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穿成敗家娘兒們 

「妳看看，妳看看！這滿屋子的花衣裳、珠釵、脂粉，都是這麼個敗家娘兒們弄來的！她自

己的婆婆都快病死了，她男人好不容易借來一些錢，都被她偷偷地拿去買衣裳買首飾去了！

整得花裡胡哨的是給誰看呢！這樣的女人，老趙家可是容不下的！」 

夏蟬覺得頭很痛，耳邊嗡嗡的不停地有人在說話，她還沒睜開眼睛就大致知道了這些人在說

些什麼，言語之間都是在責罵一個敗家娘兒們，一個愛美的敗家娘兒們，為了買衣服首飾把

自己家搞得亂七八糟，飯都快吃不起了，還整天塗脂抹粉的，甚至偷了婆婆治病抓藥的錢去

買胭脂，這下徹底惹怒了婆家人，大夥兒正聚在一起痛斥她的種種行為。 

屋子裡那麼多腳步聲，竟然沒有一個人為這個女人求情，可見這個女人是多麼地可恨，夏蟬

幽幽地在心裡歎氣，不知道這是哪一台的節目，淨整些極品出來，這要是放在現實生活中，

她非見一個打一個！ 

好吃懶做，喜歡拿別人的血汗錢買買買，卻不會賺賺賺的女人，憑什麼被人供著！ 

夏蟬哼哼唧唧地摸著床沿想找自己的手機，她眼睛酸疼，頭也疼，昨兒晚上在浴室裡洗澡時

接到男神的電話，激動得摔了一大跤，現在腦子還在暈呢。 

等等，這床沿為什麼手感那麼糙？她的珊瑚絨小毯子呢？ 

電視裡的聲音也變了，一群人都安靜下來，一個婦人尖著嗓子喊道：「你們看那手，她醒了！」 

夏蟬一睜眼，無數唾沫星子又朝自己飛來，依舊是她剛剛閉著眼睛時聽到的那些謾罵。 

那些聲音逐漸變成了沒有意義的嗡嗡嗡，夏蟬頗有些害怕地環視了一圈現在所處的這個屋

子，怎麼說呢，這屋子可以說是刷新了她的三觀，牆上都是泥巴摻了稻草糊上去的，屋子裡

只有一張桌子、一個櫃子、兩張條凳，加上她身下的這張床。 

櫃子條凳和桌子都是斑駁不堪，她身下的床也是呼吸一下都能聽得到床晃動的聲音似的，這

是哪兒啊？夏蟬欲哭無淚地呆了老半天，直到腦門被人狠狠地戳了一下。 

「妳怎麼不說話？妳把劉嫂子的錢拿哪兒去了？交出來！否則就把妳打死！」 

夏蟬面對他們的指責有些緊張，迅速地理了理腦海裡的記憶。 

對，她現在還叫夏蟬，只不過魂到了另外一個夏蟬的身子裡，這個夏蟬身處孟朝的一個破落

鄉村，十六歲時嫁了個還算不錯的人家，最起碼一日三餐都不會少，可惜的是，夏蟬是出了

名的愛美，嫁到趙家之後，想方設法地把趙家可以變賣的東西都換成了自己的衣服和首飾。 

趙家人心善，不忍心休了她，數次好言相勸希望她好好過日子，她嘴上答應了，然而趙家卻

還是被她禍害得一貧如洗，婆婆最後氣得臥病在床，眼看著就要一命嗚呼。 

她嫁的男人名叫趙青山，踏實能幹，平日裡就種些莊稼，每年去山上兩次打打獵，按說日子

也不會差，保證得了每天的吃食，略微還可以省下一些銀錢，只是他娶了夏蟬之後，日子徹

底被攪得不能安生了。 

趙家一貧如洗，日子卻不能不過，趙青山眼看著自己老娘就快不行了，去村裡挨家挨戶的借

錢湊了些銀子，準備給老娘治病的，既然借了銀子，總不能不還，趙青山跟著村裡的人去打



獵了，借來的銀子交到自己妹妹趙春霞手裡，特地囑咐了妹妹照顧好他們的娘劉氏。 

然而，趙青山前腳剛一出門，後腳夏蟬就從趙春霞那裡把銀子給偷走了，趙春霞一覺醒來正

準備去給劉氏請大夫，卻發現銀子沒了，她連忙衝到夏蟬的屋裡問夏蟬要銀子。 

夏蟬仗著年紀比趙春霞大，三言兩語把趙春霞給打發了，趙春霞哭著去找自家的嬸子大娘來

評理，而夏蟬在屋子裡則是喜孜孜地試自己剛買的脂粉，誰知腳下一個不穩，竟然摔了一跤，

她摔得頭暈眼花，想到床上休息一會，卻不想這一休息卻再也沒醒過來。 

看著面前那些穿著粗布衣裳的婦人們對著自己指手畫腳的樣子，夏蟬一句也不敢反駁，她知

道自己這個身子的前主兒的確是個禍害，雖然不明白自己怎麼會穿到她身上，可既然過來了，

也只得替她受著責罵。 

那些人最終罵得累了，門口出現一個穿著淺藍色衣裳的年輕女孩子，瘦巴巴的，眼睛倒是又

黑又大，正是趙春霞，她有些無助地說：「大娘，嬸嬸，大伯母，我娘請妳們過去。」 

那幾個婦人這才放過了夏蟬，朝著劉氏的屋子裡走去。 

夏蟬雖然坐在自己的床上，可耳朵卻忍不住支了起來，只聽隔壁屋子裡，一道虛弱的聲音響

了起來——  

「我們小蟬是不太懂事兒，可她身世也不大好，若是我們休了她回去，她娘家人定是不要她

進門的，這不是等於把她往死裡逼嗎？」 

這話一落，趙春霞第一個不願意，帶著哭腔說：「娘！她帶累得咱們家這麼苦，自進門以來，

您和哥哥就沒有吃過一頓她做的飯，咱們憑什麼還養著她？這樣的女人，要是換別人家，早

就趕出去了！」 

夏蟬心裡一涼，這麼小的姑娘都如此指責自己，可見原身之前是多麼荒唐！ 

可是，讓她心涼的還在後頭。 

聽著趙春霞的話，另一個婦人也說道：「就是，你們家青山明明喜歡的是柳娘，柳娘雖是寡婦

了，但實則還是清清白白的，人又勤快聰明，我看，趕緊把那個夏蟬給休了，讓柳娘嫁進來，

保准你們家的日子立馬就紅火起來！」 

趙春霞聽到有人提起顧柳娘，也趕緊拉著劉氏的手說：「娘，柳娘是真心喜歡大哥的，咱們家

每回出事，都是柳娘私下幫襯我，她做繡工掙的那些錢，給了我大半，就是為了給您看病，

可那些錢卻都被夏蟬給偷去買胭脂水粉了！您說，誰才是對咱們真心的？」 

聽著身邊幾個人喋喋不休的話，劉氏咳了幾聲，有些氣憤地說道：「春霞！不許這樣說妳嫂子！

那是妳嫂子，妳怎麼可以直呼其名？」 

趙春霞見劉氏還責怪自己，頓時不說話了，只低著頭不停地掉眼淚，其他人見她們母女似乎

有話要說，加上看劉氏態度堅決，也都搖搖頭離開了。 

等她們一走，劉氏就靠在枕上流起了淚，「妳嫂子的二哥當初為了救妳二哥，豁出了一條命，

妳嫂子的爹娘迷信，找算命的算了後，說是妳嫂子剋死的，就想著趕緊找個人家把妳嫂子給

嫁出去，再也不許回門，妳大哥和我看著妳嫂子模樣好，人也溫柔，加上他們家畢竟是咱們



家的恩人，也就把妳嫂子娶回來了。 

「妳說，現在若是把妳嫂子給休了，他們夏家那麼迷信的人，會讓妳嫂子回去嗎？是不會的！

那妳嫂子能去哪兒？我們趙家不是那絕情的人家，咱們日子雖然清苦，倒也過得下去，妳二

哥出去打仗，至今未歸，家裡不能再出大的變動了。」 

趙春霞不服氣地說：「娘，嫂子她成日裡不幹活，只知道偷咱們的錢買衣裳首飾，甚至還偷了

您的買藥錢，甚至大哥喜歡的也不是她，您真的能忍心繼續這樣下去嗎？」 

劉氏眉頭深深地皺著，「這都是命，是命啊……」 

趙春霞還沒有怎麼樣，夏蟬在另外那間屋子裡已經有些聽不下去了。這趙家的日子過得也太

慘了！她環視了下自己這個屋子，屋子裡的確不少花花綠綠的衣服，破舊的桌上也堆了好幾

盒子首飾和脂粉。 

她整理了下腦海裡的記憶，原身雖然不幹活，但是對鎮上的事情還是有些瞭解的，這個時代

的女人，離了男人倒也不是不能生存，只要手腳勤快，去鎮上的大戶人家當個女工還是可以

的。 

想了想，夏蟬走到劉氏的屋子門口，努力讓自己的態度溫和謙卑些，「娘，您別生氣了，我欠

你們的錢，我會儘快還上，至於把我休了的事情，等趙青山回來之後，我們再好好商量。我

知道我不好，所以休了我的事情，我也同意，那個……春霞啊，妳先照顧好娘，我去給妳們

做些飯吃。」 

劉氏和趙春霞都嚇了一跳，難道是那些嬸子大娘們剛剛對夏蟬那一番責罵起了作用？從來沒

有做過飯的夏蟬竟然要去做飯？態度一向冰冷的她，剛剛竟然笑吟吟地叫劉氏娘？ 

夏蟬看著劉氏一臉孱弱的樣子，忍不住有些同情，再看著她腳上的被子掉下去一截，想著走

上前幫她掖好。 

趙春霞卻馬上用瘦弱的身子護住劉氏，有些防備地說：「妳要幹什麼？妳還要打我娘？」 

夏蟬一臉尷尬，腦海裡迅速地搜羅了一下，發現原身竟然真的對自己的婆婆動過手！ 

原身打過自己的婆婆畢竟是鐵打的事實，她也無法改變，只能尷尬地縮回手，慢慢說道：「那、

那春霞妳幫娘把被子掖好，話說寒從足底生，娘本身身體就不好，不要讓娘凍著了。」 

說完，她轉身便準備去廚房做點熱飯給劉氏吃，也好暖暖身子。 

劉氏看著夏蟬的背影卻慌了神，這夏蟬雖然看起來溫柔，實則並不是好惹的，那一回，只因

自己把她一件極其喜歡的綢緞衣裳給洗壞了一點，夏蟬便惱得一把將自己推倒在了地上。 

也就那一次，趙青山大怒，非要把夏蟬給休了，劉氏差點沒跪下來才阻止了趙青山。 

現在夏蟬要做飯，還不知道是哪根筋搭錯了，要是做飯累著了，說不定還會拿自己跟女兒開

炮。劉氏趕緊啞著嗓子試圖爬起來，「小蟬啊，娘來做吧，妳是不是餓了？妳想吃些什麼？」 

劉氏病得手都有些抖，費力地想穿上衣裳起來，夏蟬看著這一幕，鼻子一酸，這劉氏為了所

謂的報恩，真是把趙家一家子都搭進去了！ 

她趕緊把劉氏摁到床上，摸了摸那床上的被子，薄得不行，便轉身回自己屋裡把自己床上的



一床被子抱了過來，給她蓋上，「娘，您把身子養好了才是正經，我這麼大個人了，難道連飯

都不會做？您放心，我一會就做好了。」 

劉氏見到夏蟬堅持做飯，也沒辦法，只能趕緊推了一把趙春霞，「去給妳嫂子燒火。」 

趙春霞對夏蟬是滿滿的排斥，雖然看她給自己娘親抱了一床被子過來，可仍舊沒有好印象，

只別過臉不理會夏蟬。 

夏蟬也不在意，笑笑道：「不用，春霞留著照顧您吧。」說完，她轉身去了廚房。 

廚房裡也是極為簡陋，她翻了翻櫃子，也就找到一顆雞蛋、一丁點小蔥青菜，和幾乎快露出

罐子底部的麵粉。 

夏蟬喜歡吃米，卻在趙家的廚房一粒米也沒有找到，她歎歎氣，慶幸自己之前特別喜歡研究

下廚，所以很多麵食也是會做的。 

麵食裡面，饅頭和餅是最費麵粉的，而麵條則是最省麵粉的，況且一大碗湯麵熱騰騰的，吃

起來身子也暖和。 

說幹就幹，夏蟬俐落地和麵擀麵，洗了小蔥和青菜，加油一炒，兌了半鍋水燒開，擀好切好

的麵條下進去，又從廚房門口缺了一腳的盆子裡揪了兩棵蒜苗洗淨切碎丟進鍋裡，一碗鮮美

的素麵便煮好了。 

她趁燒水的時候又燉了一碗嫩嫩的雞蛋，也撒了蔥花，看起來十分鮮嫩可口。 

兩大碗麵條加上一碗燉雞蛋出現在劉氏和趙春霞面前的時候，她們母女二人都驚呆了。 

劉氏有些不敢置信地看著夏蟬，眼淚流下來，嘴裡喃喃道：「菩薩顯靈了……」 

夏蟬一時手足無措，羞澀地笑笑，「廚房還有一碗，春霞妳跟娘在這屋吃，我去廚房吃，順便

看著鍋裡的火，鍋裡還燒著熱水呢。」 

她知道趙春霞不想看到自己，她也懶得自討沒趣，現在就是趕緊想法子把趙家的錢給還了，

少點愧疚，然後順利地跟趙青山掰了，成全他跟那個什麼顧柳娘，自己再去鎮上找一份工做。 

趕緊的吃了飯，夏蟬又把鍋碗給洗了，順便把廚房給打掃了一番，這才匆忙地回了自己的屋

子。 

她把之前買過的漂亮衣裳和首飾都拾掇好裝進一個包袱裡，趁著沒人注意，悄悄地背著包袱

去了鎮上。 

夏蟬才剛走，趙家門口就出現了一個穿著月白色衣裳的女人，她面色沉靜，小有姿色，熟門

熟路地走到劉氏的屋子門口，有些擔憂地說：「劉嬸子，你們家夏蟬去哪兒了？」 

趙春霞看見顧柳娘來了，高興地站起來，「柳娘妳來了，快過來坐！」 

劉氏見顧柳娘來了，有些愧疚，「柳娘妳來了啊，我聽春霞說了，妳之前給過我們不少錢，等

青山回來了我會跟他說，我們暫時只怕還不上了，等再過些日子，一定還妳！」 

顧柳娘有些著急，「劉嬸子，您還跟我客氣個什麼勁啊！你們家夏蟬剛剛背著個包袱出去了，

那樣子似乎是怕人發現，她這是去哪？」 

她是真心的希望夏蟬是悄悄地逃了，那樣的話，她就可以順理成章地嫁給趙青山了。 



趙春霞立即去夏蟬的屋子裡瞧了瞧，夏蟬的確不見了，屋子裡的東西也少了大半，她有些高

興，又有些擔憂，高興的是夏蟬終於識趣地自己拎包袱走人了，擔憂的是，夏蟬把值錢的那

些衣裳首飾都拿走了，要是不拿走的話，她還可以去換些錢，給她娘抓藥，現在村子裡能借

錢的人家他們全都借遍，已經是再也借不到錢了！ 

劉氏聽說夏蟬帶著包袱走了，一下子癱倒在床上，「小蟬一個女人家，要是出了什麼事情，將

來我死了可怎麼跟她二哥交代！」 

顧柳娘心裡隱隱地高興著，跟趙春霞照顧了劉氏一個下午，天快擦黑的時候，門口一道帶些

愉悅的聲音響起來——  

「娘，我回來了。」 

是夏蟬，她提著一袋東西，走的時候背著的包袱已經空了，整個人都有些疲憊，卻是帶著笑

容。 

她走進來，看到屋裡坐著一個陌生的女人，猜到這個女人應該是顧柳娘，心裡雖然不自在，

但是為了哄劉氏開心，還是從口袋裡掏出一個小布袋遞給劉氏。 

「娘，我把自己的首飾和衣裳都給賣了，雖說不如買的時候那樣貴，但也賣了些錢，我看家

裡的米麵都沒了，就買了些回來，還給您抓了藥，剩下的您看看先還一部分債吧。」 

劉氏原本死氣沉沉的，看見夏蟬回來了，立即就高興了起來，尤其是夏蟬還賣了自己的衣服

給家裡買了那麼多東西，她幾乎熱淚盈眶。 

「那，這錢就先還給柳娘吧，柳娘，真是謝謝妳了，幫襯了我們那麼多。」 

劉氏把錢遞給顧柳娘，顧柳娘臉上紅一陣白一陣，只好接過錢，起身就離開了趙家。 

顧柳娘不開心，趙春霞也就跟著不開心，趕緊追出去安慰她。 

夏蟬卻咂咂舌，自己跟個小三似的，可是休妻這種事也急不得啊，至少得等趙青山回來再說。 

她走到劉氏身邊，給劉氏捏了捏肩，劉氏簡直覺得如芒在背，趕緊縮了回去，「小蟬，怎麼敢

麻煩妳……」 

夏蟬是學過按摩的，她趕緊勸道：「您是我娘，我伺候您還不是應該的嗎？」她一邊給劉氏按

摩一邊輕聲說：「我去問了大夫，您的病是心情不好加上營養不夠引起的，我抓了藥，一會煎

給您喝，另外買了些雞蛋，回頭再去抓些魚，這些天給您好好補補。」 

劉氏在她的按摩之下漸漸地放鬆，聽著耳邊夏蟬和煦的聲音，忍不住哽咽著說：「小蟬，娘沒

看錯，妳二哥是那樣好的一個人，娘就說妳也不會差，他們都不信，如今，妳總算是堵住他

們的嘴了……等青山回來，我會好好跟青山說，讓他對妳好些……」 

夏蟬低著頭，想起來原身的記憶裡，趙青山的確是對原身不大好，基本等於無視。 

不過她也能理解，面對又懶又敗家的女人，誰會喜歡？要不是劉氏以死威脅，只怕趙青山早

就把夏蟬給休了，何況，趙青山還有那麼個深情的小青梅。 

她繼續給劉氏按摩，「娘，您先別想這麼多，身子好起來最要緊，等他回來看到您身子好了，

凡事也就好說了。」 



之後連著幾日，夏蟬都在家裡照顧劉氏，劉氏的身子也一日比一日好了，夏蟬那天去賣衣裳

首飾的時候已經打聽過了，鎮上的徐員外家正在招廚娘，到時候跟趙青山談妥休妻的事情，

她直接就可以去徐員外家做廚娘，賺了錢再慢慢地還給趙家就是了。 

第二章 趙青山不願休妻 

這天，夏蟬正在給劉氏餵藥，忽然門外一陣喧譁，接著是幾個人抬著一個男人走了進來。 

「劉嫂子，不好了！妳家青山受傷了！」 

夏蟬放下碗，劉氏也趕緊從床上爬起來，她這幾日其實都可以下床了，夏蟬不放心才讓她繼

續躺著。 

等他們走到另一間屋子，見趙青山已經被人抬著放到了床上，他胸前的衣服被血浸得濕透了，

整個人正昏迷著，看樣子受傷不輕。 

劉氏忍不住哭了起來，「我的青山！我的兒啊！」 

趙春霞趕緊去找大夫。 

夏蟬擠進去，看了看趙青山的傷口，這些人只知道擔心他，卻沒有一個人懂得急救，她趕緊

把趙青山的衣裳解開，看清楚傷口在哪，這才舒了一口氣，只是胳膊內側有一道大口子，血

染到了胸口處，但傷口不算太深，並未傷及要害。 

她快速地給趙青山擦乾淨傷口周圍沾上的細小雜草和汙泥，想著等會大夫來了也好處理些，

問了那些漢子情況，聽聞他受傷後摔了一下，推測他可能是因此而昏過去。 

那傷口血淋淋的，夏蟬擦拭的時候不小心碰到了趙青山的傷口，他忍不住「嘶」了一聲。 

夏蟬聽到這聲音，下意識地一抬頭，在看到那張臉的時候，只覺得自己心弦似乎被狠狠地撩

撥了一下。「吳彥祖？」 

沒錯，那是一張神似吳彥祖的帥臉，夏蟬覺得自己的手都有些顫抖了。 

她在心裡暗暗罵自己沒見過世面，但還是忍不住朝著趙青山的那張臉上多看了幾眼。 

乍看是很像吳彥祖的，但是再仔細看卻比吳彥祖多了一絲明朗，少了一絲憂鬱，吳彥祖身上

的那份貴氣，在趙青山的身上則是變成了一種英武。 

趙青山的臉龐比吳彥祖稍微寬了些，嘴唇也沒有那麼小，加上並不會保養什麼的，臉上粗糙

了些，皮膚也較黑一些。 

夏蟬給他擦洗完畢，悄悄地盯著他的臉看了一會，對於這個小村子裡竟然還有如此帥氣的男

人感到很吃驚，而這樣俊朗的男人竟然還是她的丈夫？怪不得那個顧柳娘心心念念地要嫁進

來！ 

正胡思亂想間，趙春霞領著大夫進來了，他們後面跟著一臉擔憂的顧柳娘。 

大夫給趙青山把了脈，處理了傷口，安慰夏蟬說：「無甚大礙，好生休息幾日，我開一服方子

也就差不多了。」 

這下，他們才都舒了口氣。 

顧柳娘的眼睛一直盯著趙青山，似乎隨時要流下眼淚來，夏蟬忍不住咳了一聲，這個顧柳娘



真當自己是死的嗎？雖然說自己的確是打算跟趙青山和離，可是沒和離之前，她眼神灼灼地

盯著自己的男人看，這樣好嗎？ 

聽到夏蟬的聲音，顧柳娘尷尬地低著頭，擦了擦眼睛，趕緊地出去了。 

趙春霞看看夏蟬，眼神裡難掩厭惡，轉身追了出去。 

她追著顧柳娘到屋後的小河邊，見顧柳娘忍不住啜泣起來，一臉心疼地摸摸她的胳膊，「柳娘，

妳別哭，等我哥一醒來，我就勸我哥趕緊把她休了！到時候我哥肯定願意！」 

柳娘止住眼淚，眼珠委屈地轉動，「春霞，妳說的是真的嗎？」 

趙春霞猛地點頭，「在我心裡，妳才是我的親嫂子！」 

 

屋子裡，劉氏湊過來對夏蟬說：「小蟬啊，青山雖然受了傷，可是這次他們打獵可是獵到了不

少好的東西，有野豬、兔子，還有好幾隻野雞，我看那兔子皮毛不錯，回頭等青山醒了，賣

了錢給妳買新衣裳。」 

夏蟬忍不住看一眼劉氏，這個劉氏是怎麼想的？原身之前為了買衣裳首飾差點把趙家都給毀

了，她現在還主動提出要給自己買衣裳？ 

夏蟬趕緊擺擺手，「不用不用，娘，我不缺衣裳穿。」 

 

 

趙青山一直到晚上都沒醒，夏蟬給劉氏和趙春霞做了晚飯，自己胡亂吃了些，又繼續守著趙

青山。 

趙青山雖然是個大男人，常年難得生病一次，可是這次打獵實在是辛苦，受了傷竟然發起了

高燒。 

夏蟬不敢告訴劉氏，怕劉氏擔心，導致好不容易好起來的身子又垮下來，看看趙春霞沉默的

小臉，她也不想告訴趙春霞，畢竟，趙春霞根本不想跟她說話。 

她一個人不停地給趙青山換冷毛巾敷在他額頭上，趙青山似乎也很難受，時不時地還動一下

手。 

看著他乾裂的嘴唇，夏蟬細心地餵了些水到他嘴裡，輕聲說：「我把你伺候好了，你該怎麼回

報我？」 

趙青山自然毫無回應，這張床上原本有兩床被子，被夏蟬拿去給了劉氏一床，現在只剩一床，

都給趙青山蓋了，夏蟬守到後半夜，摸了摸趙青山的額頭，他似乎已經退燒了，她也累得很

了，忍不住趴在床沿，不一會就睡著了。 

夏蟬再次醒來的時候是被屋外的雞叫給吵醒的，趙家養的母雞咯咯噠咯咯噠地叫了幾聲，趙

春霞在院子裡高興地對劉氏說：「娘，雞今天下蛋了！」 

劉氏笑吟吟的道：「這下好了，我這就燉個雞蛋，等妳嫂子醒了就可以吃了。」 

夏蟬一把掀開自己的被子，覺得有些奇怪，躺在床上的不應該是趙青山嗎？怎麼變成了她？ 



再說了，就算趙青山醒來，他一隻胳膊受了傷，是怎麼做到把自己給弄到床上的？ 

夏蟬走到屋外，看著劉氏問了一句，「娘，趙青山呢？」 

這個趙青山，傷還沒好就到處跑，萬一再發燒了，還不是得自己伺候他一夜。 

劉氏見夏蟬竟然會主動關心趙青山，立即高興了起來，「小蟬妳醒了，青山一大早退燒了，跟

村裡的人一起去鎮上賣昨天帶回來的獵物了。」 

嘖嘖，這身體恢復能力真不錯！夏蟬趕緊捲起袖子走進廚房準備幫著做事。 

趙春霞見夏蟬進了廚房，放下火鉤直接就去別的屋子裡了。 

劉氏因著自己兒子回來了，心情很是不錯，精神看起來就跟完全好了也相差無幾，夏蟬幫著

她做好飯，心裡琢磨著，等會趙青山回來了，自己該好好地跟趙青山商量下和離的事情了。 

他們剛吃過午飯，門外就出現一道高大的陰影，趙春霞高興地說：「大哥，你回來了！給你留

的飯在鍋裡，我去拿。」 

夏蟬一抬頭，正對上趙青山的眼睛，因為原身之前對趙青山的記憶不是背影就是花式冷漠，

所以她幾乎沒有跟趙青山對視過，這麼一對視，她才發現趙青山的眼睛十分深邃，似乎可以

洞穿人的心思，她嚇得渾身微微一個激靈，趕緊低頭。 

趙青山繼續忽略她，對著劉氏喊了句，「娘，這是今天賣來的錢，您收著，收好了。」 

聽到那句「收好了」，夏蟬只覺得耳根都火辣辣的，這是把自己當賊防了嗎？ 

劉氏有些不好意思地把那錢收起來，趙青山就出門去開始劈柴，夏蟬一驚，趕緊跟了出去，

卻發現趙青山坐在院子的角落裡，只用一隻胳膊就能把那圓滾滾的木柴劈作兩半。 

他手臂上的袖子被高高地捲了起來，因為常年幹活，胳膊上的肌肉很是明顯，另外那隻受傷

的胳膊則纏了幾道白布，白布上還隱隱地滲出來血絲。 

看著趙青山揮舞手臂用的力氣並不小，夏蟬隱隱有些擔心，雖然沒有用受傷的胳膊，可肌肉

都是互相牽扯的，時間久了，還是會影響傷口的。 

想了想，把自己心裡的擔心吞了下去，還是先解決正事比較重要，夏蟬便蹭了過去，努力讓

自己看起來是笑咪咪的樣子，伸手不打笑臉人嘛。 

「那個，我有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趙青山抬起頭，看著夏蟬的臉，眉頭皺了皺，從懷裡掏出一個小布包遞給她。 

夏蟬愕然，「這是什麼？」 

趙青山把一根木柴豎在地上，掄起斧子劈成兩半，嘴裡淡漠地說：「妳要的麥芽糖。」 

夏蟬吃驚，「我什麼時候要過糖？」 

趙青山瞇起眼睛，「妳不是問我，伺候好我之後有什麼回報，睡夢之中還喊了句麥芽糖？今日

得來的錢雖不少，但要先還家中的債，妳那些賣掉的衣裳首飾就無法買回來了，這麥芽糖倒

是不難買。」 

夏蟬轉了轉腦筋，這才想起來，自己估摸著是說了夢話，她睡覺的時候的確是夢到了自己前

世養的那隻頑皮的貓，那隻貓用爪子撓自己的臉，她就揮著手訓斥了一句「麥芽糖」。 



麥芽糖，是貓的名字。 

手裡握著趙青山給的麥芽糖，夏蟬有些不好意思把和離的事情說出口了，但是想到趙青山跟

顧柳娘的事情，她還是輕聲說道：「那個……謝謝你的麥芽糖，我想跟你商量一下，關於你要

把我休了的事情。」 

趙青山手裡的斧子揮到了半空中，忽然就停住了，接著，用力往下一砍，又是一截木頭被砍

成兩半。 

他拍拍自己的手，那雙深邃明亮的眼睛再次直直地盯著夏蟬，半晌才說：「娘很喜歡妳，我不

會休了妳的，妳喜歡買衣服首飾，我會努力掙錢給妳買，只是，凡事都要有個底限，若是再

讓我發現一次妳對娘不好，我當然會……」 

夏蟬趕緊追問：「你會怎麼樣？」 

趙青山突然有些不想說出來了，但最後他還是低低地說：「我當然會休了妳。」 

夏蟬趁機說：「要不你現在就把我休了吧？我挺支持你的！娶一個情投意合的賢慧娘子的確很

重要，我理解你，不會怪你的，至於我欠你們趙家的錢，我會慢慢地還的。」 

她還沒說完，趙青山已經放下斧子，凝眸看著她。 

夏蟬有些慌了，趕緊解釋，「那個……我的意思是……你看，你不喜歡我，我也不怎麼……那

個你，我還差點害得你們家日子都快過不下去，咱們和離……或是你把我休了，對大家都好。」 

趙青山冷笑，想起來自己上山前曾聽見村裡幾個男人偷偷說的話。 

「青山家的媳婦長得真是俊！不怪青山願意寵著她慣著她！」 

「嘖嘖，青山的確好福氣，要是我能娶個這麼漂亮的媳婦兒，我會比青山對她更好！」 

「你小子說不定還有機會呢，我聽說青山打算把她休了，你把你媳婦兒也休了，把她娶回家

不就得了？」 

那些話，一直迴蕩在趙青山的腦海裡，他只恥笑那些人沒見識過夏蟬這個女人的惡劣之處，

可是當他受傷回來時，醒來第一眼看到的卻是夏蟬趴在床邊睡著了，一臉的疲憊，手裡還拿

著毛巾，一看就是照顧了他一夜。 

第二天，他娘還跟他好生誇了夏蟬一頓，看著母親一副精神煥發的樣子，趙青山不由得在心

裡重新審視了一番夏蟬。 

他沒想到，自己還沒有徹底想清楚明白的時候，夏蟬竟然主動請他休了自己。 

趙青山似笑非笑地看著她，「妳倒是說說看，妳不怎麼哪個我？」 

此時趙春霞已把飯熱好了，站廚房門口朝著趙青山喊，「大哥，飯熱好了，你趕緊來趁熱吃！」 

夏蟬不太好意思對一個大男人把「我喜歡你」或者「我不喜歡你」直接說出口，說起來，她

也是個戀愛小白，所有的經驗和理論都是來自網路上看過的那些狗血戀愛。 

她還沒有把話擠出口，趙青山已經丟下斧子鑽進廚房吃飯去了，她只好等他吃完飯再跟他說

話，原本想著趁趙青山吃飯的功夫進屋裡把被子抱出來曬曬，可她剛鋪好床把被子抱出來，

就看到趙青山已經吃完了飯正在往外走。 



夏蟬抱著被子喊道：「你去哪？」 

趙青山腳步一頓，厚實的背影怔了怔，有些不敢相信。夏蟬從前是從來不會過問他去哪裡的，

甚至巴不得他日日不在家，那樣她好偷偷溜到鎮上去買喜歡的首飾和衣裳。 

他轉過頭，看著夏蟬抱著被子，只露出來小小的一張臉，眼睛又大又黑，睫毛忽閃忽閃的，

不知道在想些什麼。 

「我去滿意家商量事情。」說完，他抬腿就走。 

夏蟬之前根本就不管家裡的事情，所以也不知道趙青山是要去商量什麼。 

見夏蟬怔怔的，趙春霞抱著一盆要洗的衣服跟著趙青山一道出門去了，劉氏則走到夏蟬身後，

有些憂愁地說：「青山之前跟滿意一起去鎮上賣包子，也能勉強掙些錢，可是前陣子新來了一

家賣包子的，他們的包子又大又便宜，這下就沒人買咱們的包子了，連著虧了好些天，也就

只能不賣了。家裡需要生活，青山是去跟滿意商量著還有沒有其他的法子掙些錢。」 

趙家種了兩畝薄田，收成也只能吃個小半年，所以趙青山父親在世的時候，父子倆合力搞了

個賣包子的營生，生意倒也不錯，因此趙家當初家境也是比較殷實的。 

然而，在夏蟬嫁過來之前，趙青山的父親生了一場大病直接就去世了，雖然父親去世，可趙

青山堅強地扛起了養家的責任，他娘身子不好，弟弟去打仗了，妹妹年紀還小，於是就跟同

村的趙滿意合計了下，一起做賣包子的生意。 

原本趙青山是打算著把夏蟬這個禍害給休了，一家人靠著賣包子賺來的錢，也不至於吃不上

飯，可是現下夏蟬這個禍害破天荒地變好了，包子的生意卻做不成了。 

這下，就算夏蟬不禍害，家裡的日子也有些艱難了。 

趙青山一路走，一路沉思，他腦子裡並沒有什麼頭緒。 

他身後的趙春霞追上他，「大哥。」 

「嗯？」趙青山停住腳步，看著趙春霞似乎有些激動的臉。 

趙春霞是有些不好意思的，但是這些話也藏在她心裡很久了，「大哥，咱們家的日子越過越苦，

不是你不努力，是有人在拚命禍害！柳娘很喜歡你，你心裡不清楚嗎？柳娘跟我說了，她現

在做繡工可以拿到的錢越來越多了，要是她可以嫁到咱家，你就不用那麼辛苦了，每天早出

晚歸地做包子賣包子，從來都沒有睡過一個好覺！ 

「柳娘還說，你不是一直都想擺個賣麵條的小攤嗎？她也覺得賣麵條比較賺錢，她攢了些錢，

可以給你買個架子車，到時候她白天跟著你一起出去賣麵條，晚上回來做繡工，多好呀。」 

想像著柳娘嫁過來之後家裡和和美美的情景，趙春霞臉上忍不住出現了幸福的表情。 

趙青山臉色卻有些發黑，「春霞，妳一個小姑娘家，怎麼會有這種思想？要是被人聽了去，還

會以為娘和大哥沒有教好妳！妳給我記住，不許再說這種話！」 

「我……」趙春霞臉上的幸福表情一下子消失了，她原以為趙青山也會贊同自己的，沒想到

他竟教訓了自己一頓。 

趙春霞心裡不是滋味，抱著衣服盆就走。 



趙青山看了看趙春霞的背影，心裡有些後悔，家裡日子過得不好，妹妹也跟著他們吃了不少

苦，她如今正值青春妙齡，卻沒有幾件像樣的衣服，這一切還是怪他沒本事！ 

他想了想，繼續往趙滿意家去。 

趙滿意的媳婦林氏最近剛生了個大胖小子，雖然也高興得不得了，可是家裡窮得都快揭不開

鍋了，兩人坐在堂屋裡商量了半天，要麼有些活計本錢太高他們出不起，要麼就是利潤微薄，

算了算根本就養不起家。 

最終，趙青山起身，「我再回去好好想想，要是有了好主意再來找你，你在家好好照顧你媳婦

兒。」 

看著趙滿意家裡床上的那個胖娃娃，趙青山眼睛黯然了下。 

第三章 賣菜譜小賺一筆 

趙春霞在河邊一邊淌眼淚一邊洗衣裳，她覺得很是不甘心，難道自己的這個家就真的要永遠

為了包容夏蟬而一直破落下去嗎？ 

在她看來，夏蟬這些天的轉變，不過是為了把趙家禍害得更慘！ 

她洗完衣裳，端著盆往回走，就看到同村的林大寶正赤著腳提著一只木桶，在陽光下，臉上

的笑容顯得格外燦爛。 

林大寶走過來，從桶裡提出來一條用草繩繫著的大肥魚遞給趙春霞，「聽說妳娘前陣子身子不

好，妳大哥也受傷了，妳一個女孩兒家，也不會抓魚，我今兒抓的魚多，給妳一條。」 

趙春霞基本不跟陌生男子說話，她低著頭，一聲不吭，有些局促地想逃。 

林大寶笑笑，把手裡的魚放到她面前，轉身就走。 

 

夏蟬曬完被子，心裡一直在打鼓，看來如今趙家是遇到了些難題，那這個時候她要是提出和

離，好像有點卸磨殺驢過河拆橋的感覺，說出去估計還會被人說閒話。 

可是，她也暫時想不到什麼好的賺錢法子，只能再觀察觀察。 

正準備做午飯，趙春霞從外面洗衣服回來了，把手裡的魚往廚房門口一放就去晾衣服。 

夏蟬看著那條大肥魚，眼睛一下子就直了。 

劉氏也連連誇讚，「春霞，妳怎的抓到了這麼好的一條魚？」 

他們素日裡抓魚，都是用網兜去撈，基本上撈到的都是些呆呆傻傻的小魚，吃起來肉並不多，

還帶著許多的刺。 

看著那條大肥魚，夏蟬捋起袖子道：「娘，今兒午飯我來做！我給你們做魚吃！」 

劉氏看看夏蟬，有些猶豫，「小蟬，這魚這麼大，妳會做嗎？」 

她是怕夏蟬做的不好，就可惜了一條好魚。 

夏蟬自信滿滿，「娘您放心，我若是做得不好吃，您儘管批評！」 

劉氏醃了幾大罐子的酸菜和鹹菜，平時也都是放在小瓷碗裡在鍋裡蒸上一蒸，連油都不放，

自然好吃不到哪去，可是看著那酸菜，夏蟬早就饞了。 



她利索地把魚給殺好洗好，麻溜地片成整齊的魚片，加了些鹽、生薑和胡椒以及白酒揉了一

番，又將蔥薑蒜乾辣椒等調料都切好，再切了些酸菜，鍋裡放油燒熱，下蔥薑蒜辣椒以及酸

菜，炒了幾分鐘，這才把前幾天趙青山賣豬肉時特意留下的骨頭煮出來的骨頭湯倒了進去。 

湯漸漸地燒熱了，香味也漫了上來，夏蟬很慶幸，自己前些日子在路邊發現了野生的花椒，

就摘了許多回來，這兒的人都不吃這個東西，更沒有人會種。 

廚房裡的香味引得趙春霞連連側目，劉氏也止不住嚥口水，「小蟬，這、這是什麼新奇的做法？

真是香！」 

等到雪白的魚片下進去，煮好盛出來，夏蟬自己也忍不住流口水了，她可是太久沒有吃過這

麼鮮香的菜式啦！ 

劉氏眼睛閃了閃，「我再炒個蘿蔔，等青山回來了咱們就可以吃飯了。」 

夏蟬卻笑吟吟地推開她，「娘，您去休息，蘿蔔也讓我來炒好了。」 

劉氏炒蘿蔔的時候，都是直接切絲清炒，夏蟬把蘿蔔切成塊，加辣椒蔥蒜炒了一番，也倒了

些骨頭湯進去燉，快出鍋的時候又加了一勺豆瓣醬，軟爛的醬燒蘿蔔也是讓人垂涎欲滴。 

趙青山還沒走到家門口就聞到一陣誘人的香味，他皺皺眉，這應該不是自己家做飯的味道，

他悶著頭繼續往前走，就看到一個男人站在自家門口，探頭探腦地往裡看。 

那男人是他的三叔，在鎮上開了個小飯館，一向很少回來。 

「三叔，您怎麼在這裡？快進去坐。」趙青山客氣地說。 

趙老三自從暗地裡把爹娘兩人的財產都弄到自己手裡之後，出去開了個飯館，就很少與家裡

人走動了，多少有些瞧不起他們的意思。 

他看著趙青山，似笑非笑地說：「家裡日子近來可還好？」 

趙青山淡定答道：「還可以。三叔若是不進去，我就先回家了。」 

他知曉這個三叔的為人，只是不點破而已，反正平時也沒有什麼交集。 

趙老三原本是不想進趙青山家這個破敗的院子裡的，可是不知道為什麼，院子裡那股子飯菜

的香味讓他忍不住想進去一探究竟。 

這樣想著，趙老三跟著趙青山走了進去。 

夏蟬跟劉氏已經把飯菜都擺好了，一盆酸菜魚，一碟子醬燒蘿蔔，還有一碟子辣椒拌鹹菜，

裡頭滴了兩滴麻油，倒也可口。 

稀粥跟饅頭擺了四份，劉氏正在放板凳，忽然見趙老三也來了，她眼睛瞬間有些失神。 

說起來，趙青山之所以長得不錯，那是因為遺傳了劉氏的容貌，劉氏年輕的時候可是村花，

模樣姣好，那時候趙老三還暗暗跟她表白過心意。 

只不過，劉氏早就喜歡上了趙老三的二哥，也就是趙青山的爹。 

趙青山的爹還沒去世的時候，趙老三一向都很避諱跟他們走動，可是趙青山的爹去世之後，

趙老三每回回來都要在他們院子門口晃悠一圈，甚至有一次還感歎道：「嫂子啊，妳說說當年，

妳是不是選錯了？」 



劉氏看見趙老三就覺得生氣，可她一向內斂，即使生氣也不表現出來，何況當年的事情孩子

們都不知道，她也不想讓孩子們知道。 

她嫁給趙青山的爹，從來就沒有後悔過，只是後悔孩子爹在世的時候，她沒有更關心他一些。 

「他三叔，來了。」劉氏明顯語氣不太熱情。 

夏蟬想不起這個三叔是誰，但是聽劉氏說他是趙青山的三叔，也立即熱情地搬了個板凳，「三

叔吃過了嗎？來一起吃點吧！」 

趙老三瞪著眼瞧著木頭桌子上鋪著的一塊碎花桌布，桌布上一盆魚和兩碟子其他的菜，香味

濃郁，他坐了下來，看了看夏蟬說：「那我就不客氣了啊！」 

趙青山也不再說其他的，坐下來開始吃飯。 

看著幾個人都吃得滿頭大汗，盆裡的魚和酸菜迅速地消失著，甚至趙春霞還盛了半碗酸菜魚

的湯喝了起來。 

夏蟬在心裡默默地想，幸好這條魚夠大，放的酸菜夠多。 

趙老三吃盡興了，抹了一把嘴巴，看著劉氏的眼睛都在放光，「嫂子，這是妳做的？我竟然不

知道妳廚藝這麼好！這個魚，妳是怎麼想到要跟酸菜一起燒的？」 

夏蟬瞧見劉氏不願意跟趙老三說話，正要解圍，卻見趙老三闊氣地從袖子裡摸出來錢袋，接

著，從那錢袋裡拿出一把錢，數了數，放了一小把在桌子上。 

「這是五十文錢，妳也知道我是開飯館的，不會輕易要了妳燒菜的方子，五十文錢，青山出

去賣包子，最起碼也得賣個半個月才能掙這麼多吧？嫂子妳只要告訴我這魚是怎麼做的，這

五十文就是妳的啦！」 

劉氏頓時有些動容，她看著桌上的錢，想著自家的困頓，看了看夏蟬，「這是我家小蟬做的，

我還真不知道做法。」 

趙青山始終在旁邊沒有說話，在聽到劉氏說這是夏蟬做的魚之後，才抬頭看了看夏蟬。 

不知怎的，這一眼讓夏蟬明白了，他們一家都不喜歡這個趙老三。 

夏蟬忽然沒忍住，朝趙青山擠了擠眼，趙青山一愣，頓時低下頭不再看夏蟬。 

趙老三急了，「青山媳婦，這真是妳做的？」 

他之前可聽聞了，這個趙青山的媳婦夏蟬又懶又會花錢，怎麼可能會做這麼美味的菜？ 

夏蟬點點頭，坦然地說：「是我做的，不過啊，這道菜的做法，我已經高價賣給了鎮裡另一家

酒樓，他們給的價格很不錯的。三叔，家裡如今情況不大好，雖然跟您是親戚，可我們也要

生存啊，所以，這菜的做法不能賣給您，我明日就要去鎮上教人家做法，然後取銀子了。」 

趙老三急了，「當真？妳賣給了誰？」 

他現在跟另外幾家酒樓的競爭很是激烈，眼見著人家的規模都擴大了起來，但他捨不得改善

自家飯館的環境，光憑著好味道取勝，可是另外幾家飯館都漸漸變成了規模比較大的酒樓，

菜的樣式也增加了許多，味道也逐漸趕上甚至超越了他，他焉能不急！ 

劉氏老實，在旁邊忍不住問：「小蟬，妳是賣給了誰？」 



夏蟬一時想不起來鎮上另外幾家酒樓的名字，眼見趙老三就要懷疑了，趙青山篤定的聲音響

了起來——  

「到底是賣給了誰，三叔過幾日便知道了。」 

趙老三看著他們，思考了幾息，立即把自己的錢袋再次拿出來，「他們給妳多少錢？」 

夏蟬笑咪咪地伸出兩根手指，「二兩銀子。」 

趙老三瞪著眼睛，「二兩？你們搶錢嗎？」 

夏蟬笑的更好看了，「三叔，您這什麼話呀，做生意不就是講求你情我願的，再說了，我的菜

譜賣給他們，他們再賣出去，這二兩銀子不用多久便能賺回來了，做生意嘛，腦子不活絡可

只有死路一條了呢。」 

趙老三想了想，有些不甘心地伸出三根手指，「三百文！看在咱們都是親戚的分上，你們把這

菜譜賣給我，否則的話，咱們親戚也就別做了，你們家將來若是出了什麼事情，可別想著求

我！」 

實際上，趙家出事的時候，趙老三可沒有幫過一次。 

趙青山看了看夏蟬，眼裡的神色變得柔和了些。 

他自從跟夏蟬成親那天晚上鬧了點事之後，就很少跟夏蟬講話，後來發現夏蟬這個人又懶又

敗家，他就更不喜歡跟夏蟬說話了。 

可是這次他打獵回來，發現夏蟬似乎活潑了許多，從前臉上整日掛著的陰雲也沒有了，那雙

眼睛又亮又靈活，看得他都有些受不住的心跳加快了。 

正巧，夏蟬特抬頭看了看趙青山，她見趙青山望著自己的眼神竟然變了，忽然覺得自己被丘

比特射了一箭似的，心頭小鹿亂撞。 

她趕緊轉過頭，對趙老三說：「行，那就三百文賣給你，只是，看在親戚的分上我才給您這麼

低的價格，往後的菜譜，我可不能賣這麼低的價格了！」 

趙老三眼睛一轉，「還有其他的？」他考慮了下，說：「我先把這個買了，要是這道菜賣的好，

我就再來找妳，妳那些菜譜可都得留著，先別賣出去。」 

趙老三見夏蟬不太想答應的樣子，又說了好些話，夏蟬這才為難地答應了，趙老三於是把夏

蟬說出的菜譜方法記了下來，高興地離開了。 

劉氏一臉憂愁，「小蟬，這菜譜當真有人要二兩銀子買走？」她覺得夏蟬也太笨了，有二兩銀

子的不賣，賣給這個趙老三做什麼？ 

夏蟬還沒說話，趙青山在旁邊說話了，「她不過是糊弄了三叔一番。」 

劉氏這才放下心來，她可不希望那個趙老三真的占了家裡什麼便宜！ 

夏蟬數了數那三百文錢，盡數遞給劉氏，「娘，這些錢您先拿著去還債，夠不夠？」 

劉氏先前已經用趙青山賣豬肉野雞和兔子的錢還了一部分的債，現下又忽然多出三百文錢，

自然是可以還債了，約莫還可以剩下個幾十文錢。 

「夠了夠了，小蟬，多虧妳了！咱們把債還清，家裡的糧食也夠吃上四五個月的，接下來就



輕鬆些了。」 

四五個月？離下一次收成還有大半年呢，若是那糧食吃完了，趙家還指著什麼過活？現下趙

青山的包子生意也做不成了，家裡根本沒有任何進項！ 

見著大家情緒都有些低落，趙青山站起來，壯碩的身材顯得孔武有力，「娘，您先去把債還了，

家裡的糧食雖可以維持幾個月，但我也會儘快找到合適的法子掙錢，讓妳們過上好日子。」 

夏蟬瞧了瞧趙青山，決定今天晚上跟他進行個第二次會談！ 

到了晚上，夏蟬洗漱好躺到床上，趙青山還在院子裡藉著月光劈柴，等了好一會，趙青山這

才洗漱完進屋，他跟夏蟬自然是睡在一個屋子裡的，可是夏蟬想了半天，腦海裡也沒有跟趙

青山睡過一張床的記憶。 

趙青山摸黑走進屋裡，夏蟬心跳加速，捂著被子，臉上發熱。 

結果，趙青山不知道從哪裡抽出來一張席子，直接鋪在了床邊的地上，接著，又從旁邊的櫃

子裡拿出一塊劉氏做的小毯子，躺下蓋到身上，屋子裡瞬間安靜了下來。 

夏蟬有些尷尬，但是心裡也輕鬆了許多，畢竟她覺得跟趙青山還不是很熟，若是硬要睡在一

起也太尷尬了。 

她默默想了一下，輕聲說：「我想跟你談談。」 

趙青山從鼻子裡發出很淡的一聲，「嗯？」 

「家裡多我一個人，也多了一張嘴，總是要吃飯的，我知道我從前很荒唐，所以我就想著，

不如，我們就分開吧，我去鎮上徐員外家裡做廚娘，每月大概可得兩百文，到時候我會讓人

每月都帶錢回來，慢慢地還給你們，你也可以放心娶了想娶的人，等我把欠你們的錢還完了，

我們也就徹底兩不相干了，好不好？」 

夏蟬是有些忐忑的，實際上，她還沒有摸清楚趙青山的脾性。 

半晌，趙青山聲音冷靜地答了一句，「妳嫌棄我掙不到錢了？」 

他記得夏蟬可是說過不少次類似「我原以為你們趙家還是不錯的人家，誰知道這麼窮，你每

個月掙那點錢，夠做什麼？！還不夠買我的一雙襪子」之類的話。 

趙青山心裡不爽，忍不住哼了一聲，他以為夏蟬變好了，沒想到她竟是死性不改！ 

夏蟬趕緊解釋，「不是不是，你別誤會，我只是覺得，有情人還是終成眷屬的比較好……」 

這回，她沒有聽到回答，過了一會，月亮從窗子外面慢慢地移動，月光灑進來，她略微可以

看得到趙青山沒有再睡在地上，他坐了起來，似乎面色不悅，不知道在想些什麼。 

夏蟬心裡一咯噔，卻聽見趙青山慢慢地說：「春霞不懂事，要是說了不該說的話，妳也別放在

心上，我已經說了她一頓了。至於別人，我是管不著的，雖然妳成親當晚便砸破了我的頭，

可我也絲毫沒有虧待過妳什麼，妳既喜歡錢，我去掙便是了，我既娶了妳，妳便是我的娘子。」 

聽完這話，夏蟬一愣，啥啥啥，成親當晚，原身還砸破了他的腦袋？ 

夏蟬心中的八卦之火熊熊燃燒起來，原身跟趙青山到底是怎樣一對奇葩的存在！ 

如此霸道蠻橫的一個女人，趙青山到底是如何忍受下來的？ 



她忍了忍，還沒有問出口，接著便聽見趙青山的聲音傳到耳邊——  

「睡吧。」 

夏蟬不再做聲，雖然心裡想著事兒，可是白天也算是忙了一天，幫著劉氏裡裡外外地打掃，

確實也累了，她很快就睡著了。 

趙青山一夜沒有睡著，他想著跟夏蟬一直以來的相處，說不上有什麼難忘之處，可卻時時都

忘不了，他受傷醒來的時候，床邊上趴著的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