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十一章 新年新氣象 

二十五一早，葉清和就起床了，把早飯做好之後就開始練字。葉心上次從鎮上買

了紅紙回來，讓葉清和寫春聯，這對葉清和來說無疑是件重要的任務，所以他要

練好這幾個字，寫上幾幅漂亮的春聯貼在門上。 

直到晚上的時候，葉清和還悶在房間裡，葉心問葉清山，「大哥這是在幹麼？」 

「小妹不是安排他寫春聯嗎？他在練字呢。」葉清山道。搬過來之後，他就特別

喜歡在山裡晃悠，這山上野物不少，只是冬眠了，可即便如此，他也很喜歡這地

方。 

葉心吃完飯就回去繼續練功，這幾日，她覺得自己的進步比往常要大一些，也不

知是因為最近無其他瑣事，還是這山中適合練功。 

臘月二十六，村裡有自己養豬的已經開始殺豬了。 

葉心訂了年豬，今日雖不殺豬卻有其他事要做，她換上舊衣服，背著一背簍的豬

下水下山，山上是有井，可是豬下水的味道實在有點大，所以她拿到山下的湖邊

洗，洗乾淨之後才又返回山上。 

葉心將洗淨的豬大腸掛在倉庫房裡，倉庫位置陰涼，特別適合存放東西。 

用了一整天的時間才把三背簍的豬下水處理完畢，回屋後，葉心好好洗了個澡，

把身上臭味洗淨。 

二十七一大早，葉心將買來的年豬切了一大塊肉下來，剁碎後加入鹽、醬油拌勻，

心想等到明年就能加入番椒了，她前些時日跟葉清山巡山的時候，發現這山上還

有桂皮和花椒，只不過現在不是成熟的季節，否則加入花椒的話，香腸的味道會

更好。 

葉清和一起來就看見葉心將豬肉往豬下水裡灌，頓時大驚，後來想到葉心不是亂

來的性子，十分不解地問：「小妹這是？」 

「做香腸。」葉心道，然後接著灌肉去了。 

葉清山起來後看見了也是吃了好大一驚，然後開始幫葉心的忙，只是葉清山下手

沒個輕重，香腸灌得不均勻，葉心只得自己動手。 

灌好香腸之後，葉心用繩子將香腸綁起來，然後在上面戳上一些洞洞，避免在晾

香腸的時候，腸衣和肉會分離開來。 

葉心灌了一天的香腸，豬肉還剩下一部分，她沒打算灌完，將灌好的香腸晾起來

之後，把剩下的豬小腸也一併晾起來風乾。 

臘月二十八，葉清和頂著黑眼圈，拿出了五幅春聯，正門貼的上聯是「福照家門

萬事興」，下聯是「喜居寶地千年旺」，橫批「喜迎新春」。 

這字寫的還過得去，清秀中帶有一絲堅韌，這對子也適合葉家。 

葉清和站在下面喊道：「再左邊點，二弟。」 

聞言，葉清山舉著橫批稍稍朝左邊靠了點。 

「可以了，就這裡。」葉清和道。 

葉清山貼好對聯從凳子上下來，擦了擦額頭的汗，爹去世之後，他們家就沒過過

一個像樣的年了，今日貼春聯，讓他覺得似乎又有了年味，這樣的過年才是他印



象中期待的。 

臘月二十九，葉心開始羅列明日團年的菜單，紅燒一條魚代表年年有餘，蒸一個

肉丸子，代表團團圓圓，還有一甕小雞燉蘑菇。主菜確定之後，葉心又開始想素

菜，做一個上湯青菜，原來儲存的番椒拿來做一盤虎皮番椒，主食一定要有餃子，

外加麵條。 

臘月三十一大早，葉心如往常一樣先打一套形意拳，令她驚訝的是，這套拳法竟

然七處勁都被她打通了，她深呼一口氣，只覺體內的濁氣盡數排出。 

葉心引氣，然後一躍飛上了房頂，蜻蜓點水般飛向了廚房。 

葉清山看見葉心的身影，嚇得差點從木樁上掉了下來。 

為了配合葉心和葉清山兩人練武，鐘玉成專門從山上砍了樹，做成木樁，只不過

這木樁放在練武的場上，一般都是葉清山在用。 

葉清山穩好自己的身形，然後跑到廚房，「小妹，妳會飛？」 

葉心正在切菜，聽葉清山問，便點點頭，「才學會的。」 

「也是神仙教的嗎？」葉清山好奇的問，鎮上武館那麼多人，唯蔣元超還能飛幾

步，可即便這樣，武館的人都羨慕得很。 

「不是。」葉心道：「你想學？」 

葉清山頭點的跟小雞啄米似的，這等武學有誰不願學呢？ 

葉心將夜七教授自己的法子跟葉清山說了遍。 

葉清山聽得雲裡霧裡，隱約中想起薛正平當時說的話，「這內功心法眾人皆可學，

然只有學至大乘，方能憑空飛行。」 

所以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憑空飛行，即便是蔣元超，在飛的過程中也需借助其他力

量，這樣說來，葉心的內功是已學至大乘了！ 

葉清山無比羨慕，不知不覺中，小妹都內力都這麼深厚了，什麼時候自己才能達

到小妹這種水準？ 

葉心見葉清山一臉迷茫，想了想，這些內功心法需要自己理解，有些東西只可意

會不可言傳，過多的解釋她也說不清，只能看葉清山什麼時候能領悟。 

葉清山也明白這個理，壓下心中的羨慕，道：「小妹在準備年夜飯嗎，要我做什

麼？」 

「二哥把這些青菜洗淨。」葉心指著廚房灶臺上的一堆青菜說。 

「好勒。」葉清山應了一聲，把青菜用簍子裝好拿去洗了。 

葉清和很快也起身，跑到廚房開始幫忙，見葉心和葉清山都還未吃早飯，他便煮

了小半鍋麵疙瘩，三人吃完之後繼續準備年夜飯。 

葉心將豬肉剁碎之後，加入一個雞蛋，再放入佐料拌好，捏成丸子形狀，裝盤放

入鍋中打算蒸。 

「蒸的？」葉清山有些激動，蒸豬肉這種吃法他還沒嘗試過呢。 

也不怪葉清山激動，按照需求來說，人最低層次是要吃飽穿暖，一旦滿足之後，

人們肯定想吃得好、吃得精，黃葉村食材有限，葉心能在有限的食材裡換著花樣

來做，確實能提升不少食慾。 



「嗯，代表團圓。」葉心道。 

葉清和一聽，眼眶瞬間紅了。半年前，小妹病倒，那個時候他再一次感受到死亡

離他們那麼近，明明答應母親要照顧好弟弟和妹妹，小妹卻生病了，還好小妹醒

了過來，並得到神仙的點化，也許是上天看不過去葉家的悲慘吧，沒有把小妹從

他們身邊帶走。 

這是三兄妹第一次合力做年夜飯，廚房不停有笑聲傳出去，看得出來大家都很開

心。 

申時，所有的準備工作都已完成，葉心開始炒菜，葉清山把膳食廳的凳子換成了

葉心買的紫檀木椅子，不過只擺了三把出來，葉清和負責把廚房的菜端到膳食廳。 

肉的味道散發出來，葉心揭開鍋蓋，用筷子戳了下，確定丸子已蒸好，用布巾托

著將盤子拿了出來。 

葉清和一進廚房就聞到一股肉香，不由得道：「好香！」 

「大哥盛飯，準備吃年夜飯了。」葉心道。 

菜全部上齊，葉清和坐在正中間，葉清山和葉心一左一右落坐，葉清和把自己準

備的茶水端起，站起身，「葉家列祖列宗在上，子孫葉清和在此以茶代酒敬列祖

列宗，請求祢們保佑我們兄妹三人。」願他能繼續讀書，考取秀才，願清山能練

好武，願小妹能無憂無慮、身體健康。 

葉清和將茶水灑在地上，又拜了三下，葉清山和葉心也跟著拜了三下，這才開始

吃飯。早上只吃了些麵疙瘩，忙碌一天，三人早就都餓了，飯菜味道不錯，吃飯

時竟無一人說話。 

吃完之後，三人回到屋內洗澡換衣服，將舊衣服洗淨晾曬，這是習俗。 

葉心選了繡娘縫製的那件粉色棉襖，這半年來她吃的不差，原本黃瘦的小娃變得

白皙，身材也勻稱起來，加上一直練武，所以顯得格外精神。 

葉蘭生生得俊秀，葉心的長相大部分遺傳自他，以往一直是布衣，如今穿上亮麗

的顏色，葉清和、葉清山只感覺葉心似乎變了模樣，好像鎮上的大小姐。 

「小妹，妳穿這身真好看。」葉清山忍不住說道。 

葉清和一拍葉清山腦袋，「那是因為小妹本來就生得好看。」 

葉心倒是大方地說：「謝謝。」誰不喜歡自己好看一點呢，只不過她沒有購置鏡

子，所以也不知道現在這模樣是什麼模樣。 

葉心拿出一個盒子遞給葉清山，「送給二哥的。」 

葉清山好奇地接過盒子打開，頓時驚訝得說不出話，過了好一會才道：「這、這

是弓嗎？」 

「嗯，這叫複合弓。」葉心解釋複合弓和普通弓的區別，然後給葉清山示範了這

把弓的用法。 

葉清山愛不釋手，「我也有自己的弓了呢。」聲音掩飾不住的激動。 

葉清和知道葉清山作夢都想有自己的弓，如今願望得以實現，笑道：「二弟可要

用好這弓。」 

「嗯，我一定會射更多的獵物回來。」葉清山保證。 



葉心，「……」總覺得這弓的用途不對。 

「我去外面試試。」葉清山說著就要出門。 

葉清和搖了搖頭，笑著說：「急什麼。」 

隨後，葉心拿出一沓紙，「這個是送給大哥的。」 

葉清和沒想到自己也有禮物，接過打開一看，紙上的字格外好看，堅韌中帶著一

絲娟秀，葉清山走回來一看，見是一堆密密麻麻的字，瞬間沒了興趣，還是到外

面去試試這弓的威力。 

葉清和看完字，這才開始看內容，然而只一眼他就驚呆了，「這、這是……」 

這是周易的解讀，是葉心自己寫的，周易是所有學子必須學的一門課程，也是較

難的一門，建元八年的府試就考了周易，但凡通過的童生，這一題可都答出來了。 

「大哥未來考秀才總是用得上的。」葉心道。 

「謝謝小妹。」葉清和拿著宣紙急速離開。 

拿著弓箭還未走出門的葉清山一看就愣了愣，心道：大哥，剛才是誰說急什麼的？ 

按照習俗，一家人應該坐在一起守歲，然而柴火加了幾次之後，葉心覺得還是躺

在床上舒服便回房了。 

葉清山見葉心離開，也回去了。 

葉清和不用說，回到房間點著油燈，繼續看小妹送他的周易解讀去了。 

大年初一，吃完飯葉心就開始練功，整個過年期間，葉心都是早上起來，隨便吃

上一些食物然後滿山飛，她現在的輕功可以從她的住處飛到大門外，想來要不了

多久，就可以從山頂飛往山下。 

 

 

這種清閒的日子沒過多久，十六一大早，葉清山要去鎮上武館，武館營業的日子

是十七日，只不過今日得報到。 

葉心背著一背簍香腸和葉清山一起去鎮上，至於葉清和，從拿到葉心的書稿之後

就一直悶在房裡。 

「我來。」葉清山接過背簍背在身上。 

昨日晚上葉心蒸了一盤香腸，炒了一盤，還做了香腸飯，葉清山吃著吃著才想起

來，香腸外面包著的是豬下水，不過吃起來一點臭味都沒有。 

兩人是從山上開闢的小路走下去的，這次去鎮上，還不知道香腸的價格如何售

賣，單單一個粉條都能可以賣到兩百文一斤，這香腸不知易雲柏會出何價。 

葉清山將葉心送到茶館才轉身去武館，雷掌櫃見葉心背著背簍，神色激動，「姑

娘，妳來了。」以前以為葉心是男娃，所以喊她小兄弟，現在葉心是他家少爺認

的妹妹，他不好再這樣稱呼，想來想去喊姑娘是最好的稱呼。 

「嗯，做了些東西，看掌櫃收不收。」葉心將背簍取下。 

雷掌櫃看了眼，「吃食？」 

「嗯。」葉心道：「喚作香腸，廚房借我用下。」 

葉心在廚房切下一小截香腸，切成薄片後放入碗中蒸上，又切了一段香腸拿來和



青菜炒了一盤。 

半年前吃了葉心做的小餅，他就知道這女娃的廚藝不錯，今日他終於有機會來嘗

試一下其他的手藝了，這麼想著，他便一臉興奮地站在葉心身後。 

葉心將做好的香腸端出放在桌上，炒的香腸色澤比蒸的還紅豔一些，雷掌櫃也不

客氣，拿起筷子夾了一塊炒過的香腸，香腸裡用的是半瘦半肥的豬肉，所以嚼勁

十足。 

雷掌櫃又夾了一塊蒸的香腸，用蒸的香腸味道比炒的要濃郁一些，他忍不住多夾

了幾塊入口，這才捨得把筷子放在一邊。 

年前易雲柏說葉心可能會來售賣東西，到時一定要收，價格讓雷掌櫃看著定，方

才雷掌櫃吃香腸的時候便在思索這價格，上次的粉條收的價格是兩百文，拿到靖

州之後，被少爺炒到四百文一斤。 

凡事物以稀為貴，這道理他也懂，香腸比粉條要好上不少，思索半晌後，他道：

「三百文一斤收可好？」 

「好。」葉心同意，「這有一背簍香腸，雷掌櫃打算先售賣，還是直接大量收？」 

雷掌櫃知曉葉心的意思，先售賣可以試探一下行情，如果賣得好，再大量收也不

遲，如果賣的不好就可以不收了，不過他混了這麼多年，這點眼光還是有的，當

下就道：「大量收，姑娘有多少，我們全收了。」 

「家裡還有一部分，明日我讓我二哥送過來。」葉心道。 

兩人商定好之後，雷掌櫃又多說了句，「還請姑娘不要將香腸賣於其他店鋪。」 

「嗯。」只要有地方收就可以了，畢竟葉心也是個怕麻煩的人。 

這一背簍的香腸一共是三十二斤，雷掌櫃給了葉心九兩又六百文錢，並將葉心送

到門口，等葉心走之後，他折身去了廚房，把剩下的香腸全部吃乾淨，這才心滿

意足的繼續做事。 

 

從茶館出來後，葉心先去了市集，中途路過以前售賣粉條的那家酒樓，才發現這

家酒樓不知何時改了名字，現在叫粉記，店面也重新裝修過，客人比之以往多了

不少。 

說起粉條，葉心後來把粉條的做法跟張氏也說了，現在余、張兩家就做粉條給鎮

上售賣，但價格只能賣到五十文一斤，可即便如此，兩家人也高興得很。 

到市集之後，葉心找到屠戶，讓屠戶這兩天有空送一頭豬去黃葉村。 

才過完年，家家戶戶的肉都還未吃完，來買肉的不多，只因今日有學子要交束脩

需要買肉，所以一大早的還有些忙碌。 

屠戶表示，可能要等到下午才能將豬送過去。 

葉心有些好奇，「這束脩就是十斤肉嗎？」跟屠戶說話的空檔，有兩名學子來買

肉，並且買的都是十斤。 

「嗯，這十斤是最多的束脩，也有五斤的，兩斤也有，看各家的情況。」屠戶解

釋了句，鎮上就他殺豬賣，所以學子來買東西，他也瞭解一些。 

葉心道：「那也幫我秤十斤肉吧。」 



屠戶動作俐落地切下十斤肉，這半年來他也認識了葉家三兄妹，「替妳哥哥買束

脩？」 

葉心稱是，又道：「對了，往後有豬下水也都留下來，到時我讓我二哥來買。」 

豬下水不好賣，葉心這麼一說，代表往後豬下水都能處理掉，屠戶自是開心，「沒

問題。」 

從市集出來，葉心去了私塾，門口有學子出來，葉心攔下其中一人，「請問夫子

在哪？」 

被攔下的學子見眼前的小娃模樣可愛，手上又拿著肉，猜想也是來交束脩的，「你

要找我們夫子嗎？」 

「嗯，能麻煩你帶我去找夫子嗎？」葉心問。 

這人今日是來交今年的束脩，明日才正式授課，他剛交完束脩，現在也無事，便

答應了葉心的請求，「好，你跟我來。」 

去找夫子的路上，那學子又道：「你也打算來私塾嗎？」他來私塾已經兩年了，

知道眼前的娃娃是新人。 

「嗯，替我大哥交。」葉心道。 

「原來是這樣。」學子領著葉心轉了一個彎，「趙夫子就在前面的房間裡，我就

不過去了，祝你好運。」 

「謝謝。」葉心道，提著準備好的束脩走上前去。 

這會趙夫子的房間沒其他學子，葉心走到門口，敲了兩下門，聽見趙夫子在裡面

嗯了一聲，她才進去，脆生生的喊道：「夫子好。」 

聽到聲音，趙夫子一愣，抬頭又是一愣，怎麼是個小娃？ 

葉心道：「不知夫子還收學生嗎？」 

趙夫子很快反應過來，小娃也是能入學的，只是這些年鎮上沒有這麼小的娃娃來

讀書，便道：「收，不過進私塾前要先答題，用以考驗你們的學識水準。」這個

問題一般來說都很簡單，主要是讓夫子對這個學子的水準做到心中有數。 

見葉心點了點頭，趙夫子便問：「『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這

話你如何理解？」 

葉心沒想到趙夫子會提問，猜想他誤以為是自己要來讀書，不過既然問了，她也

開口答道：「這話出自論語述而，孔子的意思是，再給他幾年的時間，到五十歲

學習《周易》，便可以沒有大的過錯。」 

趙夫子點點頭，看來這小娃《論語》學的不錯。 

葉心接著說：「五十而知天命，看得出，孔子把《周易》和知天命連在一起，他

主張認真研究《周易》，是為了使自己的言行符合於天命，也教導我們善鑽研，

活到老學到老。」 

趙夫子眼裡閃過一絲驚訝，看來不僅學得不錯，領悟還很深刻，「不錯，孔子喜

讀《周易》，曾把穿竹簡的皮條翻斷了很多次。」 

趙夫子覺得眼前的小娃如果好生學習，未來定能成大器，心中一喜，「這束脩可

以留下，明日你就來學堂。」 



葉心把束脩放在桌上，道：「不是我來，我是替我大哥交束脩。」見趙夫子愣了

愣，她趕緊解釋，「我今日路過鎮上，見大家都在交束脩，怕名額會滿，便提前

過來，夫子放心，我大哥學識在我之上，明日我就帶他過來。」 

趙夫子一聽這小娃的哥哥學識更厲害，心裡更加歡喜，「那讓你大哥明日早些時

候過來。」 

第二十二章 默默賺大錢 

從私塾出來，葉心便回去了，一到家就跟葉清和說了這事。 

葉清和興奮不已，可隨後想到如果自己去了私塾，家裡就只有小妹一人，「不妥。」 

葉心知道葉清和在想什麼，「大哥不用擔心家裡，這香腸易大哥他們三百文一斤

收，我每日就做一些香腸，大哥和二哥去鎮上的時候把香腸帶去賣掉就行。」 

「這自是沒問題，可是家裡總得有個人。」葉清和道。 

「大哥就放心吧。」葉心道：「大哥倒是要好好想想鎮上夫子會考的題，他今天

問我的是《論語》。」 

葉清和心跳突然停止了一下。 

葉心接著道：「我跟趙夫子說了，大哥的學識在我之上。」 

葉清和無法淡定了，全身上下都緊張起來，顧不得多說，直接跑回房間去看書了。 

葉清山從鎮上回來，聽聞葉清和馬上要去私塾，心中替大哥開心，「大哥安心讀

書，我一定會努力賺錢養家。」 

「你這賺的錢還不夠小妹賣一斤香腸的錢。」葉清和笑著說：「不過你比大哥厲

害，大哥一文錢都賺不到。」 

「大哥說什麼呢。」葉清山道：「大哥將來考上秀才可是要撐起整個葉家的。」 

「對，大哥可是要考秀才的人。」葉心跟著說了句。 

葉清山用力點點頭，他一定要考上功名，讓小妹不再那麼勞累，「你們放心，我

一定好好讀書。」 

屠戶下午將豬肉送了過來，葉清山和葉清和兩人將整頭豬拖到山頂，葉心則是在

湖邊清洗豬下水。 

隔天天還未亮，葉清和就醒了，他緊張地拿起書又翻了一遍，見快到時辰，趕緊

跑去廚房做早飯，三兄妹吃完早飯，才一人背著一背簍的香腸去鎮上。 

原本葉心要送葉清和去私塾，然而葉清和堅持要先去賣香腸，說一背簍香腸也有

好幾十斤重，葉心想著賣香腸速度也快，就先去了茶館。 

三背簍香腸共有一百零二斤，三十兩又六百文，葉心收好錢，趕緊催促葉清和去

私塾，昨日趙夫子可是說了，讓葉清和今日早些時候來。 

趙夫子見到葉清和，問了個問題，見葉清和答的還算不錯，就是有些緊張，「行

了，進來吧。」 

葉清和進去之後對葉心和葉清山揮了揮手，葉心比了個加油的手勢。 

葉清山拿起兩個空背簍，「這個我下午帶回家。」 

「嗯，二哥快去武館吧，我也回去了。」葉心背上空背簍。 

「好。」葉清山朝武館的方向走去。 



回到家後，葉心將豬肉醃好放在一旁，然後開始練拳，又在山頂飛了一圈，這才

回到屋內繼續灌香腸。 

今日大壯也過來了，葉心按照之前跟大壯說好的，先支付大壯二十兩銀錢。 

葉心手裡還有五十二兩銀錢，葉心裝了兩背簍香腸，明日待大哥和二哥把這些香

腸賣掉，還得拿出六兩銀子再去屠戶那買一頭豬。 

葉心每日賣掉兩背簍香腸，收入都在十八兩銀子左右，每隔五天需要再買一頭

豬，花去六兩，一個月的淨收益有五百零四兩。 

葉心清點完收入，抽出一百兩遞給葉清山，讓他明日去鎮上的時候把一百兩銀子

給鐵匠鋪的老闆。 

 

 

時間過得很快，轉眼到了三月，山下的番椒都成熟了，紅彤彤的一片，煞是好看。 

葉心拿出二十兩，開心地跑到湖對面，許久沒有到湖對面去，葉心划著竹筏過來

的時候，把湖邊的村民嚇了一跳。 

葉心去了里正家，李小丫站在門外，看見葉心跟見了鬼似的，「妳竟然還活著？！」 

葉心無語，但她今日心情好，不跟小女子一般見識，她越過李小丫走進屋內，「里

正，李大哥在嗎？」 

李小丫一聽葉心來找李大海，頓時大怒，「狐媚子，妳又想勾引我哥？」 

李正全一聽就喝道：「李小丫，妳犯什麼渾。」上次梁氏教訓李小丫還管了半個

月，也不知道這丫頭怎麼回事，每次看見葉心都會犯渾。 

葉心無視李小丫，跟李正全說道：「李大哥去年幫我們種了番椒，如今都活了，

按照先前說好的，一畝地一兩銀錢，這是二十兩。」 

李正全接過銀錢，「我替大海謝謝你們了。」 

葉心擺擺手，直接回家去了。 

回到山上，葉心把番椒全部摘了下來，然後用繩子將番椒串起來，掛在倉庫的牆

上，番椒晾乾的過程是不能暴曬的，更不能清洗。 

葉心每日收那半畝地的番椒，然後灌五十斤的香腸，日子過得倒也充實。 

葉家三兄妹另開闢了路去鎮上，因此村裡不少人以為葉家三兄妹都窩在山上，還

有的則以為他們被水怪抓走了。 

 

 

范立，村裡馬氏的兒子，過年的時候隨著馬氏堂哥家的兒子馬承業去曹水縣玩了

一段時日，村裡的孩子第一次進縣，范立玩得都不想回來，要不是因為他爹范大

催著要去私塾，他還真不想回這個村子。 

回到家，幾個弟弟妹妹就纏著范立講縣裡的事，范立隨口說了一些，引得這群人

驚歎連連。 

坐在床上的馬氏聽范立說得心裡癢癢的，恨不得自己也能跟著去縣裡瞧瞧，「兒

子，再給娘講講，你在縣裡還遇上了什麼？」 



幾個弟弟妹妹也一臉崇拜地盯著范立，范立見家人的模樣，露出一絲鄙夷的神

色，不過他確實很享受一屋子的人給予他的崇拜眼神，「縣裡什麼都有，你們見

過馬車嗎？我可見到了好幾輛，還和承業表哥一起坐了。」 

范立接著道：「牛車算什麼？坐著又臭又髒，馬車可舒服了，車子的木頭可是紅

色的，上面墊子軟軟的，裡面還有不少茶水和甜點呢。」 

屋子有吞嚥聲響起，范立再一次露出鄙夷的神色，想起縣裡的書生都穿長袍，看

起來十分瀟灑，他也想穿，只是一件最普通的長袍都要一兩銀子，還有，縣裡的

大家閨秀都穿著裙子，比村裡最好看的女子李小丫還要漂亮一百倍。 

范大怒吼道：「沒出息的東西，你考上秀才，這些還不是應有盡有？」 

馬氏趕緊贊同，「對，兒子，你要考取秀才了，這些都會有，到時娘還可以沾沾

你的光，也坐一下馬車。」 

范立頓時拉下了臉，心想，秀才是那麼好考的嗎？這黃葉村這麼多年來就只出了

葉蘭生一個秀才，最關鍵的是，他不是讀書的料啊。 

馬氏憑藉堂哥的關係讓范立進了私塾，可是他根本學不了，去了私塾一年，連字

也沒認會幾個。 

范立不情不願地出了門，朝鎮上走去，馬氏給了他十個銅錢，讓他坐牛車去。 

他把銅錢收好，只是近距離觀看了一眼，一想到馬車的好，他就不想要坐牛車這

種髒東西，村人總愛在牛車上放各種菜肉，那味道最不好聞，還是馬車配得上他。 

范立一邊想一邊走到了私塾，走到房間最後一排坐下，才發現大家都圍著一個人

在說話，這人還有些面熟。 

一旁的馬光華拍了拍范立，「小子，那人可是你們黃葉村的。」 

馬光華是鎮上鎮長的兒子，算起來范立和他是遠親，只不過馬光華向來嫌棄范立

這種窮酸人家，范立也儘量不正面去招惹人家。 

范立這會見馬光華主動和自己說話，本來有些歡喜，一聽話裡內容心下一愣，再

一看那個人，喲呵，這不是葉家的葉清和嘛。 

「嗯，是我們黃葉村的。」范立道。 

「那小子怎麼樣？」馬光華問道。 

「沒接觸過。」以前葉蘭生還在的時候，他家還算不錯，但是葉蘭生去世之後似

乎就不行了，「前些日子還把自己的舅舅告到你爹那去了。」 

來報官的人多了去了，馬光華也沒興趣去管他爹的事，只是對於這個新來的學子

有些興趣，「為啥告？」 

「說是他舅舅偷了他們的東西。」范立道：「不過他們沒了爹娘，家裡也確實過

得不容易。」 

馬光華一聽就疑惑了，要是不容易，還能來讀書？束脩交的不多，這買書、宣紙

才是大頭。 

范立接著說道：「最近半年，他們買了地，據說還建了新房，聽村裡的人講，這

房子建得還不錯。」不過再不錯又能怎樣，旁邊就是水怪，給他銀兩他都不願住

那。 



學子圍著葉清和主要是請教《周易》的問題，這書太晦澀，讀起來實在難懂，然

而葉清和卻能理解，趙夫子提問了好幾次，他都對答如流。 

趙夫子點葉清和只是想考驗一下，沒想到葉清和真能答出來，心裡有些高興，看

來那小娃說他大哥的學識在他之上，這話沒錯啊。 

葉清和耐心地跟周圍的學子講解，內心卻在感歎，還是小妹厲害，要不是小妹那

本手冊，他也不會懂這麼多。 

 

范立回到村裡就跟馬氏說了這事。 

馬氏一聽，這還得了，原本黃葉村只有范立一個人去讀書，她走到哪都覺得高人

一等，而且里正家的李大海都沒能去讀書，就她家兒子去了。 

其實李大海不去讀書不是因為家裡不讓，而是比起讀書，他更喜歡種田。 

「葉清和那小子能讀好書？」馬氏問道。 

范立道：「娘別忘了，人家爹可是葉蘭生。」也就是說葉清和讀書還不錯。 

馬氏驚慌了，怎麼能讓別人超越她兒子？她眼睛轉悠了幾圈，放下手中的衣服，

跑到丁氏那裡去了。 

丁氏是村裡的寡婦，平日哪有人和她說話，馬氏又是村裡最多管閒事的，遇見誰

都要八卦一下，久而久之，馬氏便成了丁氏唯一能說話的人。 

「快快快，跟妳說一件事。」馬氏還沒走進屋子，便大聲嚷嚷。 

丁氏其實很不喜歡馬氏，因為馬氏總喜歡炫耀她兒子，丁氏以前也有個可愛的兒

子，只可惜隨著她相公一起去了，要是還活著，一定比范立更加厲害。 

她意興闌珊地問：「什麼事？」 

「葉清和那小子，竟然去鎮上讀書了！」馬氏道。 

「哦。」這有什麼奇怪的？人家爹可是秀才！丁氏知道，馬氏這是嫉妒人家了。 

「妳怎麼這個反應？」馬氏有些不滿，「葉家哪來的錢能供葉清和讀書？」 

「前陣子不是還請了幫工嗎？余氏和張氏不都去了，二十文一天呢。」早知道她

也去了，只是她和余氏不對頭，如果不是余氏負責這事，她也能去賺幾個銅錢回

來，想到這裡，丁氏對余氏的恨又多了一分。 

「難道妳就不想知道他們靠什麼賺錢？」馬氏問。 

「我怎麼知道？」話是這麼說，可丁氏也想知道葉家靠什麼賺錢，一個人過的時

候，愈加明白銀兩的重要性。 

「要不我們去打探一下？」馬氏道。 

丁氏撇了下嘴，「要去妳自己去，我還想多活幾年。」 

馬氏突然就想起來，葉家現在搬到湖對面去了，頓時也說不出話了。 

這出來一趟沒達到自己的目的，馬氏十分不甘心，跑到村頭又和幾個婦人說了葉

家的事才回家去，於是很快地，黃葉村的人就都知道葉清和也去私塾了。 

其實葉家沒打算隱瞞這事，不過也沒打算大張旗鼓的告訴全天下，倒是村裡大部

分的人聽到此事後都不覺得驚訝，畢竟人家爹可是秀才。 

余氏聽說這事後，提了一百個雞蛋到葉家，「這才聽說清和去私塾了，家裡也沒



什麼好東西，這些雞蛋你們拿著吃。」 

葉心知道這是長輩的一些心意，便接過了籃子，「謝謝余嬸了。」 

「這孩子，還跟我客氣什麼。」余氏道：「清和跟清山都去鎮上了，妳沒事可以

來嬸子家玩。」 

「好的。」葉心道。 

余氏見葉心收下雞蛋就回去了，家裡還在做粉條，她得回去幫忙，多攢些錢，爭

取今年也能蓋新房。 

葉清和去私塾一事並沒有在村子裡掀起大的風浪，日子如往常一樣，葉心每日練

功、灌香腸、曬番椒，番椒只要養護得當就可以一直結果。 

 

 

很快步入七月，天氣已經炎熱起來，這半年來葉心賺了兩千五百多兩。 

鐵匠鋪那，葉心依舊每個月讓葉清山帶一百兩過去，大壯路修得很好，葉心提前

將三十兩銀子支付給他，為此，這個壯漢還紅了眼眶。 

葉心將香腸裝進背簍，然後對葉清和說：「大哥今日跟雷掌櫃說一下，夏日到了，

香腸不易放太久，平日儲存攤開放，儘量放置陰涼處。」 

「大哥記下了。」這半年來，葉清和學業進步飛速，趙夫子說了，再有兩年，他

也可以下場去試試。 

葉清山身子壯實了一圈，每日在武館吃的不錯，最近工錢也增加了，每個月有四

百文，相比葉心而言，賺的實在很少，可他還是很開心，畢竟這份工錢是他以前

想都不敢想的。 

「小妹，那我們走了。」葉清山對葉心揮了揮手，然後和葉清和一起去了鎮上。 

黃葉村的村民進石橋鎮一般走的是西門，葉家在山上修了小路，離東門近一些，

所以葉清和跟葉清山每日去鎮上都是走的東門。 

這半年來，葉清和、葉清山沒遇見過黃葉村的村民，可今日兩人在去茶館的路上，

倒是遇見了一人。 

麥大成看見葉家兩兄弟之後，十分熱情地迎了上去，「清和、清山。」 

葉蘭生還在的時候，葉家和麥家算是點頭之交，麥大成今日這麼熱情，讓葉清和、

葉清山都有些不適應，但是伸手不打笑臉人，葉清和回道：「麥叔。」 

「這是去私塾啊？」麥大成問道，眼睛時不時朝兩人的背簍看去。 

「嗯。」每日去私塾的時辰葉清和都算好了，提前一刻鐘來鎮上，賣掉香腸拿回

銀錢恰好需要這麼多時間，如果再多和麥大成說兩句話，去私塾的時間就會晚上

一些，思及此，他忙道：「我們先走了。」 

「清和啊，你這可不是去私塾的路啊。」麥大成連忙攔下葉清和。 

「麥叔，我當然知道這不是去私塾的路，可誰還沒點自己的事。」葉清山面無表

情的說了這句話。 

葉清山長期待在武館，面色只要一拉下來，模樣看起來會有些兇狠，麥大成果然

止了腳步，葉清山見狀，急忙拉著葉清和離去。 



站在原地的麥大成臉上露出陰霾之色，這葉家的小子把背簍圍得嚴嚴實實，也不

知道裡面裝什麼。 

他守了葉家大半個月，才發現葉家那兩小子竟然是從東門進來的，他隔著老遠瞧

過幾次，都沒發現這背簍裡裝的是什麼，今日打算就近看一下，結果這兩小子迫

不及待的要走。 

麥大成隔著老遠盯著兩人，遠遠地發現葉清和他們進了易家茶館，不一會又從裡

面出來，但背簍裡面的東西已經沒了，原來東西是賣給了茶館。 

等葉清和兩人走遠之後，麥大成走進茶館，在裡面轉悠了一圈，也沒發現什麼不

一樣的地方，心裡不禁有些疑惑，這葉家到底出售些什麼？ 

如往常一樣，葉清和兩人從鎮上回來的時候，先去屠戶那收豬下水，然後再在湖

邊洗乾淨帶回家。 

「二弟，你在看什麼？」這一路上葉清山回頭望了好幾次。 

「後面好像有人。」葉清山小聲嘀咕了句。 

葉清和回頭看了下，只有樹在風中搖擺，哪來的什麼影子？便道：「許是二弟看

錯了，這裡哪有人敢來。」 

葉清山一想也是，這大半年來，除了他們還有大壯，哪有人敢上來，但他剛才真

的感覺到有人在後面跟著。 

「好了，我們快回去吧，小妹該等著急了。」葉清和把豬下水收好，朝山上走去。 

回家後，雖然葉清山在武館歷練了大半年，但心裡的事還是藏不住，至少葉心一

看就知道，於是她問道：「二哥這是怎麼了？」 

葉清和笑著解釋，「二弟回來的時候覺得後面有人跟著我們，可這山上哪有人敢

來啊，我說肯定是二弟看錯了。」 

聞言，葉心只沉默地接過背簍裡面的豬下水，然後一個個晾曬到繩子上，葉清山

習武，聽力比一般人敏銳，他會這麼說那就一定有人跟蹤，所以她打算明日去看

看。 

第二十三章 香腸賣不成了 

然而第二日，葉清山就沒有被人盯上的感覺了，可隔了幾日，他又覺得有人跟著

自己，但一回頭，這種感覺又沒了，他也跑到身後去看了，空無一人，若繼續往

前走，不一會又會有被人盯上的感覺。 

葉清山撓了腦袋，難道真是他看錯了？ 

偷偷躲在樹上的葉心看見不遠處的黑影後，手裡的飛石彈出，只見樹影閃動一

下，她立刻飛快追出。 

葉清山只覺頭頂似乎有黑影飄過，抬頭一看，似乎是小妹飛過去了。 

葉清和只感覺一團黑影閃了下，頓時一驚。 

葉心跑到那塊黑影所在地時，人已經消失了，她蹲在原地，翻看了下地上的土，

即便對方腳步很輕盈，地上還是有一層淺淺的腳印。 

葉心回到葉清和、葉清山那時，葉清和嚇了一跳，這才反應過來那黑影是小妹。 

葉清山問道：「是不是有人？」 



「嗯。」只是對方是個高手，她拚勁全力使出輕功竟未能看清對方，「回去吧。」 

「看來我的感覺沒錯。」葉清山反應過來，「可到底是誰跟著我們呢？」 

「你們可有得罪的人？」葉心道，她實在想不通，一個小小的葉家怎麼會被盯上，

而且對方還是個高手，可這半年來，葉家也沒做什麼顯眼的事啊。 

葉清和、葉清山連連搖頭，顯然都沒有得罪的人。 

葉心有些不放心，隔日一大早跟著兩人一起去鎮上，可是一連好幾天，此人再沒

有出現過。 

接連幾天沒有收穫，葉心打算到山下的湖對面去看看。 

湖旁邊正好有兩個婦人在洗衣服，一個滿臉不屑地道：「那姓丁的果然不是個好

鳥，這守寡才多久，就跟別人勾搭到一起了。」 

「可不是？也不知道她之前還媚了多少人。」另一個回應得咬牙切齒。 

兩人正說著，見葉心從湖對面過來，嚇得衣服都掉了，趕緊拾起衣服，嘴裡念叨

著，「大白天的，嚇死人了。」 

葉心在村子轉了一圈，遇見了王來弟，王福全從鎮上做苦工回來之後，便悶在房

子裡，性情愈加暴戾，只不過周氏不再任他拿捏了，因此兩人經常吵起來。 

王來弟看見葉心，害羞的打了個招呼，對於葉心，王來弟心中是又怕又感激，怕

是因為王福全是她們最敬重的父親，卻被葉心踹倒了；感激是因為葉心招她們做

幫工，還給了工錢，那是她們人生中賺最多的工錢，娘也說了，這錢留作她們未

來的嫁妝。 

葉心淡淡一笑算是回應。 

葉心去了老房子，大半年無人居住，這裡看起來更加衰敗了，門前堆著厚厚的灰

塵，一看就知道許久沒人來了，一圈轉完，沒發現什麼特別的事，也沒遇見特別

的人。 

至於這個跟蹤葉清山兩兄弟的人，就像從未出現一樣。 

 

這日，葉心跟著葉清和兩人去鎮上送香腸，葉清和道：「這些時日，那人都未再

出現，許是小妹看錯了。」 

葉心不會懷疑自己的眼神，只不過這人確實都未再出現。 

葉清山道：「不會出錯的。」他都感覺到了，更別說小妹了。 

其實葉清和是想表達，讓小妹明日在家，送香腸的事還是交給他和二弟就可以了。 

葉心明白葉清和的意思，便道：「明日我就不來了，大哥和二哥繼續送香腸。」 

「嗯。」葉清和笑了，他的小妹不過七歲年華，應該開開心心在家玩耍才對，是

他這個當大哥的沒能耐，他發誓，一定要讓小妹過上幸福的生活。 

三兄妹進了茶館，雷掌櫃見到三人，如往常一樣開始清點香腸。 

葉清和眼尖，問道：「雷掌櫃今日神色似乎有些不好。」 

雷掌櫃拿出銀兩遞給葉心，歎了口氣，道了句，「香腸的生意出了問題。」 

聞言，葉心並不吃驚。 

雷掌櫃有些不好意思地道：「姑娘家剩下的香腸我們都收，只是往後不會繼續收



了。」 

「嗯。」葉心收下銀兩，只問：「什麼時候出的問題？」問題肯定早就出現了，

只是現在挽救不了，所以易雲柏才會停止收香腸。 

「是啊，這段時間不是一直挺好的嗎？」葉清山有些不解，前段時日雷掌櫃還說

香腸銷售的很好。 

「大概有半個月了，靖州那邊有其他店鋪也推出了香腸，售價比我們更低，三十

文一斤，少爺便打算放棄香腸這生意了。」雷掌櫃道。 

三十文，連保本的錢都回不來，明顯是故意針對易雲柏的，想清楚後，葉心便道：

「香腸我們也沒有存貨了，明日我們就不過來送了，煩請雷掌櫃跟易大哥說，讓

他安心忙自己的事。」 

「可是……」葉清山的話還未說完就被葉清和拉出去了。 

「我們先走了。」葉心道。 

雷掌櫃送葉心到門口，他知道葉心家裡還有存貨，也知道葉心的心思，這半個月

來，香腸處於虧損狀態，是少爺拿自己的私房錢來填補葉心，如今一看，這女娃

似乎什麼都知道，也不枉少爺那樣待她。 

出了茶館，葉清山有些疑惑，「家裡不還有很多香腸嗎？」 

「人家給了我們方便，我們也要體會人家的難處。」葉清和道。 

葉清山想了一會才反應過來，「還好大哥拉住了我。」 

葉心笑了，覺得葉清山這個樣子挺好的。 

和葉清和兩人道別之後，葉心去了市集，跟屠戶說以後不收豬下水了，屠戶似乎

還鬆了一口氣。 

見屠戶這個反應，葉心問道：「是不是還有人收豬下水？」 

「是啊。」屠戶覺得沒必要隱瞞葉心，盡數說出，「我也納悶呢，怎麼豬下水突

然變成了香餑餑，有人出五文一斤來買呢。」以前豬下水是不賣錢的，後來是葉

心每次五文、十文的給，可如今竟然有人五文一斤來收，讓屠戶開心的不得了。 

「你可認識那人是誰？」葉心道。 

屠戶搖了搖頭，「不認識，以前也沒見過。」 

也就是說，這人很可能不是石橋鎮或黃葉村的人，葉心道：「我知道了，謝謝。」 

屠戶有些不好意思的說沒事。 

葉心一開始以為葉清和他們被盯上也許是因為得罪了誰，可後來發現對方武功高

強，定不是普通人家，便可斷定葉家沒得罪人，那跟蹤是為了什麼？葉心覺得，

如果她沒猜錯的話，是易雲柏售賣的香腸被人盯上了，有人想報復易雲柏。 

葉清和、葉清山每日去屠戶那買豬下水，每隔一段時日還買下整頭豬，跟蹤葉家

的人想必早就掌握了這些資訊，再稍微一分析，自然能猜到香腸是怎麼做出來的。 

不過不用做香腸也好，她早就厭煩了灌香腸一事。 

葉心沒有馬上回去，她去了雜貨鋪買花生、芝麻、黃豆，回到家之後，她把東西

收好，然後回房間將錢匣子拿出來，清點了下帳目。 

算了算，這些時日賣香腸賺的錢，除去日常開支，一共還剩兩千七百七十三兩。 



葉心把錢匣子放好，然後下山去收番椒了，然而還未收完，就看見一抹白色的身

影，她疑惑地道：「易大哥？事情解決了？」 

易雲柏露出一絲苦笑，「還沒。」 

他做生意以來一直是低調行事，也從未得罪過誰，實在想不通有誰會來針對他，

一開始，靖州出現香腸，他以為只是單純模仿，後來才發現是惡性競爭，只是這

人十分狡猾，這麼久了都還未查出是誰。 

葉心瞧易雲柏的神色，就知道這事似乎有些棘手，便問：「上去喝杯茶？」 

「也好。」易雲柏道。 

他今日來石橋鎮，是想看能不能發現一些有用的線索，可心情煩悶的他，走著走

著竟然到了黃葉村，還鬼使神差地走到葉心這裡，按理說時間緊急，他不應該多

逗留，然而他下意識覺得葉心似乎有主意。 

鍋裡燒著熱水，葉心給易雲柏泡好茶，「這茶是過年買的，易大哥別嫌棄。」 

易雲柏笑著接過茶，喝了一口，不知道為什麼，和葉心相處，比和他的親妹妹相

處要隨意、自在得多。 

「想必易大哥應該知道了，我收豬下水的那家，有人以五文一斤的價格來收。」

葉心道。 

易雲柏眼裡閃過一絲慍怒，是的，那人不惜成本來收豬下水，說明狠了心要針對

他，可他想不通，到底是誰對他有這麼大的怨氣。 

葉心接著道：「還有件事，半個月前，曾有人跟蹤過我大哥和二哥。」 

易雲柏一愣，「跟蹤？」 

「我曾試圖抓住此人，然而他武功高強，我連他正面都沒看到。」葉心道。 

葉心走起路來腳步輕盈，易雲柏知曉她有些功底，但對方得有多厲害，才讓葉心

連面都沒見上？這讓易雲柏一下子陷入沉思。 

「若是實在想不出何人所為，易大哥不妨在那些看似不可能的人當中排查一番。」

葉心道。 

易雲柏愣了一下，旋即壓下心中的驚濤駭浪，「謝謝妹妹。」 

葉心搖搖頭，有時只是當局者迷罷了，事情的真相如何，她也無法猜測。 

易雲柏起身告辭，「此番回去，我定當查個水落石出。」 

易雲柏走後，葉心把今天採摘的番椒穿好掛起來，又從倉庫拿出一斤黃豆，洗乾

淨之後泡在盆裡，她看著倉庫攢下的番椒，心道：終於到用的這一天了。 

 

 

第二天，葉心一大早起來，將泡好的黃豆煮熟，裝入盆中進行發酵。 

是的，葉心打算做豆豉。 

豆豉的發酵需要三天，葉心這是生平第一次做豆豉，所以每日起來都要先去觀察

一下，看發酵的如何。 

第三日，黃豆出現黏黏的液體，葉心大喜，豆豉算是做好了，她開心地跑去廚房

生火，在鍋裡倒入水，放上蒸鍋，然後將盆裡發酵好的豆豉取出來，用油攪拌均



勻之後，放入鍋中開始蒸。 

這邊蒸豆豉，另一個鍋中，葉心放入番椒，以及前些時日採的花椒翻炒，等鍋中

傳來香味便取出，放涼後拿擀麵棍壓碎，又把之前買的花生和芝麻炒熟，碾碎後

裝入碗中。 

估摸著這會豆豉也蒸得差不多了，葉心拿起勺子壓了一下豆豉，果然已經軟了，

她將豆豉盛出，然後往鍋中倒入油。 

待油燒開後，放入蔥、薑以及八角，香味出來後，將這些佐料一一取出，加入剛

才蒸好的豆豉，翻炒兩下再加入番椒以及花椒，隨後加入先前碾碎的花生和芝麻。 

番椒的辣味和花生、芝麻的香味混合在一起，葉心似乎聞到了記憶中的香味，她

加入一小勺鹽和醬油，嘗了下鹹淡，再倒水煮開，盛出。 

葉清和跟葉清山一回來，就聞到廚房飄出的香味。 

葉清山開心地跑到廚房，「小妹在做什麼？」 

「醬。」其實醬葉心已經做好了，這會在擀麵條。 

「早知道晚上我就少吃一點了。」葉清山道，這醬聞著很香的樣子。 

葉清和在一旁洗完手便過來幫忙擀麵，見狀，葉清山也趕緊過來幫忙燒水，三人

力量大，不一會三碗麵條就出鍋了。 

葉心舀了醬淋在上面，三兄妹端著麵條，各自坐在廚房的凳子上，她嘗了一口，

鮮、香、麻、辣，這四種味道都有，還算過得去。 

是的，這是前一世鼎鼎有名的老乾媽，仔細嘗的話，味道有些許差別，但吃起來

確實差不多，這對於無辣不歡的葉心來說，前一世出任務沒有好飯好菜時，一瓶

老乾媽就是最好的下飯菜。 

葉清山吃了一大口，直接尖叫了起來，「好辣啊！」 

葉清和也是憋得滿臉通紅，這個醬真的好辣，比以前吃番椒更辣。 

這個醬是番椒曬乾之後做的，自然比新鮮的番椒要辣，不過葉心很喜歡這種味

道，她看了兩人一眼，道：「要是吃不了，就重新盛一碗清水麵條。」 

葉清山抱著自己的碗，堅定的搖了搖頭，這麵吃起來是辣，但辣完之後覺得胃口

大開，再吃下一口，會發現嘴裡有香味流淌，並伴有麻酥酥的感覺。 

葉清和也低下頭再吃一口，味蕾似乎慢慢被打開，胃也在慢慢適應這種感覺。 

吃完麵，葉心將炒好的碎花生拿出來，「覺得辣就吃點花生，或者含一口鹽水。」 

葉清山摸了一把額頭的汗，覺得渾身酣暢淋漓，說道：「吃完這碗麵，我感覺和

打一套拳法一樣。」就是差點被辣出了眼淚。 

「明日大哥和二哥從鎮上回來記得買一些罈子。」葉心打算用來裝醬，罈子保存

的時間能久一些。 

葉清山第一時間回道：「沒問題！」 

葉清和也點點頭，「要多少，是用來裝這些醬嗎？」 

「嗯，能買多少是多少吧。」葉心道。 

葉清山立刻道：「那行，明日我把牛車趕到鎮上去。」由於葉清和兩兄弟每日去

鎮上一直是走小路，所以都沒趕牛車。 



葉心把今日做好的醬放在廚房的櫃子裡，這才回房休息。 

第二天，葉清和兩人去鎮上的時候，葉心拿出一百兩遞給他們，「記得給鐵匠鋪

的老闆。」每個月交一百兩，這個月還未交呢。 

等葉清和他們走之後，葉心突發奇想，既然是把好的短劍，那她拿去收番椒如何？ 

很快，葉心就帶著短劍去了番椒地，一劍下去，她眼前頓時一亮，果然是把好劍，

只不過剛才動作太快，砍到了樹枝。 

葉心有些心疼這些番椒枝，所以再下手的時候，她只對著番椒切。 

三日過去，葉心手裡的劍舞得越來越快，精準度越來越高，偶爾還可以飛起來，

番椒也越收越多。 

 

 

八月初一，不知不覺間，穿越過來已有一年的時日，葉心已經習慣了這裡，甚至

有些喜歡這裡，這裡有她未曾體驗過的親情，讓她能切實體會到有人在關心著她。 

葉心伸了個懶腰，開始打拳，之後才提起短劍飛下山，到番椒地收割番椒。 

當夜七走到山上時，就看見葉心在一片紅彤彤的番椒地裡，拿著劍在飛舞…… 

呃，如果天上飛的不是番椒的話，夜七會覺得眼前的畫面很美。 

割完最後一株番椒樹，葉心冷眼瞥向夜七，做了一個抹脖子的動作，「看什麼看，

你也想被收割？」 

易雲柏剛趕上來就聽見葉心說的這話，夜七今日沒戴人皮面具，易雲柏還在想怎

麼跟葉心解釋這件事，不過現在看來，葉心似乎已經認出了夜七，他喚道：「妹

妹。」 

葉心看了看易雲柏，又看了眼夜七，出言使喚，「還不幫忙把番椒裝到簍子裡？」 

聞言，易雲柏和夜七默默的去拾地上的番椒。 

三人把番椒裝好之後抬到了山上。 

進屋後，葉心泡了茶遞給兩人。 

易雲柏接過便先喝了一口，夜七接過卻是放在一旁，冷不丁的問了句，「香腸妳

真是用豬下水做的？」 

葉心道：「嚴格來說是豬大腸。」 

夜七一聽，臉立刻黑了三分。 

易雲柏道：「我開始也不相信，妹妹可真厲害，還能想到這種法子。」 

「其實豬小腸更好吃。」葉心道。 

聞言，夜七的臉更黑了。 

易雲柏忍不住笑了起來，其實一開始他也有點難以接受，後來發現根本沒什麼味

道，便也釋懷了。 

葉心道：「易大哥今日來是有什麼事？」 

易雲柏正了正神色，「那個人我找到了。」 

見葉心神色無異，想必是猜到了這一點，他也不賣關子，接著道：「是我四弟易

雲山，三姨娘的孩子。」一句話就把人及其身世說了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