼官，只要把這件事鬧大了，你還不得乖乖的伏法？當然，周

武他們並不是真要潘奕倒臺，他們是想他做他們的錢袋子，繼續供養他們。 

確定計畫，他們開始選人，這女人不能是青樓裡的人，不然潘奕很可能藉此洗脫罪

名，最好是良家女子，那才能激起民憤，這女人也不能選他們認識的，不然官府順藤摸

瓜，查出他們怎麼辦？ 

「到哪裡去找這麼一個女人？」有人抓頭，上次選秀女，這清河縣平頭正臉的女人

都嫁出去了，總不能選個醜女吧？真要那樣，還說潘奕先姦後殺，誰信啊？ 

「也不一定非要沒出嫁的，婦人也可以。」周武道。 

那還能有可信度？眾人表示不好。 

這時房俊才點著胖手，指著下面路過的一個姑娘道：「你們看，她怎麼樣？」 

眾人來了興致，都圍到窗戶前，只見下面行人熙熙攘攘，但有一對少男少女最為顯

眼，少年穿著青布袍子走在前面，少女亦步亦趨，一副想追又不敢追的樣子。 

少年他們忽略不看，至於那少女……沒想到清河縣竟還有這樣的姑娘？他們以前怎

麼沒注意到呢。 

只見那姑娘一頭烏髮及腰，眉不畫而黑，唇不點而紅，穿一身月白色的衣服，好似

帶露的梨花一樣可人。 

「你們誰認識這姑娘？」周武問。 

大家都搖頭。 

「那就是她了。」 

 

連玉卿一直走出城門外，白芨還跟著他，他有些皺眉，他已經跟她說清楚了，說他

會去京城讀書，只能辜負白老爺子的一片好意，她還跟著他幹什麼？又往前走了一段，

路上的行人變少了，他停住腳步看向白芨，「妳還有什麼事嗎？」 

白芨只顧著想自己的心事，根本沒聽到他的話，一個不防，整個人撞了上去。 

溫香滿懷，連玉卿的臉不由自主地紅了，他又想起那個午後，他也是這樣抱著連玉

珠，她身上的香味讓他久久不能忘懷。 

「啊！」白芨驚呼一聲，向後退了一步，臉紅得好似雲霞。 

「對不起，我不是故意的。」連玉卿慌亂的道歉，不敢看她。 

白芨卻突然抬起了頭，咬著唇道：「你真要去京城？」 

連玉卿點頭，他不是說過了嗎？ 

「你就不能不去嗎？為了我！」白芨的身體有些抖，可她還是倔強的看著連玉卿，

她知道，這是她最後的機會了。 

白芨這是什麼意思？難道…… 



「留在這裡，我讓爺爺教你醫術，你想讀書也可以繼續讀。」白芨試探道。 

連玉卿有些心動，他其實並不想去京城。 

見他猶豫，白芨一喜，「那就這麼說定了，你去跟他們說你想留下，讓他們自己去

京城，我們……」 

連玉卿卻如夢初醒，他不可能離開連家人的，「抱歉，我做不到。妳趕緊回去吧，

省得白老爺子擔心，我也走了，咱們有緣再見。」說完匆匆轉身而去。 

白芨的胸口像被重鎚捶了一下，眼見連玉卿要走，她急道：「為什麼？」 

連玉卿沒回頭，沒有為什麼，他就是不想。 

「你站住。」白芨喊道，連玉卿卻頭也不回的走掉。 

「你站住……」她再也忍不住，眼淚滴滴答答的往下掉，她不明白，之前不是說好

了，連玉卿會跟她爺爺學醫術，怎麼忽然變成這樣了？她蹲在地上哭得泣不成聲。 

「小姑娘，哎喲，瞧妳哭得這麼可憐，誰欺負妳了，告訴我，我一定幫妳教訓他。」

一個猥瑣的聲音忽然在頭上響起。 

白芨一抬頭，只見五、六個人圍著她，面上是不懷好意的神情，周圍空無一人，她

立刻站了起來，「你們想幹什麼？」一邊說，她一邊往後退。 

這時，她後面突然冒出一個人，正是房俊才，他一把就抱住她，「小姑娘，剛才那

小子不要妳，我們要妳，跟我們走吧。」 

「放開我，救命！」白芨掙扎起來，「來人啊，救命！」 

「還不動手？」房俊才喝道。 

身旁幾個人立刻衝上來，捆住她的手腳，往她身上套麻袋。 

白芨大聲驚呼，「救命，玉卿，救命……」可她隨即被堵住嘴，發不出一點聲音。 

房俊才等人把她抬上車，立刻把馬車駛進了縣城，沒人發現城門外有少女不見。 

連玉卿停住腳步，他似乎聽到白芨在喊他的名字，只是不太真切，他猶豫了一下，

往回走了一段，卻發現那裡空無一人，以為是自己聽錯了，又轉回去往家裡走。 

到了家，連家眾人已經把東西收拾好了，擺滿了一院子，言談中，他們提到新家，

都笑得合不攏嘴，好像他們都無比期盼離開這裡一樣，就連陳香都語帶笑意。 

是啊，他當然想離開這裡，離開這裡，他那些破事就沒人知道了，只是他以為這樣，

他就乾淨了嗎？連玉卿冷眼看著陳香，覺得他好似眼中釘、肉中刺。 

因為連玉珠對陳香很熱情，拿了一碗新做的酸梅湯給他喝，還問他味道怎麼樣。 

「酸酸甜甜的，很好喝。」陳香不敢看連玉珠的眼睛，靦腆道。 

連玉珠一看就笑了，他太拘謹了，一點也不像一個二十多歲的男人，倒像一個大男

孩。 

這時，她看到了連玉卿，拿水把碗刷洗一下，也給他舀了一碗酸梅湯，「怎麼樣，

跟白老爺子說清楚沒有？他幫了咱們那麼多，我總覺得有點對不起他。」 

連玉卿的目光卻黏在那碗上，剛才陳香就是用這個碗喝的，他似乎還能看見上面留

下的唇印。 

「怎麼了，喝啊？」連玉珠遞上前去，見他遲遲不拿，不解地道。 

「我嫌髒！」不知怎麼的，連玉卿就把這句心裡話給說了出來。 



場面變得很尷尬，陳香更是白了臉，連玉珠也有些不快，她覺得連玉卿最近怪怪的，

好像誰招惹了他一樣，那些事不是都解決了嗎？ 

連玉卿自己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只隱約察覺到，自從偷窺過後，他就發現自己哪

裡都不對勁了。 

沒敢看連玉珠，他獨自回了房間。 

「二哥以前不是這樣的。」連玉珠對陳香解釋。 

「我知道，畢竟以前……我不怪他。」陳香接過碗，把那碗酸梅湯也一飲而盡，然

後笑道：「以後這碗就專給我用吧。」 

「這怎麼行？」他又不是有什麼傳染病，他以前是被迫的！連玉珠不同意。 

陳香卻小心翼翼的將碗收了起來，這是他唯一能做的。 

見狀，連玉珠決定找連玉卿談一談，想知道他最近到底是怎麼回事。 

但她並沒有談成，因為三連村拿下糧油店的經營權，全村熱血沸騰，便商量好請他

們一家去村長家裡熱鬧，一是表達他們的感激之情，二是，聽說他們一家要去京城，也

算是給他們送行。 

三連村的人就像村長說的，全都沾親帶故，很多人都是看著連明業、連玉珠

長大的，這個面子當然要給，於是連家一家都去了村長家，飲酒作樂到很晚才回

家休息。 

第二十三章 白芨的慘死 

潘奕這時也在喝酒，房俊才等人又來邀請他吃飯，說是要替他送行，他本來不想去

的，潘建章覺得不太合適，這些人的父母他也認識，幾家人算有些交情，潘奕一心學好

是不錯，但也不能太冷落這些人，面子上不好看。 

潘奕想了想，決定跟這些人把話說清楚，就來了。 

「你們家裡都是有一些家底的，你們要是想好好做生意或者讀書，豈不是比別人方

便很多？都說窮不過三代，富不過三代，你們年紀也不小了，該想想以後的事情了。」

潘奕改過自新後，現在見到這些朋友頓時很有感觸，不禁好言相勸，希望他們也能重新

做人。 

「是是，潘兄說得是，來，我們敬潘兄一杯。」周武一副十分受教的樣子。 

「對，潘兄，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啊。」這邊還有一個肚子裡有點墨水的。 

「那潘兄，你把店鋪分給那些鄉巴佬是怎麼回事，也分給我們一點啊，我們也好發

憤圖強。」還有人想從潘奕這裡撈好處。 

潘奕卻是怒道：「從我這裡要算什麼本事，要來的能吃一輩子嗎？」 

「潘兄別生氣，他也就隨便說說。」房俊才趕緊過來打圓場，又遞給潘奕一杯酒，

「來，我替他向你道歉。」說完，他向那人使了一個眼色，都什麼時候了，潘奕擺明不

想給他們好處，說這些有用嗎？ 

那人也趕緊過來給潘奕賠禮道歉。 

潘奕喝了一杯，「我言盡於此，你們也好自為之。只要你們肯學好，以後有什麼需



要幫助，可以來京城找我。」 

房俊才等人點頭稱是，又開始勸酒。 

潘奕的酒量很不錯，可喝著喝著，他就覺得頭暈腳輕，身體也開始搖搖晃晃。 

「潘兄，潘兄怎麼了？是不是醉了？」周武趕緊過來扶住他。 

潘奕晃了晃頭，「今天這酒怎麼回事？不行，我有點睏，我要回家了。」 

「別啊，潘兄，咱們正喝到興頭上，你怎麼能走呢？」房俊才攔著。 

潘奕腦袋裡糊成一團，晃晃悠悠的坐到了椅子上。 

房俊才覺得差不多了，笑嘻嘻道：「潘兄，今天我們可給你準備了一份大禮呢，你

要是就這麼走了，豈不是白白辜負了我們的一片好意？來，大家幫潘兄一把。」 

 

第二天一早，潘奕半睡半醒間忽然很口渴，喊了兩聲水也沒人理他，他這才慢慢睜

開了雙眼，卻發現不是他的房間。 

這裡是哪裡？他一下坐了起來，轉頭瞧了瞧，卻見身旁有一個女人，她渾身赤裸，

雙目圓睜，那隱蔽地方似乎還有血跡，更關鍵的是，她的皮膚青了，顯然已經死去多時。 

突然見到這種情況，潘奕也免不了驚慌，他立刻從床上滾了下來，卻驚訝地發現自

己也是渾身赤裸。 

「潘兄，你起床了沒有？」門外傳來敲門聲，是周武等人。 

潘奕強迫自己冷靜下來，剛要開口，外面那些人卻沒給他說話的機會，直接闖了進

來。 

「潘兄，這是？」周武指著床上的女屍驚呼道。 

「這……潘兄，你糊塗啊！」其他人也驚呼出聲。 

潘奕此時倒沒那麼慌亂了，他確定自己絕對沒有對那個女人做什麼，是有人陷害

他！他披上衣服遮住隱蔽部位，惱怒道：「我倒要問問你們，這是怎麼回事？」 

「怎麼回事？潘兄你什麼意思？」周武假裝不解。 

「我並非千杯不醉，可再怎麼樣，昨天那點酒根本就喝不倒我，我不可能睡這麼死，

這女人到底是怎麼回事，你們想幹什麼？」 

「潘兄，你的意思是我們陷害你？你可冤枉我們了，昨天你喝醉後非要找女人，我

們勸你你不聽，我們怕你出事，這才把你送到客棧住下，誰知道你竟然……潘兄，看在

我們是朋友的分上，這件事我們就該替你瞞著，但既然你倒打一耙，房兄，我看我們還

是報官吧。」周武又委屈又惱怒的地道。 

「報官？」房俊才焦急道：「那怎麼行，這可是大罪，人證物證俱在，潘兄怕是跳

進黃河也洗不清了。再說，皇上剛剛封賞潘兄，潘兄就做出這種事來，就怕皇上會惱羞

成怒，我爹跟潘老爺子關係不錯，我可不想看著潘老爺子白髮人送黑髮人。」 

「那你說怎麼辦？」 

「咱們還是替潘兄瞞著，一個女子而已，死了就死了。」 

明知道他們是一個唱白臉，一個唱黑臉，卻觸動了潘奕的心事，記得那個夢裡，他

就是因為買官被告發進了大牢，那時他還不以為然，覺得他外公是寧王，他一定會沒事，

結果呢？他娘為了救他，撞柱而死，他爺爺…… 



還有一點，房俊才抓住他的死穴，皇上剛剛封賞過他，他就打皇上的臉，怕皇上連

解釋的機會都不給他就會判他有罪。 

「你們可願意幫我保守這個祕密？」潘奕沉聲道，他想過了，他現在需要時間來證

明自己的清白。 

房俊才立刻點頭，「當然沒問題，不過周兄就……」他拿眼瞟向周武。 

周武別過眼，「我就怕最後是豬八戒照鏡子，裡外不是人，還是報官吧。」 

「別啊，咱們都是朋友，潘兄剛才也是急糊塗了，你說是不是？」房俊才還假模假

樣的勸他。 

周武不搭話，他這是等著潘奕表態呢。 

潘奕心中憤怒，嘴上卻道：「周兄，大人不記小人過，這件事還要你幫忙。這樣吧，

你不是一直想要我家那株珊瑚，我這就派人取來給你。」 

周武臉色好了一點，「我可不是圖你的珊瑚，而是覺得我們是朋友，這才幫你。」 

「是。」潘奕點頭。 

房俊才等人也等不及了，周武得了好處，那他們呢？ 

「你們不是想要我家的店鋪？現在店鋪租出去了，這樣吧，我可以給你們銀子，有

了銀子，你們自己開店也是一樣。我這就讓他們回去拿銀子，先拿三萬兩。」 

三萬兩？！房俊才等人樂得眉開眼笑的，潘奕可真上道，他們還沒說什麼呢，他就

急著往外送銀子了，那他們以後還愁什麼？ 

「那就多謝潘兄了，你放心，這件事天知地知，你知、我們知，我們保證，絕不會

再有別人知曉。」 

「對，潘兄放心，我們一定守口如瓶。」 

這些人紛紛保證，然後一哄而散，出門準備去拿銀子了。 

等他們走了，潘奕額上青筋都跳了出來，到底是誰陷害他，是周武等人嗎？若是他

們，他早晚讓他們後悔！只是這女屍……現在該怎麼辦？ 

房門外，周武等人志得意滿。 

「都是他逼咱們的，要是他跟以前一樣跟咱們好，咱們何必這樣對他？」 

「可不是，不過他今天竟然沒發火，還這麼爽快。」 

「你也不想想潘家有多少錢，這點錢在他看來算什麼？」 

「對，下次得多跟他要點。」 

聽這些人七嘴八舌，周武氣得鼻子都快歪了，一堆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糊塗蟲，

潘奕是那麼好威脅的嗎？他越是乾脆，他們才越該小心。 

「你們兩個，找人盯著潘奕，看他怎麼處理屍體，這可是他的大把柄，不能讓他毀

屍滅跡。」周武道。 

被點到的兩個人還有點不情願，「用得著這樣嗎？」 

「我讓你們快去。」周武總覺得有些不安。 

「好，我們去。」那兩個人一邊談著他們的銀子，一邊回家找人盯著潘奕。 

其實他們多餘了，潘奕根本沒想過要毀屍滅跡，因為他知道這人不是他殺的，他要

留著她，好將凶手繩之以法，還他的清白。 



現在他要做的事情有兩件，一是要查清這個女人的身分，看看她是怎麼出現在他的

床上的，還有，她是怎麼死的？二是查明昨天晚上發生了什麼，最好能找到證據。 

他第一個懷疑的就是周武等人，所以他也找人盯著他們，看他們會不會露出什麼尾

巴，不過這些都要祕密進行，不能讓周武等人察覺。 

再加上現在是夏天，屍體很容易腐爛，潘奕憂心忡忡，他現在時間真的不多。 

 

這邊潘奕陷入大麻煩，連玉珠也一大早就被敲門聲驚醒，是白老爺子，昨天他左等

右等也不見白芨回來，就想出城找她，結果天色太晚，城門關閉，他是叫天天不應，叫

地地不靈，一晚上沒睡，等城門一開，他就來到了連家。 

「白芨沒回去？」連玉卿忽然想到了那聲救命，當時他沒在意，現在想來…… 

「你是不是想到了什麼？」白老爺子急聲道。 

連玉卿趕緊往昨天和白芨分開的地方跑，白老爺子忙跟上，連玉珠想了想，也跟了

上去。 

不多時，三人來到昨天那處野地，前幾天剛下過雨，野地上的足跡很雜亂，有點不

好分辨，但其中有一條車轍卻十分明顯。 

普通車轍不是向外走就是向裡走，可是這條車轍走到這裡就轉了回去，好像是在這

裡接什麼東西一樣。 

這個地點正是連玉卿跟白芨分別的地方，連玉珠頓感不妙，她覺得白芨出事了。 

「芨兒、芨兒，是我啊，我是爺爺，妳在嗎？」白老爺子急得朝四周喊白芨的名字，

周圍全是風吹過樹葉的沙沙聲，根本沒人應答。 

白老爺子似乎感應到了什麼，用手捂著臉默默的流淚，他兒子、媳婦早逝，就留下

孫女跟他相依為命，現在上天要把他孫女也帶走嗎？那還不如讓他早點死，省得他白髮

人送黑髮人。 

連玉卿也不安至極，他站在這裡，似乎還能看見白芨嬌羞滿臉、委屈哭泣的樣子，

可是她人呢？ 

見他們兩個是指望不上了，連玉珠沉下心，建議道：「咱們還是去報官吧，讓官府

來幫忙。當然，咱們也要繼續尋找，這條車轍就是線索，昨天縣裡這麼熱鬧，我就不信

沒人看到，咱們多找、多問，肯定能找到的。」 

白老爺子跟連玉卿只得點頭。 

「白老爺子，你去縣衙，我跟二哥在附近打聽一下，看能不能問到一點線索。」連

玉珠又道。 

白老爺子握緊了連玉珠的手，「那就麻煩妳了。」隨後步履蹣跚的往縣城裡走去，

從頭到尾，他都沒看連玉卿一眼。 

他這是在怨連玉卿，就是因為他，白芨才會追到這裡，可是連玉卿呢？他就把她一

個人丟在這裡，他好好的回去了，白芨卻生死不知。 

連玉卿更是悔恨不已，他越想越覺得昨天白芨肯定向他求救了，他卻沒有在意，白

老爺子對他這麼好，白芨又對他……他憋屈得幾欲發狂！ 

「二哥，別多想了，也許白芨沒事呢。」連玉珠看出他難受，忙安慰他。 



連玉卿卻呆呆的，好似根本沒聽到她的話一般。 

就在這時，縣城裡駛出一輛馬車，因為連玉珠說白芨的失蹤可能跟一輛馬車有關，

白老爺子登時站住了腳，朝那馬車看去。 

馬車很普通，可是趕車的人卻很不一般，穿著一身黑色的錦袍，頭上戴著玉冠，腰

間掛著金扣，跟這輛馬車一點也不搭。 

連玉珠也看到了駕馬車的人，驚訝道：「你怎麼在這裡？」 

這人不是別人，正是潘奕，他馬車裡拉的也不是別人，正是白芨的屍體。 

他想過了，屍體肯定不能放在客棧，但也不能放在家裡，所以他打算把她送到靜覺

寺，再從地窖中取一些冰用以保存。 

「你們這是幹什麼？」潘奕也沒想到會遇見連玉珠等人。 

「我們在找白老爺子的孫女，她昨天在這裡不見了。」連玉珠解釋道。 

聞言，潘奕只覺得驚駭不已，連玉珠在找人？聽她的意思，找的是一個姑娘，還是

昨天失蹤的，莫非……他想到了車裡那個女人。 

「你怎麼了？」連玉珠覺得潘奕有點怪怪的。 

「沒事，你們找吧，我先走了，我還有事。」潘奕想過要把這件事告訴連玉珠，但

他又怕連累連玉珠或者讓連玉珠為難，決定先把事情查清楚後再告訴她。 

「哦。」連玉珠的疑心更重了。 

潘奕怕她看出什麼，趕緊駕著車往靜覺寺走，結果也不知道是他太匆忙了沒看見，

還是白芨的陰靈不散，他的馬車壓上了一塊拳頭大小的石頭，顛得馬車跳了起來，一條

青色的手臂探出了馬車簾。 

白老爺子看見那手臂上的五色絲線，他發瘋一樣撲向馬車，一下掀開了馬車簾，「芨

兒。」那條五色絲線正是白芨自幼戴在手上的。 

怒睜的雙眼，一動也不動的眼珠，白老爺子頓時栽倒在地。 

連玉珠跟連玉卿也看了過來，白芨身上雖披了衣服，卻完全掩飾不住她的慘樣，她

死前應該掙扎過，她的手臂上、脖子上全是傷，還有她的表情，是那樣的恐懼、不甘又

驚慌。 

連玉卿呆呆的走到馬車邊看著，好像那樣白芨就會活過來似的。 

潘奕暗叫糟糕，趕緊下車蓋住了車簾子。 

「這是怎麼回事？！」連玉珠質問，她真不敢相信她剛看到的。 

「走，咱們找個僻靜的地方，我跟妳說。」這是進城的道路，他怕有人路過。 

連玉珠一把甩開他，「就在這裡說，今天你不說清楚就別想走。我剛才就覺得你怪

怪的，原來……你明知道我們在找白芨，卻不跟我們說，還急急忙忙的想跑，這到底是

怎麼回事？難道白芨是你……」她不敢說下去了。 

「當然不是！我還冤枉著呢。好，既然妳想聽，我就說，昨天晚上……」潘奕把昨

晚與今早的事情簡單說了一遍，最後道：「肯定是有人陷害我，皇上剛剛封賞了我，我

不能拿這件事去觸他的楣頭，所以我想先查清楚再報官，剛才我也想過要告訴妳，可

是……」 

說到這裡，白老爺子悠悠轉醒，他爬上馬車，掀開車簾，看見車裡躺的確實是他的



寶貝孫女，他放聲痛哭，昨天還好好的一個人，今天就去了，放誰身上也受不了。 

潘奕趕緊過來，「白老爺子，你節哀！」 

節哀？白老爺子抓著潘奕就打，「你這個殺人凶手，還我孫女的命來。」 

潘奕也不還手，只解釋道：「老爺子，你的心情我理解，可是我真的不是凶手，你

這樣不是親者痛仇者快嗎？」 

「親人？我還有什麼親人，我今天就是拚上這條命也要給我孫女報仇。」白老爺子

掐住潘奕的喉嚨，青筋暴起，是真的想殺了潘奕。 

潘奕沒辦法，只能自救，一把將他揮開。 

白老爺子站起來，繼續撲向潘奕。 

「老爺子，你能不能冷靜一點？你再這樣，我就不客氣了。」潘奕一邊躲著他，一

邊道。 

白老爺子根本聽不到他說什麼，一個勁地繼續朝他撲去。 

這時，遠處有人騎馬靠近，似要入城，見到這麼的異動，不禁好奇的看過來。 

潘奕的話讓連玉珠冷靜了下來，她也覺得這件事應該不是潘奕做的，潘奕又不是傻

子，就算他真想對白芨做點什麼，他也不會在客棧裡，還親自將白芨的屍身送出城。 

「白老爺子，你等等，咱們聽他說完好不好？」連玉珠也去攔白老爺子。 

白老爺子卻根本聽不進勸，連她都要打。 

連玉珠拉不動，忙對連玉卿道：「二哥，快來幫忙，咱們找個僻靜的地方再說。」 

連玉卿沒動。 

「二哥？」 

連玉卿的聲音有些飄忽不定，「為什麼要找僻靜的地方？玉珠，妳不是說要報官嗎？

白芨已經死了，我們應該報官把他抓起來。」 

「可這件事不一定是他做的，萬一我們抓錯了人怎麼辦？」 

「是不是他做的，官府自有判斷。」 

「什麼判斷？」連玉珠還不知道官府嗎？不管你有罪沒罪，它都會把你當嫌疑人抓

起來，然後再慢慢證明你沒罪，這在平時倒也沒什麼，但巧就巧在潘奕現在不能鬧出這

種事，不然皇上第一個就不饒他。 

否則皇上惱羞成怒，直接對潘奕判刑，以後再證明潘奕是冤枉的又有什麼用？ 

「公平的判斷！」連玉卿抬頭，直視連玉珠，覺得她根本就是在袒護潘奕。 

連玉珠愣神，難道真的是她錯了嗎？ 

眼看著那個騎馬的人已經過來了，潘奕被逼無奈，一掌打在白老爺子的脖頸處，然

後扶他上車。 

「你這個殺……」連玉卿突然發狂，伸手去抓潘奕。 

連玉珠腦中一片空白，下意識伸手捂住連玉卿的嘴，急切道：「二哥，爺爺病了，

他只是想送爺爺去看病，你別這樣了。」 

連玉卿感覺到嘴唇上的柔軟，再難開口說一句話。 

那騎馬的人收回了視線，他剛才看見白老爺子狀似發狂的行為，以為這是孫子要帶

發瘋的爺爺看病呢。 



等他走了，潘奕心裡熱呼呼的，連玉珠願意相信他，還幫他，夫復何求！ 

放開連玉卿，連玉珠的心怦怦直跳，「走，咱們去靜覺寺，好好商量一下這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