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十二章 妳做的都是最好 

吃完飯，田桃在廚房洗碗，就見霍沉腳步匆匆的去了前面的鋪子裡。 

她知道，他肯定是去拿那雙布鞋了，又怕他傻乎乎的問些什麼，便佯裝不知，

在他進門的時候，她正好把洗好的碗放進櫃櫥裡。 

「桃子，妳做的鞋真好，又平整又漂亮，這是我見過的最好的鞋了。」霍沉把

布鞋抱在懷裡，像抱著一塊稀世美玉，生怕一不留神摔碎了似的。 

田桃用棉巾擦淨了手，抬眸笑吟吟的問他，「麵是最好的麵，鞋也是最好的鞋，

怎麼什麼東西到了你這裡都變成最好的了？」 

霍沉開心的哈哈大笑，「當然啦，我家桃子本來就是天底下最好的姑娘，妳做

出來的東西自然都是最好的。」 

「我家桃子」這四個字讓田桃更加羞澀，心裡卻喜孜孜的，她不好意思看他，

就紅著小臉兒彎下腰去，把柴往灶膛裡填了填，「洗腳盆在哪裡？我給你打洗腳水。」 

霍沉受寵若驚，滿臉的難以置信，怎麼突然之間自己的生活就飄到雲端了呢？ 

「不用不用，我自己來就行。」 

他飛快的走進屋裡，把懷裡的青布鞋小心翼翼的放在炕上，拿了洗腳盆過來，

爭搶著打上了水，坐在炕沿，把腳洗乾淨了，又用擦腳布細細的擦淨水漬，這才把

雙腳抬到炕上，拿起布鞋，輕手輕腳的穿上。 

「嘿嘿，真好看，穿著正合適。」霍沉把兩隻大腳碰了碰，歡喜的瞧著，捨不

得下地。 

田桃伸手在鞋尖處摸了摸，點頭說道：「嗯，鞋前面還寬鬆了一點點，若是穿

上襪子就剛剛好。咦？你怎麼不穿襪子呢？」 

他不好意思的撓撓頭，用眼角餘光掃了一下塞在舊鞋裡、不好意思拿出來的襪

子，囁嚅道：「我的襪子太破了，配不上這雙新鞋，明天我就直接這樣穿，不穿襪

子也行的，鞋也不會往下掉。」 

田桃噗嗤一笑，「瞧你，襪子破了還不說，家裡有沒有碎布頭啊？我給你做雙

新的。」 

「好哇好哇！」霍沉高興極了，他不僅穿上了心上人做的布鞋，眼下還多賺了

一雙襪子，這是他萬萬沒想到的。 

他想要下炕，卻又有點兒糾結，瞪著眼瞧著一雙新鞋，在那坐著乾使勁，卻遲

遲不見動作。 

田桃被他逗得忍不住大笑，「你今日不捨得在地上走，明日終歸是要走的，難

不成這雙鞋你一輩子都不打算穿了？」 



霍沉輕輕歎了口氣，無可奈何的落了腳，去東屋拿針線笸籮和碎布。「要是眼

下還有別的鞋穿，我還真捨不得穿這一雙，這可是未婚妻送的定情信物，穿在腳上

真讓人心疼。」 

田桃被他說得不好意思了，嬌聲斥道：「你瞎說什麼？誰是你未婚妻了。」 

霍沉端了笸籮快步走回來，沒聽清她說的話，以為她說要回去，就柔聲跟她商

量，「今天都這麼晚了，就別回去了，大半夜的送妳回家，若是被你們村裡的人瞧

見，只怕也會說些閒話，不如明天我再送妳回去吧。」 

田桃輕輕點了一下頭，既已決定嫁給他了，今晚就睡在這裡吧。她知道他是個

憨厚的人，不會趁機做什麼逾越禮數的事。 

她裁好了軟布，坐到八仙桌前，在燭光下穿針引線，靜靜的給他縫製襪子。 

霍沉坐在她對面，單手托腮，眼睛眨也不眨的看著她，越看心裡越舒服。 

襪子很快就做好了，霍沉試穿了一下，大小剛剛好，穿起來很舒服。 

月上中天，時候不早了，田桃捂著小嘴打了個哈欠，霍沉瞧見了，趕忙跑去廚

房給她打來熱水洗腳。 

「桃子，這個新木盆沒有用過，妳就用它洗腳吧。」大鐵匠滿臉是笑。 

「我用你的洗腳盆不就行了嗎？何必再浪費一個新盆呢。」她雖然是個愛乾淨

的姑娘，但是並不覺得他用過的盆髒。 

「那……那怎麼好意思呢？那個盆我都用了好久了，妳用這個新的吧！」她不

嫌他髒，他心裡很高興，可他還是不好意思把自己用過的洗腳盆給她用。 

田桃沒再跟他爭，輕輕的脫了鞋襪，把一雙白白嫩嫩的小腳泡進熱水裡。 

姑娘家的小腳是不能隨便讓男人看的，可是他沒有迴避，她也不好意思開口攆

他走，就這樣紅著臉，在他的注視之下把腳洗了。 

霍沉看得兩眼發直，心裡癢癢的，那一雙漂亮的小腳啊……特別白、特別靈巧，

腳指頭在碰到水面的時候，調皮的動了動，讓他的心也跟著跳個不停。 

等田桃洗完腳，他趕忙跑過去端起洗腳水，潑到院子裡。 

田桃光著腳坐在炕沿，看他搶著幹活的身影，覺得很好笑，可是轉頭掃一眼炕

上疊著的唯一一套被褥，她有點發愁了。 

這人真是奇怪，一會兒睡這間房，一會兒又睡那間房的，不過現在這不是重點，

要緊的是…… 

霍沉放好洗腳盆進來的時候，正好看到她糾結的表情，他順著她的目光望過去，

就明白了小姑娘心中所想，「桃子，我回來這兩個多月，家裡就我自己，這套鋪蓋

是我從深州帶回來的，被褥都是新的，給妳蓋吧。」 

「可是……」田桃為難的瞧著那一套被褥，只有一套，總不能兩人睡一個被窩

吧？還有一個法子，就是別鋪褥子了，她身量小，蓋褥子湊合一下，讓他蓋被子，



可枕頭只有一個，也不好辦。 

霍沉見她沒有動作，以為她嫌棄自己蓋過的被褥髒，可是想想又覺得不對，剛

才她都不嫌自己用過的洗腳盆髒…… 

忽地，他一拍腦門兒，明白了她在猶豫什麼，趕忙從櫃子裡拿了另一套鋪蓋出

來。 

「桃子，我剛才沒說明白，我的意思是，家裡這些被褥都是十幾年以前的，太

破舊了，而且這幾天也沒曬過，若是給妳蓋，怕妳不舒服，妳睡我這套新的，舊的

我用。」 

田桃這才明白他的好意，釋然的點點頭，爬到裡側抖開被褥鋪床，「那你睡哪

兒？」 

「我睡妳隔壁成嗎？妳要有事就叫我，我能聽得見，妳要是嫌我睡得近，我就

到東屋去睡，中間隔著廚房，妳就不會彆扭了。」霍沉抱著被褥，老老實實的等著

桃子下命令。 

田桃欣喜的看他一眼，再次覺得自己果真沒有看錯人，他真是一個憨厚老實的

漢子，不會讓自己為難，又這般體貼。 

「那你就睡隔壁吧，離我太遠了，我會害怕。」 

「好。」霍沉抱著被褥，高高興興的去了西屋，鋪好床就脫了衣褲，光著膀子

穿一條褻褲，鑽進被窩。 

此時田桃坐在被窩旁邊，正在糾結。 

外衣穿了好幾天了，今日又掃地又坐車，沾上了一些塵土，若是直接穿著睡，

會把人家被窩弄髒的，而且她也不習慣穿著外衣睡覺，這些年在自己家裡，她養成

的習慣是穿著肚兜睡，輕鬆舒服。 

昨晚跟別的丫鬟一起睡大通鋪，她就沒好意思脫厚重的外衣，一晚上也沒睡好。 

當然，昨晚睡不著，主要是因為心情不好。今天心情輕鬆了，她也想讓自己的

身體輕鬆一下，可是想想隔壁躺著一個大男人，她實在覺得很彆扭。 

隔壁的動靜漸漸停了，覺得霍沉好像睡了，田桃這才輕輕的解開盤扣兒，把雙

層布料做的小襖脫下來放到一旁，又解了褲腰帶，把褲子脫了也輕輕放到一邊。 

她的動作很輕，生怕被隔壁的男人聽到脫衣服的動靜，就算知道他不會闖進來，

但是被人聽著聲音胡思亂想也挺尷尬的。 

回頭一瞧，田桃才意識到有點小問題，他家的房子太大，炕沿離八仙桌有點遠，

不像自家那樣可以輕鬆的吹滅煤油燈。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朝著桌上的蠟燭狠狠吹了過去，燭光搖曳片刻，沒有滅

掉，她挫敗的噘起小嘴，又朝外挪了挪屁股，傾斜著身子深吸了一口氣。 

若是這一口再滅不了，就只能穿鞋下炕了。 



「桃子，我來幫妳吹蠟燭。」高大的身影突然出現在門口，鼓著香腮正要吹氣

的田桃嚇得一下子就洩了氣，飛快的鑽進被窩，拉起被子蒙住頭，心裡亂作一團。 

霍沉同樣大吃一驚，不過是驚喜，而不是驚嚇。 

他看到了！她白皙圓潤的肩膀，胸前鼓鼓的把紅肚兜頂了起來，上面繡著的花

骨朵十分嬌豔，就像她含苞待放的處子之身。 

「桃子，我……我是怕妳妳妳吹不滅蠟燭，才來幫妳吹的，我不是故意的，

我……」他嘴上慌亂的解釋著，身體卻給了最真實的反應，怕被她瞧見，他趕忙吹

滅了蠟燭，轉過身子。 

他嚥了口唾液，在黑暗中站了好久，才緩緩磨蹭到大炕邊，伸手去扯她的被子，

「桃子，妳是不是生我氣了？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妳原諒我行嗎？」 

田桃死死地攥著被子不放手，但是她也知道自己的手勁兒沒他大，怕被他扯開，

她只好悶聲道：「你快回去。」 

霍沉有點失落，她沒說原諒他，只讓他回去。她不高興了，明天會不會不讓自

己去提親了呢？ 

「桃子，妳說原諒我，我就走。」霍沉固執地坐在炕沿，既不敢太用力扯被子，

又不肯離開。 

「我原諒你了。」田桃小聲說道。 

霍沉唇角一翹，心情豁然開朗，但還是有點擔心，就把被子用力拉下來一點，

露出她的小臉，「桃子，我聽不清，妳再說一遍吧。」 

田桃無可奈何的瞋了他一眼，光線太暗，看不清他臉上的表情，只能看到他身

上強健的肌肉輪廓。「我原諒你了，你快回去睡吧！」 

小姑娘的聲音甜甜糯糯的，聽在心裡癢癢的，撓人。 

霍沉攥著拳，拚命壓抑心中的衝動，艱難地邁開沉重的腳步，走回西屋，獨自

睡下。 

他在心裡一遍又一遍地對自己說：桃子是好姑娘，不能欺負她，不能欺負她…… 

可是天知道他憋得有多難受，鑽進冰涼潮濕的被窩，仰頭看向漆黑的房頂，腦

子裡盤旋的都是剛剛那令人驚豔的畫面。 

桃子穿著紅肚兜的模樣真美呀，肌膚雪白雪白的，映著那一片令人熱血沸騰的

紅色，在在考驗著他的承受力。 

隔壁已然安靜下來，側耳傾聽，能聽到小姑娘淺淺的呼吸聲，應該是睡著了吧。 

想到心愛的姑娘此刻正躺在自己溫熱的被窩裡，白嫩的肌膚與他睡了兩個多月

的被褥緊緊相貼，他的心就激動的靜不下來。 

比心情更激動的自然是身體，滿身的慾望無處釋放，凝聚於一處瀕臨爆炸，大

鐵匠輾轉反側了很久，終究只能自行解決。 



另一邊，田桃黃昏時分睡了一覺，此刻其實沒那麼睏，但是她不敢發出半點動

靜，生怕又把鐵匠招了來。 

默默躺在他的被窩裡，周身被一股男人的氣息包圍，這種異樣的感覺，令她每

一寸肌膚都泛起了紅。 

隔壁傳來大鐵匠輾轉反側的聲響，一會兒翻身，一會兒歎氣，後來便有些窸窸

窣窣的聲音。 

最後，她聽到大鐵匠一聲輕輕的喟歎，「呃，桃子……」 

田桃不明白他在幹什麼，卻在不久之後，隱隱聞到了一股特殊的味道，有點兒

腥又有點甜，跟他被窩裡的氣息稍有相似，卻並不相同。 

在這樣一個特殊的夜晚，田桃不得不多想，莫非他…… 

小姑娘對男女之事並不十分清楚，她只聽那些市井婦人們笑罵過，知道男人是

猴急又憋不住的，但是究竟怎麼回事兒卻不太明白。 

聽著隔壁的動靜，聞著那特殊的氣味，她隱隱能猜到那麼一點點，心裡暗暗竊

喜。 

大鐵匠果然是個君子，就算是特別想要也沒有為難她，而是自己想辦法解決了，

這樣的好男人不好找啊，孤男寡女同處一室，如果他要用強，她是肯定抵擋不住的。 

可是他沒有，哪怕剛才碰上了她衣不蔽體的模樣也沒有趁機下手，而是乖乖的

回到自己屋裡，不讓她為難。 

看來，在大鐵匠心裡，她已經不是一個乳臭未乾的小丫頭了，而是能讓他有那

方面想法的大姑娘。 

田桃很高興，因為她要做大鐵匠的妻子，能讓他有這種想法自然挺好的。 

第二十三章 回家見父母 

次日一早醒來，誰都沒動，生怕自己一動就會吵醒熟睡的對方。 

最終，霍沉憋不住了，只得輕手輕腳的爬起來，去茅房中放水。 

等他回來之後，就見桃子已經疊好了被褥，正朝著西屋走過來，「我幫你疊被

子吧。」 

小姑娘乖巧勤快，本沒有什麼錯處，可是霍沉心裡有鬼，他趕忙撲到炕沿兒，

一把捲起自己的被褥，慌慌張張的說道：「不、不用，我自己來，自己來就行。」 

本來田桃已經忘了昨晚猜測的那事兒，此刻見他如此模樣，更加確定了心中所

想，一張小臉頓時紅透，羞答答地轉身去廚房做飯。 

霍沉悶頭收拾好了西屋，洗漱過後，才到廚房找她，「桃子，我去街上買點東

西吧，今日要去妳家，是不是該帶些禮物才好？」 



田桃舀起一勺稀稀的麵糊，轉圈淋在鍋裡，「不用了吧，又不是正式提親。」 

霍沉也明白，今天他們的婚事不可能正式定下來，只是去跟桃子的爹娘見個面，

問問他們的意思，可是這畢竟是他頭一回見未來的老丈人，心裡終究是忐忑的。 

他搓著手在屋裡轉了一圈，目光落在昨天從城裡買的吃食上邊，「那這樣，把

昨天買的兩包糕點，和這包醬牛肉帶上吧。」 

「你最愛吃肉了，那醬牛肉你自己留著吧。若實在要帶些東西，就把糕點帶上

好了。」田桃把攤好的煎餅盛出來，幫他抹上炸醬，捲了一個雞蛋餅，遞到他手裡。 

霍沉滿心歡喜地接了過來，一大早就能吃上熱呼飯的感覺真好，果然還是得早

點把媳婦娶進家門才行。 

田桃一邊做著煎餅，一邊跟他商量，「咱們晚些再回家去吧，村子距離縣城這

麼遠，若是一大早就到家，肯定惹人猜疑。一會兒你去鋪子裡打鐵的時候，留神瞧

著柳子，最好是和她一起回去，免得落人口實。」 

霍沉連忙點頭，「嗯，還是妳想得周到，一會兒我就截住柳子，讓她跟咱們一

起回去。」 

大鐵匠心情極好，一口氣吃了十來個煎餅，讓田桃留在後宅休息，他去前面鋪

子開門幹活。 

剛把大鐵門打開，田柳就探頭鑽了進來，滿臉焦急的問：「怎麼樣啦？看見我

姊了嗎？」 

霍沉沒有兄弟姊妹，田家姊妹之間真摯的關心令他很感動，朝著後宅的方向努

努嘴，小聲說道：「在後邊兒呢，妳去看看她吧。」 

田柳一驚，沒想到姊姊一大早就會在大鐵匠家裡，難道說……昨天晚上她就住

在這兒？ 

田柳不敢相信老實巴交的姊姊會做出這樣的事來，又盯著鐵匠的表情看了看，

見他不像是把自己坑進去準備行兇的模樣，才怯怯的進了後宅。 

田桃正在廚房裡發麵，準備中午給大鐵匠蒸一鍋大饅頭，見妹妹進來，趕忙站

了起來，來不及洗去手上的麵粉，就焦急地問道：「爹怎麼樣了？三叔有沒有請大

夫回來？」 

田柳認真的點點頭，「大夫來了，也把爹的腿接好了。說是骨頭雖然斷了，但

沒裂也沒碎，過上三個月就能長好，會比以前更結實，不耽誤幹活。」 

「真的？腿斷了怎麼會一點兒毛病都留不下呢？」田桃有點不敢相信。 

「剛開始我們也這麼想，不過那大夫經驗多，看過的斷腿病人不下數百個，他

說他有把握，只要這三個月好好養著，別下地，等骨頭長好了，肯定不會留下毛病，

我們也就信了。」 

田桃這才鬆了一口氣，嘴角彎彎的笑了起來，「太好了，也算我這一趟沒白去。」 



田柳把沉甸甸的籃子放到櫃櫥上，找了個小板凳毫不客氣的坐下來，「姊，妳

什麼時候回來的？難不成昨天晚上，妳……」 

田桃小臉一紅，趕忙解釋，「昨天他去黃家贖我的時候，碰上了一點小麻煩，

耽誤了時間。回到鎮上，天已經完全黑了，再給他做完長壽麵，吃完以後就快半夜

了，不適合回家，所以……我就在他家湊合了一宿。」 

「那你倆睡一個被窩呀？」田柳傻乎乎的問道。 

「妳別瞎說！」田桃小臉兒紅得透透的，急吼吼的解釋，「我沒和他睡一個屋，

他在西屋睡的，我在隔壁睡的。」 

田柳噗嗤一笑，「妳甭跟我解釋得這麼細了，反正早晚也要睡一個被窩，一會

兒我賣完了饊子糖棗，咱倆一起回家吧。」 

妹妹一向口無遮攔，田桃也不跟她一般見識，回到麵盆前邊坐下，繼續揉麵，

「中午我給他蒸一鍋饅頭，吃了飯咱們再走吧，他說要趕車送我回去呢，想……想

見見咱們爹娘，問問他們能不能……」 

田柳咯咯地笑了起來，「這是要去咱們家提親了呀，這有啥不好意思的。瞧妳

吞吞吐吐的樣子，人家花那麼多錢把妳贖回來，妳好意思不給人家當媳婦啊？」 

田桃嬌瞪了妹妹一眼，「妳說的這叫什麼話，我給他當媳婦是因為他人好，才

不是因為那幾兩銀子呢，我又不是賣給他。」 

「行行行，妳挑的男人好，行了吧？妳有眼光，繼續給妳男人做飯吧，我要去

賣饊子糖棗啦，昨天一天我賣了兩大籃子，得了一百個銅錢呢！」田柳驕傲地揚起

小臉兒，等待著姊姊吃驚的目光。 

果然，田桃詫異的看了過來，納悶的問道：「過了中秋節，生意就沒那麼好了，

妳竟然能賣一百個銅錢，怎麼賣的？」 

「姊，妳臉皮太薄，其實不適合做生意，可我臉皮厚、敢說話，所以我賣的比

妳多。我要去做生意了，不跟妳說了。」田柳歡歡喜喜地出了門，路過鐵匠鋪的時

候，看到了大鐵匠腳上那雙新鞋，便打趣道：「怎麼樣？穿著新媳婦做的鞋，是不

是特別舒服？」 

霍沉嘿嘿直笑，「柳子，一會兒賣完了貨，妳來家裡吃飯吧。」 

田柳毫不客氣的點了下頭，「那當然了，你今天都要去見老丈人了，我還不在

你家吃頓飯嗎？」 

小姨子爽快大方，霍沉也就不拘束了，索性出門買回來一大堆肉和菜，讓桃子

多做幾個好菜，好好的招待一下小姨子。 

吃飯的時候，田柳被那一桌子肉菜嚇到了，「天哪，鐵匠大哥這麼有錢啊，家

裡吃的這麼好！」 

霍沉一邊吃一邊笑，「有錢沒錢的不重要，關鍵是以前就算有錢也吃不上，後



來認識了桃子，才能吃上一頓飽飯。我也是從上個月才知道，原來肉菜還能做得這

麼好吃。」 

田柳一邊吃肉，一邊垂眸回想，看看姊姊，又瞧瞧鐵匠，總覺得他們吃飯的神

情十分自然放鬆，好像非常熟悉的樣子…… 

下一瞬，田柳恍然大悟，「哦，我知道了，難怪最近姊姊身體發育得更好了，

也水靈了，就是天天在你家好菜好飯養著的緣故。」 

田桃在桌子底下悄悄踢了妹妹一腳，瞎說什麼大實話，還說她發育好了，這不

是讓鐵匠想起昨晚她穿著紅肚兜的模樣嗎？ 

吃完飯，霍沉換上一件乾淨的長袍，在院子裡套上馬車，送姊妹倆回家。 

對門陳敏達抱著一整扇豬肋排，哼哧哼哧的走進鋪子裡，「大沉哥，你要的豬

肋排我給你送來了。」 

「好勒！」霍沉大步走了進去，輕鬆地單手拎起碩大的一整扇肋排，「正好，

我現在正要出門呢。」 

透過開著的窗子，陳敏達看到了院子裡的兩姊妹，便有些疑惑，這兩個姑娘怎

麼會在鐵匠家的院子裡呢？ 

霍沉拎著豬肋排圍著馬車轉了半圈，發現放哪兒都不合適，若直接放在車上，

既會弄髒了肉，又會弄油了馬車。 

於是他轉身進門，先把肋排放在案板上，又去隔壁布店裡買了一塊粗布過來，

把碩大的肋排包上，這才放在馬車後頭。 

田桃和田柳早看到了那一大塊東西，只是人家沒說是幹麼用的，她們也不好開

口，此刻見鐵匠把那豬肋排放在了馬車上，田桃就開口問道：「你帶著這個做什麼？」 

霍沉爽朗一笑，「只帶兩包糕點太小家子氣了，妳爹不是傷了腿嗎，人家都說，

傷筋動骨應該多吃排骨，我就買了這一扇，剛才大肉陳家沒有整扇的，就讓陳敏達

去殺豬取了，我剛才瞧了瞧，這肉挺新鮮的，看著不錯。」 

田桃和田柳自然也看清了，那肉十分鮮嫩，當然不錯了，估計價錢更不錯。 

這下別說是田桃，就連厚臉皮的田柳都有些不好意思了，「鐵匠大哥，你這也

太……太大方了吧，這麼一大扇排骨，還帶著這麼多肉，這得幾百文錢才能買得下

來啊？」 

「沒事，不算啥，妳姊知道，昨天我一把斧子賣了六十兩銀子呢，花這點兒錢

根本不見少。」霍沉倒不是有意炫耀，而是想證明自己承受得住這樣的花銷，並非

打腫臉充胖子。 

田柳吃驚地張大了嘴，「天哪！姊，妳這哪是找了個姑爺，這分明是找了一座

金山呢！」 

霍沉哈哈大笑。 



田桃不好意思地拉著田柳上車，「行了，快走吧，別在這兒貧嘴了。」 

霍沉心情極好，穩穩地趕著車朝田家營走，午後天氣暖和，路上沒什麼行人，

土路邊的田地裡，麥苗鑽出了嫩芽，一片生機勃勃的淺綠色映入眼簾，讓人的心情

更加舒暢。 

進了田家營村口，就有好奇的小孩子們圍攏過來，畢竟村裡的驢車都沒幾輛，

馬車更是很少能見著的東西。 

村裡的漢子們有的去霍家鐵匠鋪打過鐵器，認識霍沉，見他趕著馬車到自己村

裡來，不免有點兒納悶，起初以為是走街串巷來賣鐵器的，等走近了才發現田家姊

妹坐在馬車上，心裡就更納悶了。 

田桃害羞地垂著眼眸，不敢看人，也不敢跟村裡人說話；田柳卻一臉無所謂，

見到長輩該叫啥叫啥，和往常一樣笑嘻嘻的。 

「柳子，今天怎麼坐上馬車了？」有好奇的婦人問道。 

田柳不傻，沒定下來的事，不能到處亂講，只含糊地說道：「對呀，今天坐馬

車了。」 

村子並不是很大，很快就到了田桃家門口，因為大門太小，馬車趕不進去，田

桃就讓他把馬拴在了鄰居崔奶奶家門口的大槐樹上。 

田柳拎著籃子，田桃背著包袱，霍沉左手拎起兩包糕點，右手拎起碩大的豬肋

排，跟在姊妹倆身後進了門。 

此時，田櫻正蹲在雞窩旁剁野菜餵雞。 

出於對鐵器的敏感，霍沉只一眼就瞧見了那只崩了口的菜刀，想著這刀也太破

了吧，刀刃高低不平，一刀剁下去，野菜根本就斷不了幾根。 

「大姊，妳回來啦！」田櫻看到田桃，扔下菜刀，驚喜地跑了過來。 

田桃摸摸小妹妹的頭，牽著她的小手往裡走，「嗯，我回來了，以後不去城裡

做丫鬟了。」 

「太好了！」田櫻捨不得大姊離開家，這兩天沒瞧見她，已經很想她了。 

不過她很快就發現，跟著大姊二姊一起回來的還有一個又高又壯的男人，她不

敢跟他說話，只敢好奇的拿眼瞟他。 

葉氏聽到動靜，已經迎到了門口，一把拉住田桃，緊張的上下看看，「桃子，

妳還好吧？」 

「娘，妳放心吧，我好著呢，爹呢？好些了嗎？傷口還疼不疼？」田桃快步走

進裡屋，去看受傷的爹爹。 

跟在後面的田柳趕忙跟母親介紹，「娘，這就是我昨天跟妳提起的鐵匠大哥，

就是他把姊姊贖回來的。」 

葉氏昨天已經聽田柳說起了田桃和霍沉的事，心裡特別愧疚，覺得險些讓女兒



錯過一門好姻緣，耽誤她一輩子的幸福。 

從柳子口中她已經知道，大鐵匠是個實誠人，知道了自己家裡的事情後不僅沒

有嫌棄桃子，還願意給自家幫忙，因此沒見到人之前就已在心裡默認了他。 

今日一見，果然是個憨厚老實的小夥子，只是這人也太壯了吧，個子比桃子足

足高了一頭，自家女兒本不算矮，可到了鐵匠面前，就顯得十分嬌弱了。 

田滿倉今天精神不錯，雖是在炕上躺著，一動也不能動，但面色已經不再那麼

蒼白，見桃子進來，他十分激動，眼圈兒都紅了。 

「桃子，妳走的時候爹不知道，若知道，寧可不看腿，也不讓妳去有錢人家裡

遭那罪。都是爹沒本事，一心想多掙點錢，卻又摔斷了腿……」他一臉愧疚。 

作為四個孩子的父親，田滿倉也想像那些能幹的男人一樣掙大錢，讓孩子們過

上好日子，可是沒法子，人的能力有限，他已經很努力了，卻還是給家裡添了亂，

讓女兒不得不賣身為奴來救他，這兩天他心裡宛如憋了一個大疙瘩，特別難受。 

昨天聽柳子說，霍沉要去城裡把桃子贖回來，他心裡寬鬆不少，可是就算霍沉

肯出錢，自家一時半會兒也還不起。哪怕霍沉不要這錢，只想娶桃子，但這種感覺

就跟賣女兒似的，照樣讓人心裡不舒服。 

「爹，別這麼說，我這不是回來了嗎。大夫說你的腿能好，留不下毛病，以後

咱們家的日子肯定會越過越好的，你就安心養傷吧。」 

女兒乖巧懂事，田滿倉含著熱淚點點頭，招呼霍沉坐在炕沿兒上。 

「大叔……」霍沉怯怯地叫了一聲，就不敢說話了。 

葉氏熱情地倒了一杯水過來給他喝，他趕忙起身，恭敬的雙手捧住，連連道謝。 

田滿倉看看這個高大壯實的小夥子，不住地點頭，「小霍呀，以前我見過你，

可能你不記得了，你家蓋新房子的時候，是我們這個蓋房班子去蓋的。那時你年紀

還小，又高又瘦，可沒現在這麼壯實。」 

霍沉大吃一驚，驚喜地看看田桃，「原來我們還有這緣分啊，桃子怎麼沒跟我

說呢？」 

田桃見他和爹爹相談甚歡，就抿著嘴在一旁輕笑，「這有什麼可說的。」 

田櫻也看出了點苗頭，躲在大姊身後，探出頭來，好奇地瞧著大鐵匠。 

霍沉把放在八仙桌上的兩包糕點拿過來，打開紙包，捧到田櫻面前，「這是昨

天在縣城裡買的，估計不如嬸子的手藝好，不過就是花樣多些。來，小妹妹妳嘗嘗

吧。」 

田櫻一看各式各樣的糕點，歡喜的眼裡直放光，很想直接動手，但還是用詢問

的眼神看一眼姊姊，詢問自己是否可以吃。 

田桃捏起一塊芙蓉糕給她，「我猜這個像芙蓉花一樣的應該是芙蓉糕，只聽娘

說過，一直沒吃過呢，妳嘗嘗吧。」 



得到大姊許可，田櫻開開心心的接過糕點托在手心裡，小心翼翼的咬了一小口，

「嗯，真好吃，一進到嘴裡就像雪一樣化開了，清甜清甜的。」 

大家都笑了起來，田桃又挑了一塊豌豆黃給弟弟田松吃。 

霍沉心裡輕鬆了不少，看這意思，田家的人都接受自己了，自己多日來懸著的一

顆心總算可以放下了。 

第二十四章 打大雁別有收穫 

「人都跑哪兒去了？雞也不餵，餓的都鑽窩呢！」院子裡傳來丁氏的聲音。 

田桃臉上輕鬆的笑容一下子就沒了，站起身來，怯怯的望著門口。 

見她這副模樣，霍沉一顆心又懸了起來，不知外面來的是什麼人，他趕忙站起

身來緊張的瞧著。 

田櫻怕挨罵，捧著手裡的芙蓉糕，一邊吃一邊往牆角躲，卻被快步進來的丁氏

看個正著，「吃吃吃，就知道吃，雞還餓著呢，妳怎麼不管？妳大姊二姊都不在家，

妳也老大不小的了，一點活都不幹。」 

田櫻委屈地扁扁嘴，含著糕點，含糊不清地說道：「我幹了，可是那刀不好使，

我剁了半天菜也沒剁爛，後來大姊回來了，我才進門的。」 

丁氏也看到了田桃，大吃一驚，「妳怎麼回來啦？妳一回來，人家就得把五兩

銀子要回去，那妳爹怎麼辦呀？妳這個死丫頭！」 

田滿倉咳了兩聲，清了清嗓子說道：「娘，有客人在呢。妳別這麼罵桃子，桃

子也沒犯什麼錯。」 

丁氏這才發現身旁站著一個十分高大的壯漢，模樣長得倒還不賴，身上穿著一

件乾淨的青布長衫，腳上是一雙青布鞋，瞧著乾淨利索，卻不像有錢人的模樣。 

「娘，這是鎮上的鐵匠小霍，是他幫忙把桃子贖回來的。小霍呀，這是桃子的

奶奶。」葉氏趕忙介紹。 

「奶奶。」霍沉不敢怠慢這個厲害的老太太，趕快點頭哈腰的行禮。 

丁氏瞧瞧這個高大魁梧的壯漢，又看看紅著小臉兒，垂眸不語的田桃，聯想一

下葉氏的話，就看出了門道，挑眉問道：「你把桃子贖回來，那錢可是你出的？眼

下家裡這個光景，我們可還不起。」 

霍沉連忙擺手，「奶奶，不用還，不用還。」 

丁氏毫不客氣的坐在炕沿兒上，斜睨著霍沉，問道：「五兩銀子可不是小數目，

你說不用還，看來是有別的想法了？」 

這話說到了點子上，霍沉拘謹地撓撓頭，乾笑了兩聲，說道：「我……我想娶

桃子為妻，這次來也是想問問長輩們的意思，若是你們同意，我就請媒人來正式提



親。」 

丁氏撇撇嘴，對自己犀利的眼光很是讚歎，「我就知道，這天底下就沒有白掉

餡餅的事兒，瞧著你年紀可不小了，今年多大呀？」 

霍沉深吸了一口氣，本來就擔心田家的人嫌棄自己太老，可是人家問到了，也

不能不回答，只能老老實實的答道：「二十三了。」 

「哎喲，都這麼大了還沒娶上媳婦兒，不會是……」丁氏態度更加的不屑，認

為但凡老大歲數娶不上媳婦的，不是家裡窮就是有別的毛病。 

霍沉趕忙擺手，「奶奶，您別誤會，我們家是清白的好人家，我去深州學打鐵

的手藝，學了八年，今年才剛回來，這才耽誤了娶媳婦兒的。」 

丁氏從鼻孔裡哼了一聲，對他的說辭顯然是不信，也懶得再理他，只怒氣衝衝

地盯著田桃問道：「桃子，這回妳可樂意了？」 

田桃本不好意思跟家裡人討論這個問題，既然把他帶回家來了，自然就表明了

自己的態度。 

可是，既然奶奶都問了也不得不表個態，因此她抿著小嘴兒，紅著臉點了下頭，

「嗯。」 

霍沉眼巴巴的盯著田桃，見她點了頭，便歡喜地一笑，露出潔白的牙齒。 

田柳和田櫻覺得好笑，都偷笑著看大姊和未來的姊夫。 

丁氏卻惱了，氣呼呼的說道：「我讓妳嫁馮滿，妳死活不肯，如今自己帶了個

鐵匠回來，倒像個寶貝似的捧著，不就是個鐵匠嗎？妳爹跟妳三叔還是瓦匠呢，妳

瞧家裡這日子過的。將來妳成了親，吃不上喝不上的，不但幫襯不了娘家，少不得

還得跟娘家伸手！給妳尋個富裕人家就跟害了妳似的，缺心眼兒的東西！」 

田桃委屈巴巴的垂下頭，反正也被奶奶罵慣了，忍忍就算完了，日子該怎麼過

還怎麼過。 

可霍沉看不了田桃這麼受委屈，立馬大聲保證，「奶奶，您放心吧，桃子跟了

我，我絕不會讓她受委屈的。大地主的日子不敢說，起碼每天有肉吃、有新衣服穿，

而且我絕不會讓她跟娘家要一個銅錢，甚至可以每個月補貼家裡一些。」 

丁氏用不可思議的眼光看向霍沉，不屑地嗤了一聲，「說的挺好聽啊，你真是

個鐵匠嗎？就你這張巧嘴，該去當戲子才是。還天天吃肉、天天穿新衣，呸！作白

日夢吧。」 

田桃猛地抬起頭來，漂亮的杏眼怒氣衝衝地看著丁氏。奶奶罵她，她可以不還

嘴，但是她受不了奶奶這樣罵霍沉。 

「奶奶，妳說話怎能這麼難聽？大沉哥好心好意的把我贖回來，不管將來他怎

麼做，眼下也是對我有恩的呀。妳瞧，這是他買來的糕點，堂姊夫每次來給妳帶上

幾樣，妳就高興得不得了，妳瞧瞧，可有這般精緻？這麼多種類？」 



田桃不是不會說，而是平時懶得跟丁氏計較，今天被氣急了，索性巴拉巴拉說

了一通。 

丁氏瞧見了兩大包糕點，眼神唰的一下就亮了，一看那精巧細緻的程度，就知

道是高檔貨，有些樣式甚至是她見都沒見過的。 

沒等丁氏說話，田桃走到八仙桌旁，把包著豬肋排的粗布打開，「大沉哥聽說

傷了骨頭的人應該多吃排骨，他就買了整扇的豬肋排拿來給爹補身子。人家好心好

意的幫咱們家，妳卻這樣說人家，虧心不虧心？」 

田桃一向溫柔和善，認識她這麼久，霍沉從沒見她著過急、發過脾氣，今天卻

因為自己被說了幾句，她就急吼吼地護著他，心裡頓時美得很。 

看著桃子嬌小的身子在面前晃來晃去，自己這高大的壯漢反倒成了被保護的

人，他簡直想笑。 

這一下丁氏真的傻眼了，兩隻眼睛瞪得有銅鈴那麼大，跑到八仙桌旁仔細的瞧

了瞧，確認真的是一整扇豬肋排，驚得臉色變了幾變，已然不知說什麼才好。 

葉氏和田櫻也都看了過去，齊刷刷的被那一大扇豬排骨嚇住了。 

田滿倉躺著的角度看八仙桌不是很方便，卻也努力的仰著頭，費力地望了一眼。 

丁氏喃喃自語，「嘿喲，當鐵匠這麼掙錢，我以前怎麼沒聽說？」 

田桃背著手，硬氣的挺了挺胸膛，朗聲說道：「奶奶，鐵匠是靠手藝掙錢，能

掙多少，關鍵看手藝好不好。一把普通的斧子也就幾十文，可是，昨天大沉哥一把

斧子賣了六十兩銀子。」 

「天吶，六十兩 ？
！ 」這下丁氏是真的被嚇住了。 

六十兩啊，她活了一輩子也沒見過那麼多錢，若是買地能買十來畝，蓋房子能

蓋好幾座，夠好幾個男娃娶媳婦的，天哪！ 

丁氏轉過身來的時候，再看高大威猛的霍沉，活像一座金山矗立在那，她不禁

換上一副諂媚的嘴臉，笑嘻嘻的招呼。 

「原來你這麼有出息啊！這麼有出息的小夥子能看上我家桃子，真是不錯，不

錯！快坐，坐呀，喝水喝水，吃糕點，吃糕點。」她激動得不知道說什麼好了。 

田柳瞧著奶奶的慫樣，噗嗤一下笑了出來，田桃也沒忍住，捂著嘴轉過身去偷

笑，肩膀一顫一顫的。 

霍沉對於這突如其來的熱情有點兒應付不了，他一手端著茶杯，一手接過糕點，

瞧著丁氏，忍俊不禁。 

屋裡的氣氛變得輕鬆又滑稽，丁氏湊在霍沉身邊，笑咪咪地問長問短。葉氏讓

他們先坐會兒，自己要去廚房裡做幾個好菜，讓霍沉吃了晚飯再走。 

田柳拉著田桃跟在母親身後進了廚房，回手關上門，姊妹倆哈哈大笑。 

葉氏也在笑，卻又不得不囑咐兩個閨女，「妳們小點聲，雖是關著門，聲音太



大奶奶還是能聽見。」 

田柳笑得快上不來氣兒了，捂著肚子說道：「聽見就聽見唄，奶奶現在還敢說

姊？姊，妳有沒有覺得……今天特別解氣？」 

田桃倚在門框上，笑到停不下來，「我這回算是知道了，對待奶奶這樣的人不

能太客氣。以前覺得她是長輩，不好意思頂撞她，導致她這脾氣越來越大，往死裡

罵咱們，現在當面打擊她一回，她反倒沒脾氣了，哈哈哈……」 

葉氏含笑搖搖頭，「妳們倆呀……說來說去，還是沾人家小霍的光，妳奶奶一

向嫌貧愛富，要不是那一整扇豬排骨，能嚇著她嗎？」 

想了想，她收住笑意，正色道：「對了，咱們家可不能收人這麼重的禮。一會

兒，我從上邊割一條下來，弄幾個菜做晚飯，再殺隻雞吧，人家頭一次來，怎麼也

得好好招待一下。」 

以田家現在的狀況，雞是很矜貴的東西，肯殺一隻來招待霍沉，足見葉氏對他

的重視。 

晚飯做得很豐盛，霍沉吃著未來丈母娘親手做的菜，心裡美滋滋的。 

雙方相談甚歡，已經開始討論哪天找媒人來提親的事了。 

葉氏覺得，霍沉既出了五兩銀子把桃子贖回來，就不用再給彩禮錢了，畢竟這

已經比其他人家一般給的彩禮多上一兩了。 

霍沉卻十分認真的說一碼歸一碼，彩禮錢是一定要給的，而且要給十兩銀子，

不能讓桃子在村裡的姑娘面前沒面子。 

一聽這話，丁氏更加殷勤的給霍沉佈菜加肉，這個姑爺不光是有本事有錢，關

鍵是大方，比大孫女的姑爺大方多了。 

「傅家營有個傅媒婆，是專門跑媒拉纖兒的，我想請她來提親，你們看成嗎？」

霍沉就想趕緊把親事定下來，專門把話題往這上面引。 

丁氏趕忙嚥下嘴裡的一口肉，擺擺手道：「還請什麼媒人，白白多花錢，你若

真要請，不如請我老婆子做媒人好了。」 

桃子以前只顧著害羞，碰上自己的婚事就不敢說話，今日突然覺得還是得自己

做主才行。便忍著羞怯說道：「奶奶，妳平時都不出咱們村子，怎麼會認識鎮上的

鐵匠呢？要是妳做了媒人，人家肯定能猜到是我們倆自己認識的。」 

霍沉自然向著桃子，桃子怎麼說，他就怎麼聽，「對對，桃子說的對，我還是

去請傅媒婆吧。」 

田桃轉頭看向霍沉，紅著小臉說道：「大沉哥，你也別大老遠的跑去找什麼專

門的媒婆了。你家鄰居蔡阿婆是個好人，幫過我好幾次呢，她離你家也近，既認得

我，也認得你，你請她做媒人最合適不過了。」 

霍沉一聽，覺得桃子說的特別有道理，趕忙點頭，「好好，桃子說的對，我今



天晚上就去找蔡阿婆。」 

吃完飯，天色還不算太晚，桃子一家送霍沉出門，葉氏跟田柳抬著剩下的排骨

想讓霍沉帶回去，霍沉自然不肯，幾番推讓，終究還是給田家留下了。 

送走了客人，丁氏回了大兒子家裡休息，田滿倉全家也回到屋裡，臉上都洋溢

著笑容。 

葉氏拉著桃子左看右看，笑著說道：「難怪小霍對我家桃子這麼癡心，這小模

樣的確是越來越水靈，越來越招人疼了。只不過咱們家裡窮，沒有什麼好衣裳、好

首飾，若是好好打扮打扮，整個常山縣也找不出比我們桃子更俊的姑娘。」 

田柳在一旁說道：「是啊是啊，鐵匠大哥眼光好，我姊也不差，找了一個這麼

好的男人。對了，娘，新做成的花棉襖我不穿了啊，給我姊穿吧。」 

葉氏微微一愣，覺得是因為自己一味的誇大女兒，二女兒不高興了，「柳子，

妳也不差呀，都是娘的好閨女，怎麼還跟妳姊吃味呢？」 

田柳笑了，「娘，這不是吃味。以前我不知道有鐵匠大哥這回事兒，現在知道

了，回頭想想，那塊花布肯定是人家給我姊的。妳想啊，就我姊這性子，捨得花錢

買那麼好的布嗎？還有她中秋節那天買回來的排骨，還說什麼大肉陳家的肉賣不動

了，節日裡降價，我現在做了兩天生意明白了，越是過節東西越貴，怎麼可能降價？」 

此話一出，葉氏和田櫻恍然大悟，紛紛瞧著桃子，等著她自己如實招來。 

田桃紅著臉憋了一會兒，終究撐不住了，羞澀的小聲說道：「是，中秋節那天，

他也買了一整扇排骨，特意讓我帶了些回來。那塊花布是他求著我給他做了一件衣

裳，作為謝禮的。」 

葉氏既驚喜又有點兒擔心，「桃子，原來妳跟他這麼熟了呀，那妳……沒做什

麼壞規矩的事吧？」 

「娘，妳說什麼呢？我不過是給他做過幾頓飯和一件衣裳罷了，哪有什麼其他

的事。」田桃實在不好意思了，轉身進了自己屋裡，再也不肯出來。 

 

晚上鑽進被窩，田滿倉跟葉氏小聲商量田桃的婚事，難得碰上個這麼好的姑爺，

夫妻倆都替閨女高興，只是眼下家裡條件太艱難了，給不了什麼嫁妝，於是他們就

商量好，若霍沉真的給了十兩銀子的彩禮錢，家裡一文也不要，就給田桃做嫁妝吧。 

 

晚飯吃得早，霍沉回到鎮上的時候，天色剛剛暗下來，蔡家醬油鋪的門還沒關，

他趕緊把馬車趕進自家院裡，連車都沒卸，就跑進了蔡阿婆家。 

「阿婆，有個事兒想請您幫忙。」霍沉滿臉興奮。 

「大沉啊，跟我怎麼還這麼客氣，有話你就直說吧。」蔡阿婆笑吟吟地迎了上



來。 

「嘿嘿！我想去桃子家提親，請妳當媒人，成嗎？」 

蔡阿婆雙眼一亮，「喲，看上桃子啦！桃子的確是個好姑娘，不過……就是跟

你年齡差得大了點，我去幫你說說吧，估計也能成。」 

霍沉不好意思地撓撓頭，四下看看，見沒有旁人，才小聲說：「我今天已經去

過桃子他們家了，她家人都同意了，就差個媒人。」 

「哎喲！」蔡阿婆大吃一驚，「你小子行啊，不聲不響的就把媳婦哄到手啦！

好好好，那我就給你們做這個媒。」 

既然雙方都同意，那就只剩走個過場，蔡阿婆告訴霍沉，按大營鎮的規矩，去

女方提親要給四兩銀子的彩禮錢、一對鴨子、兩匹布，其他的可以隨著自己的心意

再添一些。 

其實，標準的聘禮不是一對鴨子，應該是一對大雁，可是村裡人有幾個能獵來

大雁的，所以一般也就用鴨子代替了。 

可是霍沉不想將就，他想給桃子一個驚喜。 

以前他跟著師傅學過射箭，雖然達不到百步穿楊的地步，但是射一、兩隻大雁

還是可以的。只是眼下已經入了秋，也不知駝梁山裡還有沒有大雁。 

本著試一試的想法，第二天一大早，他就背上弓箭，帶著乾糧，進了駝梁山。 

駝梁山山高林密，鬱鬱蔥蔥的，大森林一眼望不到邊，此時正值秋季賞紅葉之

時，千山披紅，萬瀑齊飛，風景極為優美。 

但是，農家人平時都忙著種田，哪有閒工夫去欣賞山間的美景，只恨山裡沒有

什麼獵物可打，不然還可以弄點野味吃，打打牙祭。 

霍沉知道，山腳下是什麼東西都沒有的，要想獵大雁，必須往更高更深的地方

去才行。 

邁開大長腿走了老半天，到了連太陽都看不著的密林之中，他一邊走著，一邊

仰頭朝百年老樹上看，希望能找到大雁的鳥窩。 

他的注意力完全凝聚在上面，忽然，腳下被什麼東西一絆，踉蹌地跑出去好幾

步，差點摔倒在地上。 

他以為是露出地面的樹根絆到自己，回頭一瞧，卻發現這個地方平平整整的，

並沒有什麼樹根露出來，那究竟是什麼絆了他一腳呢？ 

霍沉好奇的走回去，彎下腰認真查看，發現地上有一塊鐵青色的石頭，露出地

面的地方並不多，下半截埋在土裡，他想著也有點兒餓了，於是坐在石頭上啃了一

個饅頭。 

這一路上並非一點收穫都沒有，他打了一隻野雞，端了一窩兔子，卻沒碰上他

想要的大雁。 



他拿出水囊咕嚕咕嚕灌著，因為喝得急，有幾滴沿著唇角滴落在身下的石頭上，

暈染開一個奇怪的形狀。 

霍沉鼻稍一動，發現有點兒古怪。作為一個鐵匠，他對鐵味的敏感度是很高的。

若換成平常人，可能並未覺得有什麼不同，但是他確定自己聞到了一絲鐵的味道，

這深山密林之中，哪來的鐵呢？ 

他四下望望，並沒發現鐵礦石，正在納悶之際，透過斑駁的樹影瞧了瞧天上的

太陽，發現已經下午了，不能再耽擱了。 

把水囊的蓋子蓋好，重新綁在腰間，正要起身，忽然發現身下坐著的石頭有些

異常。伸手在被水濡濕的地方一摸，他發現了不同之處。 

霍沉起身用手使勁去擦，很快就發現，露出地面的石頭去掉浮土之後，表面十

分光滑，閃耀著明亮誘人的光澤，上面坑坑窪窪的，卻並不是風化的痕跡。 

他用雙手把石塊周圍的土扒開，卻發現這底下埋著的部分太大，想刨都刨不出

來，不過有一塊稍微小一些的與大石塊分離，他便拿在手裡仔細瞧。 

「這……這是……」霍沉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用小石塊與大石塊敲擊了

幾下，然後趴在地上側耳傾聽。 

沒錯！真的沒錯！ 

霍沉特別激動，這聲音是鐵塊，還是質地非常堅硬的鐵塊才能敲出來的，並不

是普通的鐵礦石。 

他雙眸晶亮，找了一處光線明亮的地方細看，更加確定這就是九天玄鐵，千年難

得一見的九天玄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