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九章 第一次難免緊張 

虞母聽虞信說了這個變化後，果然極為高興，連帶著那日覺得自己被欺騙了的惱

怒也瞬間拋到了腦後。她甚至破天荒的拉起小蠻的手說道：「沒想到妳還有這門

手藝，早就聽樓大娘說妳照顧妳爹有些經驗，如今看來果然不假。」 

小蠻受寵若驚的看著兩人交握的手，一點也不敢居功，還不好意思的道：「沒什

麼，只是村裡剛好有個嬤嬤懂些這方面的事，我便求她教我。」 

虞母臉色是前所未有的和藹，「就知道妳是個好的。對了，聘禮我已經讓人準備

好了，等挑個好日子便讓人送到妳家。」 

虞母既然答應了虞父要把禮數做全，這些日子便一直在準備，只是心裡對這個媳

婦不是很滿意，所以即使東西已經準備好了，也不急著遣人送去小蠻家。 

現在知道小蠻竟然讓自己兒子的腿有起色，頓時覺得這個媳婦除了身分低、不識

文墨外，似乎沒什麼可挑剔的了。 

虞母決定回頭把那聘禮再加個四臺湊足十六臺讓人送過去。 

提到聘禮的事，小蠻不好說什麼，只能低著頭，一副羞澀的樣子。 

虞母現在高興，一點也不在意小蠻的表現。她又去仔細打量兒子的腿，雖然看不

出什麼變化，但既然兒子說有好轉，她便打心裡感到高興。 

虞母忍不住又多說了幾句，「既然妳那什麼按摩手法對信兒有用，每天多給他按

幾次，若是覺得累了也可以教別人，讓別人來按。」 

話雖然這麼說，但虞母還是覺得小蠻手法熟練，力道、準頭什麼的肯定是比別人

更好，因此她說這話不過是客氣，私心裡還是希望由小蠻親自動手。 

小蠻正好也有這想法，這種貼身接近公子的事自然還是自己來的好，一想到別人

要在公子腿上動手動腳她就覺得不舒服，要是這人還是個丫鬟的話，她就更不高

興了。 

「這事還是我親自來吧，那嬤嬤說了，按摩力道要大效果才好。」小蠻說著有些

不好意思的絞了絞衣襬道：「娘，您也知道，我、我力氣，比較大。」 

虞母想起自己媳婦輕輕鬆鬆把兒子連輪椅一起抱起來的畫面，那事恐怕就是稍微

瘦弱一些的男人也做不到，她趕緊應道：「既然如此，那還是要妳多辛苦些。」 

小蠻趕緊把對虞信說過的話又對虞母說了一遍，「不辛苦、不辛苦，能幫到公子，

我很高興呢。」 

「真是個好丫頭。」虞母心裡高興，連帶著看小蠻也覺得順眼了，甚至還調侃的

道：「怎麼現在還叫公子呢？既然妳對我們都改口了，怎麼對自己的丈夫反而還

沒改口呢！」 

改口？改口該叫什麼？相公嗎？還是夫君？ 

小蠻紅著臉偷偷睨了虞信一眼，見他沒有反對的樣子，才低聲喊了一句，「相公。」 

「妳對著我這個老婆子叫什麼，妳相公可不是我。」虞母笑道。 

小蠻只能轉過頭，對著虞信重新喊了一句，「相公。」 

虞信就知道這事說出來他娘會高興，也能讓小蠻討得婆婆的喜歡，只是沒想到他

娘竟會高興得不再端著姿態，甚至調笑起他們來。為了讓他娘知道他對小蠻的態



度，他含笑應了，還抬手輕輕摸了一下小蠻的頭。 

要說誰在虞母心裡占第一位，必然是自己的兒子，這是連虞父也不能撼動的地

位。至於媳婦，討個合她心意的固然好，討不到，也不影響她對兒子的愛。 

現在有人能讓她兒子的腿好起來，別說捨棄婆婆的威嚴規矩了，就是讓她三跪九

叩她也是願意的，因此不怪她一時之間轉變這麼大，實在是自從自己兒子腿壞了

之後，這幾乎成了她一個治不好的心病，現在心病有了藥醫，虞母覺得要她做再

多也不為過。 

以前看著兒子維護兒媳時，她有種兒子娶了媳婦忘了娘的心痛感，因此看小蠻越

發不順眼，可現在看他們相處的情況，卻覺得這是小夫妻恩愛，恐怕她很快就能

抱孫子了，她高興都來不及。 

因此等虞信離開後，她立即翻出一本黃曆，仔細尋著最近的好日子，想著要儘早

把聘禮派人送過去，甚至還翻起了明年開春的日子，想看看年後有沒有什麼好日

子適合成親。 

虞母翻了一會兒黃曆，驀地覺得自己翻黃曆得來的日子不保險，想著去廟裡找個

高僧求個好日子才好，兒子的婚事定要方方面面都大吉大利，今後的人生才會

順，盼望沾著這份吉利氣，他的腿也能好起來……對了，還要給寺裡多添些香油

錢，讓菩薩保佑兒子的腿真能就此痊癒。 

虞母一個人想著想著，就想立刻套馬車前去寺裡還願，幸好被綠桃攔下了，決定

明日一早再去，今晚正好跟丈夫分享這個好消息，好讓丈夫也高興高興。 

 

 

虞母高興起來辦事速度是很快的。 

她第二天就帶著人去了附近山上一個香火旺盛的寺廟，捐了不少香油錢後，便高

高興興的依著大師卜算來的好日子忙活起來。 

 

不久，便有人見到縣令府的人抬出一臺臺繫著大紅綢緞的箱子，吹吹打打的出了

城，不知抬向何處。 

有湊熱鬧的跟著這一隊人出了城，這才知道原來這些東西是抬向縣城外那個人口

不算多的樓家村。 

小蠻爹娘事先得了消息，早早備好了瓜果，開著大門等著。等他們真的看見人後，

饒是早已知道小蠻是嫁給縣令之子的樓二嬸子也忍不住吃了一驚。 

那一臺接著一臺的聘禮是村裡人從來沒有見過的，十六臺聘禮不僅滿滿當當的堆

滿了小蠻家的院子，甚至連屋裡都放了不少。 

先前還惡意揣測小蠻是被賣去大戶人家做玩物的人，見到這場面，早說不出話

來，畢竟小蠻嫁的那人他們不久前也見過，可不是形容枯槁的老頭子或是腦滿腸

肥的癩子，此時大家除了驚歎就是羨慕了。 

有些知道這樁婚事是怎麼回事的人，不禁埋怨起當初樓二嬸子怎麼沒讓這等好事

落到自己女兒頭上。 



樓二嬸子耳朵尖尖，聽到有人埋怨，也不多說什麼，只翻了個白眼道：「也不看

看小蠻是個什麼模樣。」 

對方聽見這話，想想小蠻那丫頭怎麼曬都是雪白雪白的臉蛋，再想想自家閨女那

暗沉的臉蛋，頓時說不出酸話來。 

男方送聘禮，原本為了以示體面，最好是新郎官親自帶人抬過來，只是虞母擔心

自己兒子的身體，又自覺十六臺的嫁妝已經給夠了體面，便只派家裡的管事出面。 

其實就算不是如此，小蠻爹娘也不敢有絲毫不滿，畢竟兩家的身分差別明擺在

那，對方派個管事過來已經算是極大的重視了。 

倒是虞信擔心小蠻因此而不高興，此時正在府裡跟她解釋道：「這件事是我的不

是，只是我娘態度堅決，我也不好違背我娘的意思。」 

虞信不想讓小蠻受委屈，但在這種事上，卻覺得是可以妥協一下的，畢竟若是一

味的和他娘作對，就怕他娘好不容易對小蠻升起的好感會因此而逐漸消磨掉。 

小蠻雖然不能體會虞信的用心良苦，但是也不會在這些事上和他計較，畢竟在她

眼裡，公子的身體才是第一重要，當初她娘也跟她說過，因為公子身體不好，有

些事不必勉強。 

她不知道她娘指的有些事是指哪些，卻也知道爹娘希望自己和公子能好好過日

子，不要為了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而起什麼爭執。 

所以聽見虞信這話，小蠻無所謂的笑了笑道：「沒事，一切應該以公子的身體為

重。」 

她知道公子人好，怕他因為這件事心懷愧疚，便繼續說道：「娘準備的那些東西，

可是我見過的十里八鄉頭一份呢，我爹娘一定覺得很風光，而阿壽那小傢伙，看

見這麼多東西也一定高興壞了。」 

虞信見小蠻真的沒有一絲介意的樣子便不再提這件事，只等著管事回來稟告情

況。 

雖然說不再提了，但這畢竟也算是兩人的大日子，因此他們此時都有些心不在焉

的，虞信手裡的書久久才翻過一頁，小蠻手裡的針腳也越做越粗，最後兩人都時

不時的悄悄看對方一眼。 

在兩人的視線第三次對上的時候，小蠻忍不住「噗嗤」一聲笑了出來，「公子是

不是也擔心啊？沒想到公子竟然也會有對自己不放心的時候。」 

經過這些時日的相處，小蠻發現虞信實在是個脾氣再好不過的人，因此現在膽大

到敢調笑他了。 

虞信臉上有一種心事被戳破的不自在，但還是強作沒事的樣子，一臉嚴肅道：「我

只是在想書中聖人所說的話，所謂……」 

他一開始掉書袋，小蠻便覺得頭昏眼花。 

這些日子虞信閒暇的時候會教她讀書識字，但只僅限於一些最基礎的東西，一旦

他開始說什麼之乎者也，小蠻便覺得有星星在她頭上打轉，想起自己曾經還大言

不慚的說過要公子教她讀書識字、她會努力學著陪公子吟詩作對的話，頓時覺得

自己的臉都沒地方擱了，現在恐怕阿壽會的都比她多了。 



虞信在回來後的第二日便把阿壽入學的事都辦妥了，現在阿壽正在縣裡一個很有

聲望的先生名下讀書。 

阿壽來府裡見過她一回，小蠻看著他似乎還挺喜歡讀書的樣子，暗自高興，也不

是指望著他考什麼功名，但讀過書的比沒讀過書的前程好是一定的，就算做個帳

房先生也比一輩子困在莊稼地裡好多了，因此不管縣令夫人待她態度如何，他們

家都是對自己家有恩的。 

小蠻被虞信說得暈暈乎乎的，也不管他是不是口是心非了，求饒道：「是是，那

些聖人說的都對，只是我這個鄉里來的丫頭不懂這些，公子就自己琢磨吧，不用

說給我聽了。」 

就知道小姑娘怕這個，虞信轉移了小姑娘的注意力後也不掉書袋了，而是認真地

問道：「妳可有什麼想學的？若是我會便教妳，不會也可請人來教。」 

虞信知道她活潑，不像自己就算一整天都待在屋子裡看書也不會覺得悶，他怕小

蠻這麼陪他待著會煩悶，也看出來小蠻不是很喜歡讀書，便想讓她隨著自己的興

趣學點什麼。 

「不用、不用，我現在挺好的，什麼都不用學了。」小蠻趕緊拒絕。 

不同於虞信覺得她會悶，小蠻覺得自己現在可忙了，每天早上要琢磨中午吃什

麼，中午又要琢磨晚上吃什麼，晚上躺在床上還得琢磨第二天早上吃什麼，她覺

得公子說的那什麼聖人的「吾日三省吾身」大概也就是這樣了。 

況且她白天還要認字練字一個時辰，給公子按摩泡腿什麼的也差不多耗費一個時

辰，還要想給公子、公婆做雙鞋或做件衣服，小蠻覺得自己已經這麼忙了，再讓

她學點什麼，簡直是要了她這條小命。 

「妳沒有什麼想學的嗎？」虞信見小蠻不像是因為不好意思才推辭，不確定的又

問了她一遍。 

小蠻怕虞信會嫌棄自己不思進取，便試探性的反問：「公子想讓我學什麼？」 

虞信搖頭，「並非我想讓妳學什麼，只是看妳每天做針線，怕妳會覺得無所事事。」 

我的親相公欸，我都忙開花了，您難道沒看見嗎？小蠻一瞬間想對虞信說出這句

話，不過最後還是換了一種更委婉的說法道：「嗯，我不覺得無事可做，每日陪

陪公子，再想想每日的吃食，我便覺得心裡裝得滿滿的。」 

虞信從來沒有操心過下一頓要吃什麼，每日都是廚房做了各式的菜肴端過來，他

喜歡便多吃兩口，不喜歡便少吃兩口，從不覺得張羅飯食有什麼可愁的，小蠻的

這句話他便自動解讀為她因為心裡有他，所以和他待在一起就覺得滿足了。 

覺得小丫頭在跟他訴衷情，虞信故作正經的咳了咳，「我們已經是夫妻了，有些

事心裡知道就好，不必說出來。」 

小蠻一臉茫然的看著虞信，不知道他在說什麼，自己剛才說了什麼不該說的話

嗎？沒有啊，她確實每日忙著公子和飯菜的事就覺得一整天的時間都排得滿滿

的。 

不過即使不知道公子在說什麼，她還是愣愣的點點頭道：「哦。」 

虞信卻把小蠻的發愣理解為她傷心了，猶豫了下，又補充道：「若是只有妳我二



人的時候，妳想說也是可以的。」 

這樣總該可以了吧，虞信覺得自己對妻子很寬容的，這種私房話說給他聽就可以

了，至於其他人，還是不要讓他們知道為好。 

虞信雖然願意在小蠻爹娘以及自己爹娘面前表現出和小妻子的親暱，但那是有點

刻意為之，為的是讓長輩們看到他們兩人感情深厚，好讓長輩放心，至於小姑娘

這種情不自禁的話，嗯，他聽著還是覺得有些不好意思。 

小蠻聽了虞信的話覺得更懵了，但見他也沒有要解釋的樣子，便只能呆呆點頭

道：「哦。」 

虞信自覺已經瞭解了小姑娘的想法，便主動離小蠻更近些，而後看了看她手中尚

未完成的東西，認出來了這大概又是為自己做的，便假模假樣的咳了咳道：「妳

繼續吧，我就在這裡，等人回來了會告訴我們的。」 

虞信剛好擋了她的光，小蠻有些糾結的看著手裡的東西，最後決定，算了，就這

樣吧，公子是第一次上別人家提親，緊張些也是應該的。 

小蠻這麼想的時候，完全忘了她也是第一次被別人提親。 

第二十章 怎麼生孩子？ 

聘禮都已經下了，就意味著這樁婚事已告知天下，再無更改，就等著來年小蠻及

笄後辦婚禮了。 

眾人心知肚明，因此無論是虞府的下人還是樓家村的同鄉，此時都默認了小蠻是

縣令府的少夫人，對於她現在就已經住在縣令府都睜隻眼閉隻眼，畢竟如果換作

自己，不要說是提前住進縣令府了，就是想生個兒子再嫁也是願意的。 

沒了名不正言不順的困擾，小蠻在虞府的日子越發好過起來，目前唯一的煩惱是

虞母總是明示暗示的跟她提想抱個孫子的事，還表示明年她生辰一過就替他們辦

婚禮，所以就算是現在有了，到那時半點都看不出來，完全沒有影響。 

雖然娘跟她說過及笄後再圓房比較好，但也跟她委婉地表示過，若是丈夫想要，

不要逆著他，畢竟男人嘛，沒有不想這個的，妳若是不順他的心，改天他憋不住

找個順他心的，可就沒處去哭了。但現在的問題是，她丈夫沒有表現出什麼，可

她婆婆卻十分著急的樣子，這樣又該怎麼辦呢？ 

小蠻很糾結，她對這些事不是很懂，圓房不圓房的對她沒什麼差別，況且娘還跟

她說過只要忍過第一次，以後都會舒服的，既然是舒服的事，她就更不會排斥了。

問題是，公子是怎麼想的呢？娘說這種事男人會比較想，難道現在要她主動？ 

在婆婆不知道第幾次提起哪家又生了個白白胖胖的大胖小子，她瞧著很是羨慕的

時候，小蠻睜著一雙無辜的大眼睛道：「我也很喜歡孩子，希望有機會也去看看。」 

虞母一副落寞的語氣回道：「別人生的哪有自己生的可愛，你們若是能給我生個

孫子抱抱，那我就是死也瞑目了。」 

這種話都說出口了，小蠻只能趕緊道：「這個……這個……要看緣分。」 

看什麼緣分，你們倆同床共枕這麼久，結果晚上連一次水都沒叫過，這樣就算送

子娘娘站在家門口，這緣分也進不到家裡來啊！虞母頓時不高興了，「我知道你

們年輕不在意這個，但我和他爹年紀也不小了，就盼著有生之年能看一眼自己的



孫子。」 

這話怎麼接？生吧，她一個人也生不出來，不生吧，大概就是不孝了。 

虞母見自己兒媳婦是個聽話的，最近才會頻頻找小蠻說話，美其名曰教她一些掌

家之道，實際上三句話不離抱孫子。 

而虞信雖然對他娘最近反常的找小蠻有些懷疑，但在反覆問過小蠻，知道他娘確

實沒有為難她後，便隨她們去了，畢竟他是男人，總不能時時刻刻跟在兩個女人

身後。 

此時小蠻一臉的為難，不知道應該說些什麼。 

虞母一臉傷心歎道：「唉！這人老了，說話也不管用了。」 

虞母這種在京城裡能和各府夫人打成一片的人，裝起傷心的樣子簡直比真的還

真，更何況一想到兒子都二十四了，她孫子還沒有影，心裡的難受有了三分真。 

小蠻一見虞母這樣子，愧疚的道：「娘，您別這麼說，您和爹還年輕呢。」 

虞母不說話，只長長的歎了一口氣，一副被傷透了心的樣子。 

雖然從家裡回來後婆婆給了自己幾天冷臉，可除去那個時候，婆婆還是對自己很

好的，爹爹看病的錢、弟弟上學的事都是婆婆幫忙的。想到這，小蠻頓時不忍心

了，覺得自己有必要滿足婆婆的心願，於是一咬牙道：「娘，您別傷心，我會努

力懷上孩子的。」 

「真的？」虞母立刻不傷心了，反而有幾分猶豫的問道：「可是信兒那裡……」 

兒子自己是管不了了，以前和他說成親的事，他就一副左耳進右耳出的樣子，現

在和他說生孩子的事，他也是一副再等等的說辭，不然她也不會找上媳婦，現在

好了，不是自己這個老婆子要孫子，而是他的媳婦要孩子，這下看兒子還怎麼拒

絕。 

虞母握住小蠻的手，輕輕拍著道：「我就知道妳是個好的，不然也不會當初一眼

就相中了妳。」 

「沒有、沒有，都是娘教導得好。」小蠻保證道：「相公那裡我會跟他說的，我

知道娘也是為了我們好。」 

虞母笑咪咪的點頭，「你們知道就好，唉，我也不指望別的，就希望能早些抱到

孫子。」 

小蠻只能連連點頭，紅著臉表示自己會努力的。 

經過這麼些時日的明示暗示，虞母終於達到目的，以後不會再頻繁的找小蠻聊天

了。本來兩人差著年紀，脾性又不同，根本沒什麼好說的，於是，虞母又勉勵的

小蠻幾句，並強調她想抱孫子的迫切心情後，就大手一揮，放小蠻回去了。 

臨走前，她偷偷的往小蠻懷裡塞了一小本薄薄的書，是她怕小蠻年紀小，而兒子

又從未有過女人，因兩人都沒經驗，偷偷找來的。給兒子媳婦塞這種畫冊的婆婆，

可是找不到了，虞母覺得自己為了抱孫子也真操碎了心了。 

小蠻面對虞母時答應得信誓旦旦，可一出了虞母的院子門，被外面的冷風一吹，

整個人就垮了下來。 

生孩子，生孩子，到底要怎麼生她根本不知道，只知道兩人躺一張床上，脫光了



之後再做些她娘跟她說得很含糊的事，然後就會有孩子了，但這個需要公子的配

合。 

可是這些日子兩人躺上床後衣服都穿得齊齊整整的，除了早上醒來後自己勾著他

的腿睡在他身上，兩人也沒發生過別的事，這樣要怎麼生孩子？ 

對了，婆婆剛才給自己的那本冊子應該有教吧，不然婆婆也不會送給自己，不過

自己識的字不多，也不知道能不能看懂。嗯，公子應該能看懂，要是自己實在不

認識就找公子看看，畢竟這事兩個人都有份。 

小蠻邊走邊想，直到回了虞信的書房，她還是一臉頭疼的表情。 

唉，自己怎麼就答應了呢？婆婆和她說這事也不是一次兩次了，自己怎麼就衝動

的答應了呢？可是婆婆對她有恩，怎麼能讓婆婆失望呢！她既然答應了就該好好

做，只是又該怎麼做呢？小蠻覺得她的腦子不夠用了。 

虞信見小姑娘被他娘尋過去說話後回來就是這副表情，以為她在他娘那兒受了刁

難，便皺了皺眉，擔心的問道：「是不是我娘說了什麼，讓妳為難？」 

不能怪虞信不相信自己母親，實在是他知道按他娘的性子，就算是再喜歡一個人

也不會每天都要找她私下說話，而且幾天前他娘還看這個媳婦鼻子不是鼻子、眼

不是眼的，就算因為他腿的原因，這些日子給了小蠻好臉色看，可兩人的關係也

不至於突飛猛進到如此地步。 

小蠻搖搖頭又點點頭，卻不知如何開口，這事確實有些為難，但也不是婆婆的錯，

婆婆並沒有刻意為難自己，最後她咬了咬唇道：「沒事，娘就是找我說了些你的

事。」 

她明顯有事的樣子，虞信殘的是腿又不是眼睛，他不可能對此視若無睹，於是他

放緩了語氣說道：「妳不用擔心，我娘心不壞，妳有什麼為難的跟我說，我會跟

我娘說，想必她不會介意的。」 

小蠻想了想，還是搖頭對著虞信笑了笑道：「真的沒事，你不用擔心。」 

娘想抱孫子，所以想讓我們同房，然後我答應了你怎麼看？小蠻覺得自己要是說

出了這些話，得當場挖個洞把自己給埋了，既然說不出口，那就……直接做吧。 

小蠻決定等晚上先看看婆婆給的那本書，要是看懂了就可以直接生孩子了，若沒

看懂的話，就讓公子教自己，這樣公子便能明白婆婆到底找她說什麼事了。 

總之，一切都等晚上看過那本書之後再做決定，因此無論虞信怎麼問，她都回說

沒事，表情也比之前誠懇了許多。 

既然小蠻不說，虞信也不會硬逼著她說，他心想等小蠻真的為難，自然會找他幫

忙，他便做好了隨時替小蠻去找自己母親說情的準備。 

只是虞信怎麼也想不到，晚上等著他的不是小姑娘的求情，而是另一番場面。 

 

 

今晚虞信是要洗澡的，於是小蠻沒有給他泡腳，而是趁著這段時間偷偷的把婆婆

給她的那本書拿出來。 

書倒不至於看不懂，因為只有畫沒有字，她剛打開的時候還暗暗感激婆婆體諒自



己，可是才翻了兩頁就跟燙手似的把書直接丟到了床上。 

這……這……分明就是那啥圖啊！剛開始的那兩頁還算正常，一男一女面對面坐

著，後來就變成了衣衫半解，然後就…… 

小蠻一想到那個畫面就臉頰發燙，腦海中想起自己娘那模模糊糊的說辭，眼睛又

忍不住朝書的方向看過去。婆婆給的這書似乎比娘講的要詳細多了，既然自己答

應了婆婆要生孩子，就應該看一看吧。 

小蠻忍著臉頰發燙，又爬到床裡側把書撿了回來。 

虞母當初選這書的時候，是抱著教自己兒子媳婦知曉人事的心態的，因此她翻了

前面，見上面連如何脫衣都是一張圖一張圖的來之後，覺得這本書甚合她的目

的，沒有再往後面翻看便直接拿給小蠻。可小蠻是抱持著學習的心態，因此即使

害羞，也是一頁一頁看得極為認真。 

一開始是脫衣，然後要親嘴，手還要放到對方身上，小蠻一面看得滿臉通紅，一

面又露出恍然大悟的神情，只是這圖冊越到後面尺度越大，她看到最後已經臉不

紅了，而是感歎於這些姿勢的高難度，她覺得就是街上的雜耍藝人恐怕也學不

來，那女的對折到頭上的腿，還有男的那幾乎快有女的胳膊粗的那東西，小蠻此

時不覺得這是春宮圖，反而懷疑這是妖精志怪圖了。 

她眼睛瞪得大大的，嘴巴張開，一臉的難以相信，直到把最後一頁都看完了，她

腦中還閃現著畫冊中男人身上宛如大棍子的東西，以及女人宛如泥人般可任意彎

曲的身段。 

小蠻想像著把那雙方換成自己和公子，臉上立即露出驚恐的表情，那樣自己的腰

會折了吧？腿大概也會斷成幾截，而且男人的那裡真的有那麼粗、那麼大？那得

多嚇人吶！ 

小蠻越想越害怕，忍不住又翻到開頭那幾頁正常的，壓壓驚，那圖是男女一上一

下，看起來似乎不是很困難，想著還是這樣的自己比較能接受。 

小蠻已經被後面那些圖嚇得現在看這幾幅圖完全不害羞了，她只希望自己和公子

圓房的時候像這幾幅圖就可以了，千萬不要像後面的那麼嚇人，她真的辦不到。 

小蠻心驚膽戰的又瞧了那畫冊幾眼，聽見屏風後面的水聲似乎快要停了，她趕緊

把畫冊壓到枕頭底下，想了想又覺得不妥，趕緊拿出來掀開身下墊著的被子，把

畫冊壓到底下。 

藏好書後，小蠻看著屏風後面的人影似乎已經在穿衣服，她回憶著畫冊上的內

容，後面那些可怖的畫面都是女的穿著衣服，然後男的把衣服撕了，而前面那些

自己還能接受的都是女的把衣服脫了，然後兩人滾到了一起…… 

小蠻突然想明白了其中的關鍵，為了不讓自己斷腿斷腰，她連忙把自己脫得光溜

溜的鑽進被窩，摸了摸身上僅剩的肚兜和褻褲，想了想把它們脫下來藏到那堆衣

服的下面，再用被子蒙住頭，不敢讓虞信看見自己此刻已經熱得可以煮雞蛋的臉。 

虞信穿好衣服從屏風後走出來，見小姑娘已經躲在被窩裡睡覺，並沒有多想，只

以為她今天累了想早些睡。 

他怕自己上床會把冷氣帶給小蠻，只掀起小小的一角，然後挪動已經有些撐不住



的腿躺了進去。 

因為被子根本沒有完全掀開，虞信沒發現被窩裡的小姑娘是一絲不掛的，他躺在

被窩裡等了一會兒，見小姑娘還是背對著他，沒有像往常一樣非要擠過來抱著他

給他暖身子，他以為小蠻睡著了，便壓低聲音問了一句，「妳睡了嗎？」 

「沒有。」小蠻悶悶的聲音傳進虞信耳朵裡。 

那妳今天怎麼不抱著我了？這話虞信問不出口，可心裡卻是萬分想問的。他忍了

忍，見小姑娘沒有再開口，也沒有靠近他的意思，便折中問道：「今天怎麼跟往

常不一樣？」 

小蠻沒回答，反而低聲道：「相公，你要不要抱抱我？」 

她的聲音太低，人又是悶在被子裡，虞信一時沒聽清楚她說什麼，只隱約聽到她

叫自己相公。雖然那天被自己母親要求改稱呼後她叫了自己相公，但平時她還是

叫自己公子，現在突然又叫自己相公了，虞信覺得今天的她似乎有些不尋常。 

「是不是白天我娘說了什麼？妳不用管，萬事有我。」虞信道。 

小蠻搖搖頭，之後想到她在被窩裡搖頭公子看不見，才開口道：「沒有。」 

她說完忍著羞意重複了一遍，「相公，你要不要抱抱我？」 

虞信這次終於聽清楚了，他以為小姑娘是在他娘那裡受了委屈，但又怕說出來影

響他們母子的感情，所以忍了下來。他感到一陣心疼，面對她的要求，不忍拒絕，

長臂一伸便想把小姑娘摟進懷裡。 

可這一摟，他發現了不對勁，這手感怎麼好像沒有隔著衣服，而是直接貼著肉？ 

虞信心頭困惑，手下意識的摸了摸。 

小蠻怕癢，被虞信這麼輕輕的摸著，忍不住笑了起來，而後聲音軟綿綿的抱怨，

「相公，癢，不要摸了。」 

虞信終於確定手下確實是光滑的皮膚，而不是隔著一層布料。 

他受驚似的一下子把自己的手從對方身上抽了回來，有些口齒不清的道：「妳……

妳……」 

虞信想掀開被子看看對方到底穿了多少衣服，可又怕掀開後看到什麼不該看的，

結果整個人僵在原地，就跟身子壞了一樣不能動彈。 

小蠻忍著羞意做到了這一步，自然不願意半途而廢，而且她是躲在被窩裡，被窩

裡黑乎乎的啥也看不見，給了她不少勇氣，於是她悄悄握住虞信放在身側的手，

學著畫冊裡的樣子把它放到自己的胸口。 

小蠻雖然還差幾個月才及笄，可這裡的發育一點都不比別人晚，胸前鼓起高高的

兩團，又綿又軟，虞信幾乎是手一放上去就知道這是什麼地方，他想把手抽回來，

可手被小姑娘這樣輕輕握著，他便覺得手上有萬鈞力量壓著似的，竟是半分都動

不了。 

虞信已經二十四歲，他從少年時期第一次偷偷髒了褲子到現在，雖然沒碰過女

人，對這方面也不是很熱衷，但自問還是個正常的男人，並非柳下惠，妻子脫得

一絲不掛的躲在被窩裡，還引著自己用手握住她最柔軟的地方，虞信覺得自己的

嗓子有些發緊，啞著聲音問道：「妳這是做什麼？」 



小蠻其實在把虞信的手放到自己胸前的時候勇氣就差不多用完了，此時聽見虞信

問，她也說不出別的理由，只能如實道：「這樣可以生孩子。」 

「轟」的一聲，像有什麼在虞信的腦中炸開，他自然比小蠻明白生孩子是怎麼一

回事，自己明媒就差正娶的妻子此時在床上脫光了，用軟綿綿的語氣說要跟自己

生孩子，虞信覺得這對任何人來說都是考驗，可是對方還太小，而且這件事不用

想也知道肯定是自己母親授意的。 

這個傻姑娘！ 

虞信僵著手不敢動，眼睛微閉道：「妳還小，這事不急。」 

小蠻也知道其實不用這麼著急，但自己都答應婆婆了，而且勇氣這東西鼓起一次

容易，第二次就難了，她乾脆不說話，只把虞信的手又往自己胸前貼了帖，以此

展示自己的決心。 

即使身體已經開始有了反應，只是有些事不能做就是不能做，虞信咬咬牙把自己

的手從小蠻手中抽了出來，才道：「現在不用想那麼多，不早了，睡吧。」 

自己都這麼主動了，可對方還是沒有要和她生孩子的意思，小蠻覺得自己答應婆

婆的事無法完成了，只是她也鼓不起勇氣再做什麼，虧自己剛才還害怕會不會

疼、會不會斷胳膊斷腿的，原來實際情況是什麼都不會發生，她不禁感到有些沮

喪。 

娘還怕公子會忍不住，現在看來忍不住的倒像是她。 

小蠻又羞又不甘心的背過身去，明明畫冊裡不是這樣的，難道是因為自己沒有畫

冊裡的女人漂亮嗎？ 

第二十一章 喜不喜歡我 

小蠻背過身的動作，虞信感覺到了，他想說些什麼，可又不知道該說什麼才好，

而且想到小姑娘現在可能是沒穿衣服，他連動都不敢動，就怕一不小心碰到什麼

地方。 

在沉默了一陣後，虞信還是忍不住開口道：「那個，小蠻，妳要不要先把衣服穿

上？這樣容易著涼。」 

「不穿，反正你也不會看。」小蠻原本害羞，可是這麼長時間對方都不理她，她

越想越生氣，明明是夫妻，娘和婆婆都說這是正常的，可自己都那麼主動了，相

公為什麼像碰到了什麼髒東西似的避著她，他是不是不喜歡自己了？ 

對了，他一開始就不想娶自己，既然這樣，他又何必把自己接回來？小蠻越想越

極端，越想越傷心。 

虞信聽著小姑娘的聲音像是哭了的樣子，束手無策，只能支支吾吾的安慰道：

「妳……妳還小。」 

小蠻原本也覺得自己還小，可是一直被人以這個為理由拒絕，真的開心不起來，

她賭氣似的道：「我們村的翠萍還比我小兩個月，她的孩子都會走路了。」 

虞信不知道該怎麼接這個話，停頓了許久，也只是乾巴巴的道：「那樣不好。」 

小蠻沒回應。 

虞信沉默了一會兒，也不知道該說什麼，然而他又怕小姑娘就這樣光著身子睡一



晚，只能問：「是不是我母親讓妳這麼做的？」 

虞信這話題轉得有些生硬，也因為尷尬，語氣聽起來像是在質問她。 

小蠻簡直要傷心死了，她從被窩裡鑽出一個頭來，用大大的眼睛盯著虞信道：「沒

誰讓我這麼做，反正你就是不喜歡我。」 

虞信雖然不敢看小蠻被窩裡的情況，但視線一直落在小蠻這邊，當她從被窩裡鑽

出來的時候，露出的縫隙讓小姑娘精緻的鎖骨、隆起的雪白突如其來的映入虞信

的眼簾，他頓時紅了臉，面對對方的質問也只是呆呆的應了一聲，「嗯？」 

他根本就沒有聽到小蠻說什麼，這聲「嗯」也只是下意識的疑問。 

但小蠻不這麼想，她問公子是不是不喜歡她，公子說「嗯」，那就是承認了，原

本還只是覺得委屈，現在真的是忍不住落淚。 

虞信看著小姑娘不說話直掉淚，一時間就想伸手把她摟進懷裡好好安慰一番，但

一想到小姑娘被子裡的情況，他的手還沒伸出去就收了回來。 

回想著她剛剛到底說了什麼，他道：「我怎麼會不喜歡妳呢，我要是不喜歡妳，

為什麼要娶妳呢？」怕她不信，他伸出手把小蠻的頭輕輕壓到自己胸前。 

「可是……可是……你剛才……」小蠻覺得自己都這樣了，結果公子還是不為所

動，真是太丟人了。 

虞信知道自己剛才的行為確實很打對方的臉，他也不是毫無感覺，可是只要一想

到對方還未及笄，他有多大的慾望都只能壓下去。 

放開小蠻的頭，他低下頭對著她的臉頰親了一下，「我不是不想，而是希望這種

事留到我們的洞房花燭夜。」他直視著對方認真問道：「好嗎？」 

虞信說完話一直看著小蠻，等待對方的回答，但小蠻只是把頭重新埋回他的胸

前，沒有說話。 

虞信以為小姑娘不相信他的話，把心一橫，握著她的手放到自己已經甦醒的那處。 

一直被壓抑著的那處被一隻不屬於主人的手一碰，立即比剛才更精神了些。 

已經知道那是什麼的小蠻立刻掙開了虞信的手，而後頭往下移了移，聲音幾不可

聞的抱怨，「你幹什麼呀！」 

虞信苦笑，「妳現在相信我說的話了吧，我若是不喜歡妳，怎麼會娶妳呢？」 

小蠻的臉更燙了，她埋在虞信胸前幾乎羞得抬不起頭來，聲音比剛才更低道：「我

知道了啦。」 

終於安撫住小姑娘，虞信長長的鬆了一口氣，剛才那行為簡直把他二十四年的老

臉都豁出去了，他趁機道：「那個，衣服，會著涼的。」 

一想到自己現在光溜溜的貼著虞信，小蠻剛才因為傷心而飛走的羞恥心咻的一下

全部回歸了。 

可是衣服都被自己堆在床腳，要是自己去拿，就等於得不穿衣服從被子裡爬出

來，而公子就在旁邊看著…… 

她的勇氣已經在剛才耗盡了，讓她這樣光溜溜的展示在公子面前，她真的辦不到

呀！ 

「衣服……衣服在床腳，我、我搆不著。」小蠻用一種幾乎聽不見的聲音說道。 



虞信沒有聽清楚，便問道：「什麼？」 

「我搆不著衣服！」小蠻自暴自棄的嚷道。 

「哦。」虞信終於注意到了床腳那一堆花花綠綠的衣服，但一眼望過去並沒看見

白色的褻衣，又問：「妳褻衣褻褲穿在身上嗎？」 

若是身上還穿了衣服，那剛才真是自己想多了。 

然而小姑娘的話證實他猜錯了，只聽見她不好意思的道：「在最底下。」 

「……妳等一下，我幫妳拿過來。」虞信用手撐著自己的上半身坐起來，然後彎

腰去搆床腳的衣服，同時還不忘對小蠻說道：「妳把被子捂緊一些。」 

小蠻立即伸出一隻胳膊把被虞信帶起的被子壓下去。 

虞信拿開那些壓在上面的外衣就看見了白色的褻衣褻褲，以及一件嫩黃色的肚

兜，上面繡著粉色荷花。 

褻衣褻褲還好，除了小一些，似乎和自己的也沒什麼區別，但那個肚兜，虞信拿

在手裡都覺得燙手，他趕緊把東西全塞進被子裡，「穿上吧！」 

被窩裡傳出「窸窸窣窣」的聲音，很快就聽見對方聲音悶悶的道：「好了。」 

「嗯。」虞信應道，除此之外，也不知道自己該做什麼，剛才那種光滑的觸感，

以及那件帶著粉色荷花的肚兜，似乎全停留在自己的腦中。 

衣服重新回到身上的感覺讓小蠻臉上的熱度消下去不少，她慢慢的往虞信那邊靠

近了些，然後伸手摸了摸他的腿，不過這次卻是不帶任何綺念，只是想到公子在

床上陪自己鬧了這麼久，不知他那雙腿是不是又涼了。 

手上的觸感果然有些偏涼，但比起以前的毫無溫度好多了，想起自己努力了那麼

久才讓公子的腿好一點點，她不想前功盡棄，便忍著羞意重新把自己的腿放到虞

信的腿上，想幫他暖起來，然而想到他剛才還精神的某處，她不敢跟以前一樣整

個人都抱著他。 

但是單單把腿放在他身上，根本就暖和不了什麼，小蠻保持著這個姿勢一會兒後

覺得不妥當，問道：「公子，你可以背過身去嗎？」 

小姑娘把腿放在自己腿上那麼久，現在又說出這種話，虞信自然明白她的意思，

只是他也知道小姑娘此刻定然是不好意思，便善解人意的道：「不必了，我今天

感覺很好。」 

「哦。」小蠻把腿收了回來，自己背過身去。 

今天緊張了一天，小蠻閉上眼打算睡覺，可不知是不是已經習慣了抱著一個人睡

覺，她闔上眼後竟遲遲沒有睡意，而且一想到自己不抱著公子，公子的腿可能一

晚上都這樣涼涼的，她心裡便煩躁起來。 

「公子，你睡了嗎？」小蠻想了想，還是低聲問道。 

對方沒有說話。 

小蠻試著把聲音稍稍放大一點，「公子？」 

見對方還是沒有說話，她想公子大概真的已經睡了，便伸手探了探虞信腿的溫

度，感覺比剛才又冷了幾分，她便想和以前一樣抱著他睡。 

突地，她想到什麼，把手往上移了移，想知道那東西是不是還立著，只是她的手



剛靠近那處便被一雙大手抓住了。 

「怎麼了？」虞信低沉著聲音問道。 

他剛才並沒有睡著，只是不知道小姑娘叫他幹什麼，為了避免尷尬便沒有出聲，

可是現在無法再裝睡了。 

小蠻知道虞信還沒睡後，一時間伸出去的手不知該放哪，她只能結結巴巴的道：

「我、我就是，想給你暖暖。」 

虞信歎了一口氣，直接把小姑娘抱起放到他身上道：「沒事了，我剛好也覺得冷

了，多謝妳。」 

這麼被放到對方身上後，小蠻也沒覺得自己有碰到不對勁的地方，反而是對方這

種帶著幾分無奈、幾分寵溺的語氣讓她紅了臉，「不用、不用謝，我們都是夫妻

了。」 

「嗯。」虞信笑著摸了摸她的頭，「那麼，睡覺吧，我的娘子。」 

小蠻趕緊閉上眼，這下子很快就睡著了。 

虞信低頭看著懷裡的小姑娘，輕輕地笑了笑，也閉上眼入睡。 

 

 

那天之後，小蠻再也不敢提起那件事，甚至每次看見虞信對著她溫柔的笑，她的

臉都會紅成一片，只覺得自己那天怎麼敢做出那麼大膽的事。 

虞信也不知跟虞母說了什麼，虞母沒有再單獨找過小蠻說話，抱孫子的事也沒有

再提過，但是對小蠻的臉色也沒有那幾日和藹，又恢復一副不鹹不淡的樣子，只

有每每虞信提起自己的腿時會對著她露出幾個笑臉。 

小蠻對於婆婆的反覆無常有些摸不著頭腦，不過只要對方不刻意為難她，她不會

多想什麼，而且她是要和公子過一輩子的，只要公子對她好，她就覺得心裡甜滋

滋的。 

這樣的日子甜蜜而又舒適，很快在大家都沒有察覺的情況下，那份老黃曆悄悄的

翻到了最後。 

這期間小蠻由虞信陪著回了一趟娘家，只是一回去便被她娘沉著臉教育了一晚

上，說這麼冷的天不要時常出門，還要她顧忌自己相公的身體，又跟她說新婦總

這樣念著家裡給婆家的印象不好，就算想家也得等在婆家站穩了腳跟再說。 

小蠻「嗯嗯嗯」的應著，知道她娘也是為了自己好。她雖然很想經常回來，但為

了不讓她娘擔心，自這次回去後便再也沒有提起過要回娘家的事，就連虞信問起

也只說家裡最近忙，乾脆等大年初二女兒回娘家時再回去。 

虞信想起他們從岳父岳母家回來後他娘那副不甚高興的樣子，怕小蠻是因為這樣

才故意不回去，但想到自己的腿確實不適合經常這樣出門，便摸了摸她的頭道：

「等天氣回暖了，我便多陪妳回去幾趟。」 

小蠻其實也是這麼想的，等天氣暖和起來，她的生辰也過完了，按婆婆的想法，

那時他們也該成親了，到那時再回去更方便些，加上回暖後公子的腿也會好受一

些，公子也不至於受罪。 



小蠻點點頭，看著虞信的眼裡是滿滿的愛慕。 

自從公子把她接回家後，就對自己越來越好，連在婆婆面前也總是護著自己。有

時候她都覺得自己有些無理取鬧，可公子從來不會責罵她，自己怎麼會遇到這麼

好的相公呢！ 

小蠻臉上帶著笑，萬分期待兩人真正拜堂後的生活，到時兩人應該會生幾個孩

子，最好是男孩女孩都有，這樣爹娘那邊應該也會高興，而婆婆抱上孫子後便沒

有精力再管自己，公子也不用夾在她們中間為難，雖然公子看起來並沒有為難的

樣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