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十一章 談生意也不含糊 

兩日後，一行人馬不停蹄趕到奉金城，交了路引和每人十錢的入城金後，榮桀他

們牽著馬進了城。 

這幾日顏青畫吃了老大夫給的藥丸，沒那麼難受，此時也下了馬車四處張望。 

奉金很熱鬧，鱗次櫛比的酒樓商行立在主街兩側，來往行人絡繹不絕，灌入耳中

的大多都是聽不懂的方言。 

顏青畫注意到這一條街就有四、五家商行，家家生意都很好，看不出有什麼差別。 

「我們先找客棧，安頓下來再說。」榮桀道，他也是第一次來奉金，之前問過鎮

子裡的兩家商隊，都不跑西線，這回他們只能自己過來摸索了。 

顏青畫見城門口有幾個瞧著很機靈的男孩，便伸手招了一個過來，「勞煩你跑一

趟，帶我們找家能住下的客棧。」 

那孩子看起來十一、二歲的年紀，衣服很舊但十分乾淨，讓人瞧了就舒服。 

「幾位老爺一看就是來走商的，我們奉金客棧很多，能容納這麼多人商隊的就只

有兩家。悅來客棧位於東市，熱鬧又方便，就是價錢貴了些，若是住的時間長小

的不太建議。」 

這孩子說話利索極了，一看就是個熟手，顏青畫給他塞了十個銅錢，笑著往下聽。 

引路的活大概也就這個價了，孩子手裡一摸心裡就有了數，立即道：「還有一家

在南巷，稍微偏僻一些，卻非常安靜，價格也很合適。」 

顏青畫笑著說：「行，就這家吧，勞煩你領我們去一趟。」 

奉金到底是府城，比他們梧桐鎮大得多，從東門往南巷去怎麼也要兩三刻功夫，

那孩子替他們指了一條能騎馬緩行的大路，給他們省了不少事。 

顏青畫領著男孩坐在馬車上，低聲問：「你們這兒有什麼規矩？」 

她沒走過商，卻很聰明，家有家規城有城法，只要按規矩辦事便不會出錯。 

那孩子抬頭四處看了看，也小聲答，「你們且記得不要得罪如意行張家便是了，

他們家經營米麵糧油，你們要是真心實意做買賣，不要去東市。」 

顏青畫點點頭，又給他塞了五個銅錢。 

不一會兒南鄰客棧便到了，門口的小二跟那孩子顯然很熟，見到他點了點頭，還

笑道：「今日生意不錯呀。」 

孩子朝他鞠了一躬，匆匆跟顏青畫說了一句「西市的東西要便宜些，你們可以打

聽打聽」就跑了。 

奉金經常有商客往來，這邊的客棧生意一直都很好，榮桀照例包了間大通鋪和一

個地字型大小單間，又花錢租了三天馬槽，南鄰客棧的後院寬敞極了，裡面甚至

能停十輛馬車，還有專人看管，保證商客們的貨物安全。 

顏青畫跟榮桀在客棧裡轉了一圈，便叫了雷鳴和燕豐慶去了單間。 

這邊的房間跟之前鎮子上的一般大小，價格卻貴了一倍，顏青畫打開窗戶，給幾

人倒上涼茶。 

榮桀道：「明日上午我們兵分兩路，從西市兩頭分開問。阿鳴和燕哥帶兩個兄弟，

我跟你們大嫂帶兩兄弟，剩下的人就守在客棧，休息之餘也看好貨物。」 



燕豐慶頷首道：「大當家放心。」 

他們是臨近傍晚進的城，這會兒已經該用晚膳了，夏日並不是奉金最熱鬧的時

節，他們的小麥和棉花要到秋日才可豐收，那時的房價可能還要再翻一倍。 

榮桀帶著弟兄們去了大堂，叫小二上了幾個招牌菜，酒足飯飽之後，就一起回去

休息了。 

顏青畫用過晚膳才感覺肚子疼，她讓榮桀去叫了洗澡水，沐浴過後便把月事帶換

上了。 

晚上躺在床上，她仍覺得拘束，隔了許多年未來癸水，她這會兒小腹墜痛手腳冰

涼，卻怕汙血弄髒床鋪，怎麼躺都不安穩。 

榮桀摸了摸她的手，問：「怎麼，不舒服？」 

黑暗裡，顏青畫只覺得臉上都要燒起來，她難得有些扭捏，「我肚子痛。」 

榮桀沉默了一會兒，老半天才結結巴巴地問：「我給妳……給妳揉揉？」 

雖然看不清他表情，不過顏青畫猜他這會兒臉也是紅的，兩個人既成夫妻，她也

沒必要老是那麼謹慎。 

她沒說話，只牽過他的手，放在自己肚子上。 

榮桀的手很大也很熱，帶著讓人著迷的力度，穩穩貼在她的小腹上。 

沒多久，她就覺得肚子舒服起來。 

榮桀小心翼翼聽著她的動靜，聽她的呼吸漸漸綿長起來，知道她已經睡著了，這

才小聲呼了口熱氣。 

他翻身盯著她的後腦杓發了會兒呆，然後便調整姿勢把她整個人圈進懷裡，溫柔

的手掌暖暖護著她，叫她睡得舒服一些。 

 

 

一夜安眠。 

顏青畫一覺醒來已是天光大亮，明媚的陽光穿進窗櫺，點亮了一整個房間。 

她動了動身體，才發現榮桀依舊給她暖著肚子，姿勢都沒變過。 

「榮桀。」她小聲叫他，「不早了，該起來了。」他們今日還有許多事，實在不

好再躺下去了。 

榮桀眼皮動了動，似是要清醒，顏青畫不由得認真盯著他的臉看。 

難怪以前葉向北說有許多姑娘家哭著喊著要嫁給他，這人實在是生了一副好皮

相。 

一個大男人，臉蛋好看就算了，就連睫毛都很長，他動眼睛的時候，睫毛也跟著

忽閃忽閃的，漂亮極了。 

顏青畫心裡頭有些癢癢，想伸手摸摸那小黑扇子，卻不料榮桀突然睜開眼睛。 

他的眼眸是很深邃的墨色，認真看著人的時候，似有萬千星光散落在眼中，越發

顯得神采飛揚。 

「早。」他還有些迷糊，下意識問了早。 

顏青畫莫名紅了臉，別開眼睛，輕輕推了他一把，「不早了，快點起來，省得叫



弟兄們等。」 

這幾日往奉金趕，路上榮桀一直緊繃著精神，昨日終於進了城，晚上便睡得沉了

些，這會兒還未完全醒來。 

就算他們這一行有十多個年輕力壯的漢子，也禁不住這世道亂，尤其是荒年過

後，人命不如一口糧食值錢，為了防止有人搶劫，前幾日晚上榮桀都沒睡踏實。 

榮桀坐起身來，披上外袍下了地，他換好鞋子，轉身就見顏青畫進了小隔間。 

時隔四年，顏青畫又來了月事，她呆呆盯著月事帶上的血色瞧了瞧，伸手摸了摸

肚子。 

大概是因為榮桀昨天幫她暖身，她這會兒竟沒特別難受，只是夏日裡濕漉漉的不

太舒服，但也只能如此了。 

她換了一條月事帶，把昨日的這一條洗乾淨，紅著臉出去同榮桀說：「我想曬曬

衣裳。」 

客棧房間不大，若是外袍可以拿去樓頂曬，裡衣之類的貼身衣物就只好晾在屋子

裡，窗邊也已經備好了架子。 

榮桀一開始還沒反應過來，自然地說：「曬吧，我幫妳把架子架上。」 

顏青畫猶豫了半天，最後還是小聲說：「你不許……不許看。」 

她等榮桀搭好架子，便把他推出門去，忙活好這些事便逃也似地出了門，還細心

地上了鎖。 

榮桀是真不知道她在害羞什麼，也捨不得叫她著急，便假裝自己已經不記得了，

很自然領著她去了一樓。 

今日天色極好，頭頂太陽很大，偶有微風拂來，一行人戴好斗笠便出了門，一路

往西市行去。 

西市離南巷不算太遠，他們也不想驚動旁人，便沒有騎馬，這年頭走南闖北的商

隊其實不少，但騎矮腳馬的沒那麼多，昨日他們進城時就發現有些人悄悄打量他

們。 

這季節來癸水實在有些煩，不過太陽照在身上暖融融的，顏青畫竟覺得比在屋子

裡躺著時要舒服些。 

還沒到西市，就聽到熱鬧的聲響。 

拐到大路上，便彷彿一下回到人世間，身邊不時有馬兒小跑而過，也有商隊駕著

馬車一路往西市駛去。 

西市比東城門口人還要多些，榮桀他們跟著操著各種方言的商客們走了進去，雷

鳴和燕大哥就帶著人往另一邊趕，這一條街怎麼也有十幾家商行，他們得一家一

家詢問。 

榮桀和顏青畫直接去了門口的第一家，開始忙起來。 

奉金是大城，來往商客很多，城裡的商行一天要接待數十位南來北往的外地人，

對他們問的問題也見怪不怪，能答的都會客氣講幾句。 

棉花要到秋日才會豐收，現在買棉花的大多都是去年的陳棉，價格比新棉低很

多，卻不如新棉蓬鬆軟綿，做成衣裳會略有些硬。 



不過對於他們來說，現在倒也不是太講究的時候。 

他們軍中如今有將近三個旗，冬衣總要一人發一身，最少也要買兩三百斤棉花回

去，要不然還不夠發軍餉的。 

一個上午，他們就打聽了玉米和棉花的價格，中午回了客棧，用完午膳便又坐到

一起商議。 

「奉金去年的陳棉比雲州和業康的都便宜四五錢，我們可以多買點回去。」榮桀

最後總結。 

雷鳴皺起眉道：「可棉花占地兒，實在也帶不了那麼多回去，我估摸著最多只能

有兩百多斤，這還沒考慮玉米糧種。」 

馬車本身有一定重量，再加上貨物，單駕馬車最多也就只能拉到三百斤的貨，貨

再多馬兒就太吃力了，若是糧食，他們可以多買些回去，棉花就有些難了。 

這確實是個大問題，榮桀一時也沒什麼好辦法。 

倒是顏青畫翻開手裡的本子，開口道：「我有個想法，不知當說不當說。」 

三個人一齊看向她，顏青畫鎮定道：「我記了一下這一路的米糧價格，咱們途中

歇腳的小灣鎮裡玉米的價格跟西市的差不了太多，我們不如在這全買了棉花，等

回去路上從小灣鎮買上幾百斤玉米，再買一輛馬車回去便是了。」 

榮桀眼睛一亮，他湊過去看，只見顏青畫的本子上密密麻麻記了好幾頁的字，每

個後面都記了數，這個榮桀看得懂，她應當是寫了貨物價格。 

顏青畫見他們仨都在那點頭，卻有些遲疑，她正想再說些什麼，卻不料外面傳來

一陣規律的敲門聲。 

雷鳴站起身來，湊到門邊問：「何事？」 

外面是一把陌生的嗓子，「幾位當家的，我們家老爺有請。」 

榮桀瞬間皺起眉頭，幾個人對視一眼，還是顏青畫反應快，對榮桀做了個口型——

「張。」 

榮桀立刻就懂了，他們早上在西市轉了一天，也隱約聽到有人說張家的事，但大

多都只有隻字片語，實在也不知道到底是如何的人家。 

人人都諱莫如深，肯定不是什麼好相處的人。 

雷鳴回頭看榮桀，榮桀深吸口氣，對他頷首示意。 

房門「吱呀」一聲開了，外面等了個慈眉善目的中年人，他笑著朝屋裡鞠躬，沒

往裡走一步。 

「幾位當家的，敝姓張，是如意行張家的管事。」來者淡然一笑。「我們家老爺

有請幾位當家，去房間一敘。」 

幾人一齊把目光投到榮桀身上，榮桀略沉思片刻，便回頭吩咐燕豐慶，「燕哥，

你下去囑咐弟兄們先休息，我們三個去去就來。」 

燕豐慶鄭重點點頭，表示自己心裡有數。 

榮桀不放心顏青畫自己留在屋子裡，還不如帶在身邊安全，便帶著她一起赴約。 

他們一行人出了客房，那管事還很有耐心在那等他們鎖門。 

「幾位都是遠道來客，老爺想著你們旅途勞頓，特地過來客棧見面。」張管事笑



咪咪道，「多謝大當家賞光。」 

他眼睛很毒，剛那一時半會兒功夫已經看出這幾人裡誰是領頭人了。 

榮桀淡笑道：「張老爺客氣了。」 

南鄰客棧一共有四層，二樓都是大通鋪，他們住在三樓，再往上去就是天字號房

了。 

那管事領著他們直接去了四樓最裡面一間房，在門口敲了敲門，「老爺，客人來

了。」 

裡面傳來一道年輕的女音，「快快有請。」 

管事推開門，自己退後一步讓開位置，彎腰比了一個請的姿勢，「客人先請。」 

榮桀跟顏青畫對視一眼，走進了天字一號房，雷鳴也跟著進屋。 

一進去便是個精緻的小花廳，四個十五、六歲的少女穿著一色的襖裙，垂眸立在

隔斷門前，顯得規矩極了。 

榮桀抬起頭，直直望向坐在主位的中年男人。 

這位張家的主事人長相極為普通，他不高不瘦不矮不胖，是那種丟進人堆裡都不

好找的類型，可他穩穩坐在那裡，穿著一身縐紗長衫，手上捏著一串碧綠玉珠，

一下就顯出些獨特的氣質來。 

他見榮桀打量自己，也絲毫不覺冒犯，大大方方任由他看。 

瞧他的表情，彷彿是在無奈年輕人的不懂事，他大人有大量不計較。 

榮桀也很不在意，隨意地坐到椅子上，垂著眼喝起茶來。 

張老爺的坐姿慢慢變了，盯著榮桀看了一會兒，突然笑了，「年輕人，還不錯。」 

榮桀朝他拱拱手，瞧著還挺得意。 

「張老闆。」榮桀開門見山地說，「找我們過來，有買賣談？」 

張老闆對他笑笑，開口倒是客氣，「確實是想做筆買賣，只是我想要的貨物比較

特殊。」 

榮桀把茶杯「砰」的一聲放回桌上，沉聲道：「說來聽聽？」 

張老闆沒說話。 

他身邊候著兩個年紀不大的丫鬟，遠遠瞧著就漂亮得緊，色如春花，他安靜下來，

那兩個丫鬟就忙個不停，一會兒便給他煮了一壺新茶。 

「我看你們遠道而來，想必人困馬累，得在我們奉金休息好多日吧？」 

「我們年輕，不覺得累，忙完就得趕回家。」 

張老闆見他雖有一張英俊面容，說話卻滴水不漏，不是個繡花枕頭，不由得微微

捏緊青花瓷的茶杯。 

「既然你們時間緊，我也不多廢話，你們帶的是什麼貨我不是很在意，我在意的

是你們騎來的那些矮腳馬。」 

榮桀垂下眼眸，渾身氣勢驟然變了。 

他在山寨裡摸爬滾打長大，殺過的人不止一個，身上自有一股凶煞氣，笑的時候

旁人看不出來，生氣時卻特別嚇人 

張老闆一驚，微微皺起眉頭，這一隊人馬……不簡單啊。 



「做生意嘛，總要多聊幾句，我又不是洪水猛獸，還能真吞了你們的馬不成？」

張老闆忙陪笑，「大家都是生意人，自有生意人的談法。」 

榮桀這才放鬆了表情，默默喝了口茶。 

張老闆只覺得背後都出了汗，他走南闖北這麼多年，什麼場面沒見過？今天居然

被個毛頭小子嚇著了，自己也不太信。 

他瞇著眼看了榮桀一會兒，問：「幾位從哪來？」 

一個人做的是什麼買賣，榮桀一眼就能看出來，這個張老闆確實是奉金的地頭

蛇，卻沒做過殺人越貨的勾當，他心裡鬆了口氣，身上的氣勢卻還端著。 

「我們從雁蕩山而來。」 

雁蕩山橫跨溪嶺、川西、雲州三省，綿延數百里，他卻只給了三個字，多餘的話

一概不肯講。 

張老闆想起之前在小舅子家聽到的那些事，心裡頭不由一凜，態度更好了。 

「大當家也知道，我們大陳的棗紅馬耐力不足，若是拉貨跑馬，都不如矮腳馬厲

害。」 

榮桀沒應聲，顏青畫和雷鳴也都老老實實坐在榮桀身邊喝茶，屋裡只能聽見張老

闆一個人的聲音。 

「只是咱們大陳很難弄到矮腳馬，都被鮮卑那幫野人占著，想弄進來總得有門

路。」他邊說邊看榮桀的臉色，見他沒剛才那般生氣，便知道自己賭對了。「您

幾位的馬都是各位的愛駒，我怎麼好橫刀奪愛呢？我只是想問問，你們這馬是哪

裡買的？若是大當家能指條明路，張某絕不含糊。」 

榮桀的手輕輕叩著扶手，垂眸想了一會兒，才道：「矮腳馬的好處，你比我懂。」 

張老闆屏氣凝神，認真聽著他的話。 

榮桀淡淡道：「幾年前我爹和一幫弟兄們拿命跑下來的線，不知道張老闆願意拿

出多少誠意來知道？」 

大陳綿延至今日，確實行將就木，饑荒和戰亂拖垮了這個昔日富足的中原大國，

如今只剩下滿目瘡痍。 

貧苦百姓無以為繼，人口凋零如斯，卻依舊有高門大戶夜夜笙歌，終日逸樂，朱

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大抵說的便是如此情景。 

棗紅馬的爆發力沒有矮腳馬好，若是用矮腳馬去賽馬，怕是日進斗金也不為過，

若他能弄來矮腳馬，便會成為奉金高門追捧的人物，在這奉金就能穩坐第一把交

椅了。 

張老闆心中權衡片刻，最終咬牙道：「我可以出一千兩銀，買你這條線。」 

他說完，還特意頓了頓等榮桀反應，結果榮桀依舊頭都不抬在那喝茶，彷彿一點

興趣都沒有，這讓他心裡打起了小算盤。 

一千兩不是小數目，他們家這幾年便是生意再好，也不是說說就能拿出這麼多銀

錢來。 

過了許久，榮桀才放下茶杯，抬頭看向他。 

他的眼神銳利極了，彷彿有無數的寒光扎向自己，張老闆甚至都沒辦法提要先給



一半款項的事，直接遲疑問：「可行否？」 

榮桀回頭看了眼雷鳴和顏青畫，見媳婦朝他微微眨眨眼睛，心裡便穩了。 

他慢悠悠開口，「我知道張老闆行事爽快，這條線是五、六年前我父親親自跑下

來的，當時折損了些人手進去，冒著朝廷怪罪的風險帶回了一個小馬群，若我要

告訴你，便保證一字不差。我榮桀在雁蕩山的名號響噹噹，從來一口唾沫一個釘

子，絕不打誑語。」 

張老闆心裡一凜，覺得榮桀這個名字特別耳熟，卻又一時半會兒想不起來。 

「以前我從來沒跟人談過，但見你是誠心做生意，給的價也足，」榮桀把目光轉

回他臉上，「你有誠意，我也回饋誠意。」 

張老闆的心被他的話帶得高高低低，彷彿蕩秋千，當他終於鬆了口，他也不由自

主跟著鬆了口氣。 

「我可以告訴你最詳細的路線，能不能弄到馬要看你自己的本事了。」榮桀道，

「一千兩銀子，你需要按我要求的給，我們此番前來是進貨的，銀子壓秤，不知

可否換成金？」 

張老闆愣了一下，隨即道：「這個我現下答覆不了，需回家查庫是否有這麼多存

金才可行。」 

這年月官辦票行已倒閉得七七八八，百姓們不再信任朝廷，手中有銀票的全部換

成了現銀，如今走商交易，大多以銀兩為主，金子金貴，最能保值，許多大商行

都不肯兌金子出來，都藏在了私庫死守。 

以張家在奉金的地位，不可能拿不出百兩金，只看他們想不想給了。 

榮桀也沒逼張老闆現在給答案，見事談得差不多了，便起身告辭，張老闆也沒攔

著，城裡都是他的人，不怕他們跑了。 

「張老闆，」榮桀走到門口，回頭望了他一眼，「希望這單生意能做成，我也有

其他事想同你談。」 

張老闆難得親自把人送到門口，這才招呼管事進門。 

「這個叫榮桀的實在不是一般人，你有無印象？」 

張管事皺眉思索一會兒，突然驚叫道：「之前聽舅老爺說，雁蕩山那邊有一夥山

匪很是厲害，大當家就姓榮。」 

張老闆歎了口氣，苦笑出聲，「原本還想著欺負外來人，結果沒想到被他反將一

軍，真是夠狠。」 

夠狠的榮桀領著媳婦回到客房，笑著湊過臉問：「媳婦，我表現得好不好？」 

第二十二章 搭上地頭蛇 

顏青畫陪榮桀在外跑了一上午，這會兒有些累了，她先把榮桀趕出去找雷鳴和燕

豐慶談事，自己趕緊換了條月事帶。 

之前是因為身體不好，癸水不來讓人擔憂，但是現在又覺得癸水不來也確實很方

便，總不會這麼麻煩，做女人真是很不容易。 

顏青畫歎著氣倚在床頭揉肚子，原本他們計畫下午還要出去，這會兒得先休息下。 

榮桀不多時便回來，手裡卻是端了個大碗公。 



「什麼味？」顏青畫皺眉坐起身，靠在床邊看他。 

榮桀把碗小心翼翼放到床邊的小几上，「妳不是來了月事？我去廚房要了碗生薑

大棗紅糖水給妳，之前老大夫說這個妳喝了能緩解疼痛，也能溫補。」 

這是女人家的私事，顏青畫本就不太好意思，結果他這麼坦然說出來，更令她扭

捏了。 

但即便是扭捏，顏青畫心裡頭也是甜滋滋的，肯定比那紅糖水要甜。 

「廚房的嬸子沒笑話你？下回我自己去，你別去了。」顏青畫道。 

榮桀坐在桌邊喝涼茶，態度很是隨和，「這有什麼？誰家媳婦沒這一遭的？」 

說到這裡，他想起老大夫特地叮囑他的話，目光一暗，轉頭說起張家的事。 

「這次是他求著咱們做生意，這線當年是我爹跑下來，應當還是安穩的。」 

顏青畫也有些好奇，不由得問：「當年爹是如何辦到的？這個實在是有些難了。」 

榮桀笑笑，「爹聰明著呢，當年漢陽關那仗打得太凶，鮮卑的青壯年都上了戰場，

他們自家的耕種就成了問題，慕容部又天天加徵糧食供給士兵，百姓的日子便有

些艱難。」一口涼茶灌下去，他覺得涼快許多，繼續說：「我爹當時繞開了漢陽

關，從寧河奔洛水，直接偽裝成了糧商入的關。」 

鮮卑分三部，最大的部族慕容鮮卑位於雁門，往下還有平陽與洛水，因這兩部同

慕容氏並未有那麼深厚的牽連，尚還允許同中原通商。 

西北苦寒，如果直接切斷商路，鮮卑各部更難以為繼，因此其餘兩部都沒有徹底

封城。 

榮桀的爹很聰明，他帶了四車糙米過去，拉回了四車馬兒，雖然過關時費了好大

的勁，這事卻還是叫他做成了。 

顏青畫沉默了一會兒，「聽起來簡單，做起來難。」 

領頭人務必要膽大心細，才能完成這看似毫無希望的計畫。 

榮桀笑了，眼睛看向窗外。 

初夏時節，蟬鳴蛙叫，大樹成蔭，好一派綠意盎然。 

「帶回來的那近十匹矮腳馬，早年幾乎都算是供在山寨裡，等牠們全部養活下

來，才慢慢替代棗紅馬成為寨子裡的主力。」 

「爹真不是一般人。」 

榮桀道：「這法子我賣給張老闆，就不知道他能不能成事了。」 

「你希望他成嗎？」顏青畫問。 

榮桀沉默好一會兒，說：「我希望他成。」 

顏青畫的目光對上他的，彷彿心有靈犀一般，相視一笑。 

他們現在不敢往遠處走商，奉金已是目前他敢來的最遠的城府，再往西去已是不

能，他們已經一腳踩在泥潭上，是徹底陷下還是逆風而上，誰都不能看到結局。 

如果張老闆這買賣能做成，他們以後就可以通過他買到矮腳馬，這金子不僅賺到

了手，還省不少事。 

大陳朝也不是沒有弄到矮腳馬的商隊，榮桀並不怕其他人有，畢竟馬是馬人是

人，鮮卑手裡攥著成千上萬的矮腳馬，打了這麼多年漢陽關也依舊沒能入主中原。 



顏青畫道：「下午他肯定還要再來一趟，我們可以直接把帶來的貨按市價賣給他，

再從他那裡買棉花，我相信他肯定會給個實在價的。」 

那張老闆剛才聽到榮桀說雁蕩山時的表情就不太對了，他能在奉金當地頭蛇，官

府裡肯定有靠山，興許已經猜到他們是哪路人馬，跟商人做生意和跟土匪做生意

根本上是不同的。 

「是啊，真是沒想到。妳把湯水喝了就歇下吧，我去找雷鳴說說事。」 

看他走了，顏青畫一口灌下又甜又辣的紅糖水，脫掉鞋子和外袍，裹著薄被睡了

過去。 

榮桀其實每天都有很多事忙，但她也不是事事都去詢問，根本就沒必要。 

 

炎熱的正午時分很快就過去了，顏青畫一覺醒來神清氣爽，她側過頭去看，見榮

桀正坐在桌邊打瞌睡。 

興許是怕吵到她午睡，他都沒敢上床，只安靜坐在一邊等。 

顏青畫盯著他安靜英俊的面容看了好一會兒，這才輕手輕腳起了床。 

她剛把被子疊好，外面就傳來敲門聲，只見榮桀一下子便睜開眼睛，精神飽滿得

彷彿剛才入睡的不是他，只是她的一個想像。 

「誰？」他示意顏青畫別緊張，開口詢問。 

「榮大當家，是我張管事。」外面的嗓音略有點耳熟，「老爺請您再過去一趟，

好把合約再細細推敲一二。」 

榮桀跟顏青畫對視一眼，兩個人便一起出門上了樓。 

她發現這回雷鳴沒跟著，榮桀也沒去叫，不知她剛才午歇時安排了什麼事。 

張老闆這次身邊一個丫鬟都沒帶，他又換了一身素紗襌衣，輕飄飄的盡顯儒雅風

采。 

榮桀是從未見過人穿這素紗襌衣的，他瞧張老闆這件單薄的外袍比竹紙還要薄，

清清透透風都能吹跑，忍不住又瞧一眼。 

顏青畫也沒見過，但她卻知道這是什麼，正因為如此，她看張老闆的目光就深沉

了些。 

素紗襌衣向來都是進貢的，張老闆這件的做工和質料都很一般，顯然不是官造，

但即便是這樣也相當難尋了。 

他這麼做，是在告訴他們自己背後有人？ 

顏青畫趁著張管家倒茶的功夫，在榮桀腰上輕輕掐了一下，榮桀的表情便嚴肅起

來。 

張老闆手邊的桌上放了個小盒子，那裡面應當就是早就準備好的金子了。 

「榮大當家，上午是我招待不周，還望多多海涵，我們張家是真心實意想做成這

筆買賣，不知您意下如何。」他指了指那小方盒，態度熱絡，似變了個人。 

榮桀相當聰明，這些年走商下來，他也練就了一番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的本

領，張老闆客氣了，他也跟著笑道：「張老闆年長我幾個春秋，就別叫我大當家

了，實在有些見外，您這麼有誠意，我怎好不應呢。」 



張老闆心裡頭略鬆了口氣，笑道：「榮兄弟是爽快人，我也不跟你拐彎抹角，咱

們一手交路線一手交錢，都俐落。」 

榮桀道：「這路線我可現寫給張老闆，還望張老闆好好保存，我也能允諾你，這

單買賣一旦做成，旁人就再也買不了我這條線了。」 

他這話一出口，張老闆的表情都變了。 

這獨一份的買賣誰都想做，他上午時還想提幾句，但中午回去跟小舅子那麼一商

量，頓時打消了念頭。但沒想到，這殺人不眨眼的土匪頭子還挺有信譽。 

他這麼一激動，說話就不是很俐落了，「榮兄弟，你真是太實在了。」 

榮桀淡淡一笑，等張老闆給他們展示了盒子裡的金子，榮桀就叫顏青畫跟在身

邊，他說一句顏青畫寫一句，最後還簡單畫了地圖。 

榮桀捏著這張薄薄的紙道：「我不能保證當年那一小隊守城軍換沒換人，不過以

張哥的本領，換了人應當也沒什麼要緊的。」 

只要肯花錢，什麼都能買到，張家的商隊帶了低價的糧食去，那邊的部族族長若

敢出面換矮腳馬，只要不讓慕容家知道便可，守城軍管那麼多幹麼？ 

他直接把那張紙遞給他，隨意地道：「其實，我還有些別的事想同張哥談談。」 

這一聲張哥叫出口，兩人的關係就近了幾分，張老闆精明，立刻回道：「榮弟儘

管說。」 

榮桀把他們帶來的花生和筍乾要賣出和想買些棉花的事說了說，最後道：「我知

道張哥是奉金的大老闆，這些生意你家都有做，有道是肥水不落外人田，我們做

成一筆買賣，也可再做第二筆。」 

他們帶了一百斤筍乾，按上午打聽的市價怎麼也能賣十兩銀子，而花生都是油料

花生，一斗約為三百五十錢，他們帶來的數量全都賣出去，差不多能有二十兩了，

這麼一算，跑這一趟大概能淨賺個二十五、六兩銀子，很是不虧。 

不過他們還要再買棉花回去，這沒焐熱的錢轉眼就都花出去了。 

棉花的價格要比糧食貴的多，因為個頭大又不壓秤，運輸極為不便，到了奉金這

樣的棉花產地，陳棉也要一百五十錢一斤，兩百斤就是三十兩銀子，再多點就更

貴了。 

他們帶的都是小馬車，放不下那麼多棉花，這已經到了極限。 

榮桀只簡單說了幾句這事，張老闆那就算好了價，他一點都不含糊，直接道：「裡

外差不了多少銀錢，我們又是頭一回合作，便不搞那磨磨唧唧的事情了，我明天

派人送棉花過來給你們，順便把貨拉走，兩相抵扣就成了。」 

到底是商人，算價的速度比顏青畫還快，一句話的功夫，人家直接就報好了總價。 

榮桀拱手道：「張哥這一身本事，小弟佩服。」 

張老闆也拱手，「不敢當不敢當，榮弟才是有大本事的人啊。」 

既然被誇有大本事，榮桀就不客氣地說：「這些零碎的小事說完，咱們該談談正

事了。」 

張老闆愣了一下，有些遲疑地道：「是何正事？」 

說這話的時候他心裡頭都發慌，不知這土匪頭子到底要做什麼？這裡可是他張家



的地盤，榮桀腦子再笨也不可能在他的地盤挑事吧？ 

榮桀見他那樣子，哪裡還有不明白的，於是歎了口氣，「張哥背景深厚，在奉金

無人能及，他日小弟若有機會再來奉金，定會帶禮上門拜會。」 

這話說得含蓄極了，張老闆卻馬上反應過來，拱手道：「哪裡能跟榮弟比。」 

兩個人就這麼相互恭維起來，但榮桀也沒空跟他多聊，他們此番來奉金時間有

限，要辦的事情還很多，張家這樣送上門來的好事不可多得，碰見了自然要牢牢

抓住。 

「也不瞞張哥，其實我家裡還是很缺好馬，如今情勢特殊，再也沒功夫去洛水販

馬。」 

他這話說得坦誠極了，張老闆心中一動，偏小的眼睛用力睜大幾分，好不容易顯

得精神些，試探地問：「榮弟的意思是？」 

榮桀微微一笑，看起來別提多真誠了，「如果張哥這一趟馬到成功，將來能養出

幾個馬群出來，有多少馬我都可按市價買回。」 

話終於說明白了，張老闆的心也徹底放了下來。 

矮腳馬這生意若能做成，馬兒必定不便宜，榮桀敢說有多少要多少，顯然是很有

底氣了。 

這一日幾番交談中，張老闆也在仔細觀察榮桀這個人，他身上是有股匪氣，卻也

是個頗講義氣的人，張老闆莫名覺得他是可信的。 

反正馬還沒弄回來，將來如何都是未知事，現在不過做個口頭保證而已。 

他想清楚這些，立刻道：「榮弟真是豪爽，那哥哥就多謝你照顧生意，秋日若你

們還來奉金，直接去東市如意行報名字即可，我一定好好招待。」 

榮桀心裡頭也舒坦，花錢能辦到的事比自己費功夫要輕鬆得多，他們只要努力賺

錢，旁的都好說。 

「那就多謝張哥了，小弟預祝大哥滿載而歸。」 

話談到這基本就說完了，榮桀和顏青畫告辭出來，一起回了客房。 

顏青畫這會兒依舊不太舒坦，榮桀也不叫她跟著出去忙活，她也就不再堅持，在

客棧裡足足睡了一個下午，才略好些。 

癸水真是折磨人，原本她是多好強的人，這會兒也什麼都不想做了。 

晚上她沒什麼胃口，只要了一碗熱湯麵吃完，早早就睡下了。 

榮桀沒回房，他又找了雷鳴，兩個人去後院裡小聲說話。 

「張家還算客氣，明日他們來換貨，勞煩你跟燕哥好好盯下，我同你嫂子還得再

出去看看，也好對這邊的物價心裡有些譜。」榮桀沉聲道。 

他們如今去不了太遠的地方，如果世道平穩還好，如果出事，恐怕就沒什麼精力

往遠路走商了，奉金是他們眼下最好的選擇，這裡物資豐富來往熱絡，最重要的

是與張家這個地頭蛇搭上了關係，簡直是天上掉餡餅的好事。 

「下午我跟燕哥走了一圈，這邊的鐵器只能去衙門邊的官匠鋪買，還必須帶著戶

引才成，不過我問了問附近的百姓，每斤都比咱們那便宜許多。」 

榮桀略沉吟一番，心裡大概有了數，「這趟辛苦你了，回去叫你嫂子做好帳，一



定不虧待弟兄幾個。」 

雷鳴笑笑，「榮哥，你這話見外了。」 

弟兄們經常是叫榮桀「大當家」，偶爾有幾個關係好的，私下也會叫他榮哥。 

他們的命都是他和老當家救回來的，也都知感恩，平日裡為了山寨盡心盡力，而

他也從不叫他們失望。 

有來有往，有付出也有回報，這也是寨子能堅持到今天的根由。 

兩個人私下裡商議定了事，各自回屋休息，榮桀在小隔間裡輕手輕腳洗漱，出來

見顏青畫一動不動躺在床上，已經睡得很熟。 

若不是身體不太舒坦，她這會兒說不定已經醒了，會溫柔問他「忙完了？快睡

吧」。 

榮桀上了床，拉過被子蓋好，一雙手自然而然摟住她的腰，既然她說他的手管用，

他就要在這幾日盡量讓她更舒服。 

迷迷糊糊要睡著的時候，榮桀想起老大夫那惋惜的眼神，他笑著搖了搖頭。 

對他來說，目前最大的心願就是同她白頭偕老。 

什麼孩子，什麼將來，都是虛無縹緲的夢。小姑娘還這麼小，瘦瘦弱弱的，他一

隻手就能抱起來，哪怕身體無礙，他也不敢叫她懷娃娃。 

而且連他們都不知道將來要往哪走，拖累個孩子做什麼？ 

當人爹娘總要負責任，若是不能還不如不生。 

先把她養胖點吧，他這麼想著，漸漸沉入夢境。 

 

 

第二日張老闆派了管事過來，不僅給了最好的一批陳棉，還叫管事捎了枸杞和紅

棗，指名說是給小先生的。 

榮桀跟顏青畫「逛街」回來，一見到雷鳴就聽他說了這事。 

「這位張老闆果真精明。」榮桀看了自家媳婦一眼，「那雙眼睛真是毒，也真是

會做人啊。」不過見了兩面，他就猜到了顏青畫的身分，還很客氣地給了見面禮。 

顏青畫也笑，「這一趟我倒是沒白來，還白得這些好東西。」 

枸杞和紅棗雖不是稀罕貨，卻也值些錢，女人家吃用是最好的，這禮簡直送到榮

桀心坎裡去，他從布袋裡摸了一把棗，回了屋洗乾淨，遞給顏青畫。 

「之前老大夫也說妳多吃這個好，原本我還想說去買些回家，如今倒是有現成的

了。」 

顏青畫接過紅棗，一口咬下去心都跟著甜了。 

今日他們去了東市，大概看了看奉金的貨品。 

雖說南來北往的商隊多要經過此處，但也有一些商隊不願意跑太遠的地方，以奉

金為終點也是很好。這裡盛產棉花、玉米、甜瓜、葡萄，每年春秋兩季的商客絡

繹不絕，讓整個奉金的貨物也極為豐富。 

顏青畫幼年時是在中都長大的，當年她家也是高門大戶，自是金玉滿堂，如今身

邊雖然不再有那些東西，卻也被父兄言傳身教這些年，很是有些見地。 



她一邊看，一邊還給榮桀講解，「那幾種香料都是從大月那邊過來的，早年鮮卑

還沒亂的時候，大月跟本朝一直互通有無。」 

榮桀點點頭，取了個八角聞，一下子就被嗆著了。 

顏青畫忍住沒笑出聲，指了指另外一筐果乾，「這是軟蜜杏，原是雲州那邊產的，

每年夏日結果，很容易就能製成果乾。」 

「這也就意味著，雲州剛有商隊來過。」榮桀微微皺起眉頭，道：「我昨日讓阿

鳴打聽過，下午我去百口居再打聽打聽，那邊消息多且雜，興許能知道雲州的近

況。」 

顏青畫頷首，她走這一上午已經很累，下午自然只能在房裡歇著。 

中午用完午膳榮桀就出去了，顏青畫一覺睡到晚上，她摸了摸肚子，發現已經不

太難受了，這才覺得開懷些。 

許多年未曾來癸水，這一次也不過兩天就差不多結束了，顏青畫想著明日跟榮桀

出去得騎馬，鬆了口氣。 

晚上回了客房，榮桀給她洗了些紅棗，盯著她吃。 

「百口居的消息不便宜，不過我還是花錢買了。」 

顏青畫立即坐直身體，洗耳恭聽。 

榮桀表情不是太好，卻也不是太糾結，「雲州那邊其實已經封了，據說是不允許

百姓擅自離國，只是外地商隊可以登記後進入，採買完後再出來。百口居那邊的

消息是奉金本地商隊給的，據說葉輕言以嚴政為根基，他叫人重新修了律例，所

有刑罰加倍實施。」 

顏青畫簡直驚呆了。 

榮桀剛聽到時其實也有點吃驚，他蹙著眉繼續道：「阮細雨是他的童年玩伴，跟

他一起起事的，事成之後他封阮細雨為護國侯，位令尹，結果阮細雨勸他要施仁

政，被他削去軍職，現在也只是負責起草詔書，一概政事都不得多言。」 

這……太跋扈了。顏青畫不禁想，不過這都能傳出來，肯定是雲州百姓被葉輕言

逼得有苦難言，只敢偷偷跟外來商客念叨。 

榮桀還沒說完，「百口居那邊說，葉輕言占了安南府布政使司後只是暫居於此。

他堅持要在城中修皇宮，如今已從雲州各地徵調役卒近萬人，驅趕了城中心的原

住百姓，開始修他的永樂宮。」 

顏青畫更是吃驚，「他怎可如此？」 

「我也不知道，眼下最是需要安撫民心的時候，他這樣大興土木是不應當的，」

榮桀搖頭歎氣，「只是苦了百姓。」 

可不是，前有狼後有虎，好不容易朝廷的貪官汙吏走了，又換了個暴戾的成王，

也不知日子還能怎麼過。 

不過這麼看，他們如今應當還不算太危險。葉輕言一門心思都是他的永樂宮，哪

裡有功夫盯著他們？ 

顏青畫沉吟片刻，猶豫地說：「或許是他放出的假消息？」 

這也不是不可能，他剛占領雲州，屁股還沒坐穩，肯定怕外敵來攻占，可能會先



放個假消息出來迷惑朝廷，好爭取幾分喘息機會。 

榮桀喝了口茶，「無論如何我們回去都要加把勁了，他這個人無法按常理推斷。」 

顏青畫歎了口氣，用力點了點頭。 

越是看清世道，他們肩上的擔子就越重，如果不能強大到屹立不倒，就只能落了

個任人宰割的下場。 

成王敗寇，就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