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十章 印章上的字 

離開虞府才三天的時間，院子裡不可能有什麼變化，進到房間後，小蠻才發現兩

人的床頭多了幾本書，她記得以前信哥哥很少把書帶到床上看，更不用說床頭還

放著好幾本了，小蠻有些疑惑的看了虞信一眼。 

「咳咳。」虞信掩飾般的咳了兩聲才解釋道：「我一個人沒事幹，便在睡前看了

幾本書。」 

「哦。」小蠻不帶任何含義的應了一聲。 

虞信卻像是怕被看破心思似的連忙轉移她的注意道：「妳看看桌上我放了什麼。」 

桌上？ 

小蠻隨著虞信的話往桌上看去，這時她才注意到桌上不知道什麼時候多了一個兔

子形狀的小印章，她覺得這印章有些眼熟，想起自己剛來的時候他就送過自己這

樣一個印章。 

她先走到桌前看了看，確定這個印章確實和她記憶裡的那個很像，還特意去把虞

信原先送她的那個翻出來，兩個印章這麼放在一起一對比，她發現這兩個印章確

實長得幾乎一模一樣，只是新出現的這個底下還沒有刻字。 

「這是？」她一隻手拿著一個印章，不敢確定的問道。 

「我想起以前給妳刻過一個，這兩日閒著沒事便想再刻一個湊成一對，只是還沒

想好要刻什麼字，小蠻可有什麼想法？」虞信拿過小蠻手裡那個空白的印章，摩

挲著它的底部問道。 

小蠻用力搖頭，雖然刻成一對光是想想就很美好，可以她這個只認識幾個字的水

準，是真的不知道應該刻什麼字。 

「那就不刻了，一直這樣為妳留著好不好？」虞信這樣問道。 

小蠻有些猶豫，「可是我真的不懂這些怎麼辦？」 

虞信摸了摸她的頭，「傻姑娘，這有什麼關係，我只是希望這能成為一對印章而

已，上面刻什麼或不刻什麼又有什麼關係呢？就算妳說把妳的名字刻上去，我也

覺得它們很般配。」 

刻名字？ 

小蠻一想到這個就更用力的搖頭，「不不不，名字還是不太好，那我再努力想想。」 

「好，不著急，想不出來也沒關係。」虞信笑著說道。 

「嗯。」小蠻笑著點頭，可心裡已經在糾結該往上面刻什麼字了。 

虞信看著小蠻皺著眉頭苦思的樣子，摸了摸她的眉頭笑道：「好了，我說這個又

不是為了故意給妳出難題，所以真的不必太在意，瞧妳，怎麼臉都皺起來了呢。」 

「嗯。」小蠻仰起頭對著虞信燦爛一笑，但很快又把頭低下去繼續思考了。 

信哥哥給自己刻的是「少女無憂」，那自己要想什麼字才配呢？ 

「少男無愁？」小蠻想到這個，偷笑著看了虞信一眼。雖然信哥哥長得還很年輕

啦，但在這上面刻個「少男」還是有點好笑，那麼，應該刻什麼呢……虞？信？

刻信哥哥的名字？ 

虞？虞你無愁？與你無愁！對，就是這個，這個好，有信哥哥的名字，而且和信



哥哥在一起她真的很幸福也無愁。 

小蠻想了許久，終於覺得這個十分合適，她激動的拽住虞信的袖子道：「信哥哥，

我想到了，就刻『與你無愁』好不好？『與』和你的姓音近，這個也剛好和你給

我的那個章上刻的字對得上。」 

小姑娘費了好大一番心思才想出來的結果，虞信自然沒有拒絕的道理，何況他也

覺得這幾個字還不錯，於是笑著點點頭答應下來。 

「小蠻真聰明。」虞信誇讚她。 

「沒有、沒有，一般、一般。」小蠻謙虛道，但臉上忍不住帶上幾分自豪。 

虞信看著小蠻露出孩子氣的笑容，再看到她已經有些凸起的肚子，心裡那種他將

來要帶兩個孩子的預感更加強烈了，不過他甘之如飴。 

虞信伸手輕輕捏了一下小蠻的臉道：「那我現在就把這幾個字刻給妳看好不好？」 

小蠻看了看桌上跳動的燭火，雖然屋子裡點著蠟燭沒有很暗，但大晚上的做這些

事是很傷眼睛的，她搖頭拒絕，「不不不，現在太晚了，看不清，信哥哥明天再

弄吧。」 

「好，都聽妳的。」虞信把手裡的東西又放到桌上，問小蠻，「好了，妳想了這

麼久，現在有沒有覺得餓了？我讓廚房把東西給妳端來？」 

小蠻先是搖了搖頭，然後想到什麼似的又點了點頭，「好啊，讓他們送過來吧。」 

晚飯虞信一直給她加菜，小蠻吃完的時候，感覺肚子像懷了不只一個似的，現在

雖然消化得差不多了，可還沒感覺到餓，只是想到信哥哥可能餓了，她覺得還是

把東西端來比較好。 

大概是考慮到自己兒子要喝，虞母讓廚房燉的並不是特意給孕婦喝的補湯，而是

兩小盅乳鴿湯，因為已經熬了好幾個時辰，蓋子一揭開的時候，那股香味幾乎撲

面而來，剛才還覺得不餓的小蠻立刻覺得自己應該可以再吃一些。 

考慮到孕婦吃油膩的會難受，乳鴿湯裡的油已經被撇得乾乾淨淨，而且乳鴿肉本

就鮮嫩，現在在廚房熬了這麼久，那肉幾乎到了入口即化的地步，小蠻不知不覺

便把一碗湯喝完了。 

等她想起來，抬起頭看看虞信有沒有吃飽的時候，才發現對方不知在什麼時候停

了下來。 

他見小蠻看過來，把自己的湯盅往她的方向推了推，道：「是不是還沒吃飽？我

這兒還有，妳慢慢吃，要是覺得好吃，可以讓廚房再做。」 

小蠻搖搖頭，剛想說自己飽了，一個飽嗝替她把這件事說了出來。她撓撓頭，有

些不好意思的對著虞信嘿嘿的笑。 

虞信默默的把湯盅又收了回來，自己幾口把湯喝完了才道：「妳若是喜歡的話，

我去跟廚房說，讓他們明日還做這個。」 

乳鴿湯確實比雞湯好喝一些，而且廚房弄得也不油膩，小蠻點頭同意，但還是說

道：「要是太麻煩的話就不用了，畢竟大夫說了飲食要適當，胎兒長得太大也不

好。」 

「好，我回頭問問廚房。」虞信應道，心裡已經決定了，既然小姑娘喜歡，明天



的菜單裡一定有這道菜。 

小蠻一碗湯喝下去太撐，只能站起來在房裡到處走著消食，聽到虞信的話，她背

對著他點頭，心裡卻在數著自己的步子。 

先走個五百步還是一千步呢？她一步步的走著，一直圍著虞信繞圈圈，也不知道

走了多少步。 

虞信被她繞暈了，他揉了揉自己的額頭，問小蠻，「現在還難受嗎？」 

小蠻繼續慢悠悠的走，「差不多了。」 

聽到這個答案，虞信心裡鬆了一口氣，「差不多了就洗漱一下睡覺吧，天色已經

不早了，晚睡對身體不好。」 

「哦，好。」小蠻說著又走了一會兒，然後摸摸自己的肚子，覺得肚子裡大概只

剩寶寶後，才讓外面打了水進來洗漱。 

等洗漱完兩人躺到床上，小蠻看著頭頂還繡著百子千孫圖的帷帳，忍不住問虞

信，「信哥哥，等孩子出生後，你會只要孩子不要我嗎？」 

「虞信聽到這個問題，側身看著小蠻道：「妳怎麼會問這樣的問題呢！我不是說

過了，我先是喜歡妳，然後才喜歡孩子，所以孩子當然沒有妳重要。」 

小蠻想起來自己似乎還因為這事和信哥哥鬧過脾氣，這樣的話，信哥哥應該不會

跟婆婆一樣，想著等孩子生下來就不要她了，但也許是因為信哥哥還不知道自己

的身世。 

可自己究竟是什麼身分呢？阿爹阿娘說他們不知道，她並不懷疑，只是那天聽到

公公婆婆的對話，卻讓她總是忍不住在心裡多想。 

婆婆究竟知道了什麼？或者說公公究竟調查出什麼？真相越是不明朗，小蠻就越

是好奇，或許這種好奇也包括了想要早死早超生的無力感。 

既然公公已經查出來她的身世，那是不是說明公公早就開始調查自己了呢？公公

又為什麼要調查自己？ 

想到這些日子以來信哥哥的早出晚歸，小蠻突然有一種不好的猜測，這猜測一旦

冒頭，便以一種燎原之勢在她的腦中蔓延開來。 

小蠻忍了忍，最終還是忍不住問道：「信哥哥，你這些天都在幹什麼？」 

「父親那邊出了點事，他讓我幫個忙。」虞信說完，還解釋道：「不過現在事情

差不多都結束了，我現在大部分時間都會留在家裡陪妳。」 

既然是公公那邊出了事，那應該不是自己的事吧，這說明信哥哥對於她的事什麼

都不知道，小蠻在心裡偷偷想著。 

小蠻抱著僥倖的心，過了幾日，她卻被虞母叫了過去。 

虞母一見到小蠻先看了看她的肚子，見小蠻的肚子比起前幾日又大了一些，她原

本嚴肅的臉上露出幾分笑意，「最近肚子怎麼樣？孩子開始胎動了吧？有沒有什

麼不習慣的？」 

小蠻搖頭，「多謝娘的關心，我覺得很好，而且孩子很乖，沒怎麼動過。」 

虞母聽了反而變得緊張起來，「怎麼會不怎麼動呢？快五個月的孩子正是活潑的

時候，你們有沒有定時找大夫過來看看？」 



她不禁著急起來，「算了，算了，你們這是第一胎，什麼都不懂，還是現在就去

找大夫過來。」她說完，直接對門外喊道：「綠桃，去找個人把常給我們府裡看

診的大夫請過來，要快一些。」 

小蠻來不及說不用急，他們每隔幾日便會請大夫過來診脈，就聽到虞母一個人在

那兒低聲道——  

「唉，都怪我，該時時刻刻盯著他們，畢竟孫子還是親孫子。」 

虞母雖然說話聲音很小，但小蠻就是聽清了她全部的話，心裡刺了一下，她忍不

住伸手撫上了自己的肚子。 

虞母沒注意到自己的自言自語已經被兒媳婦聽去，或許就算知道了她也不在意，

她嘀嘀咕咕說完後便重新看向小蠻的肚子，問道：「除了胎動不多外，妳有沒有

覺得哪裡不舒服？」 

聯想到以前聽到的話，小蠻覺得虞母的這種擔心像帶著刀子似的，句句都有一種

扎在心上的痛感，她強笑著搖了搖頭，「沒事，娘不用擔心，我和信哥哥每隔幾

日便會找大夫過來請脈，大夫沒有說有什麼不對勁的。」 

「不行，這種事不能大意，我當初就是因為生信兒的時候什麼都不懂，結果到現

在為止也只生了信兒一個。」虞母說起這事，臉上露出十分悔恨的表情。 

當年她和虞父因為都是頭胎沒經驗，很多事情都不懂，最後不小心早產，孩子生

得萬分艱難，以至於這一胎生完後，大夫說她身體受了損傷以後很難再受孕，後

來也正如大夫所說的，她這麼多年來只有虞信一個孩子。 

虞母是真心實意怕小蠻重蹈她當年的覆轍，她雖然不想小蠻做她的兒媳，但也不

想為難她，一個女人若是不能生，就很難再嫁了，最關鍵的是，若是她過得不好，

之後再找上他們怎麼辦？ 

虞母抱著這種擔心，在等大夫到來的期間萬分著急，等大夫終於過來了，她趕緊

對著大夫道：「快快快，趕緊給我兒媳婦看看，她怎麼說她胎動不明顯呢？」 

老大夫被人急急忙忙的請過來，以為府裡出了什麼大事，如今看著虞母這麼著急

的樣子，擔心病人真的是情況嚴重，他小心翼翼的把手搭上對方的脈，停頓了許

久，認真研究病人到底有什麼毛病。 

虞母看著老大夫這個樣子，越發緊張起來，連忙問道：「大夫，怎麼樣，我兒媳

的身子有問題嗎？」 

老大夫皺著眉，點點頭又搖搖頭。 

虞母被他的反應搞得一頭霧水。 

小蠻在一旁也開始緊張起來，害怕肚子裡的孩子真的出了問題，她趕緊道：「大

夫，有什麼問題嗎？您就照實說吧，我受得住的。」 

老大夫摸著鬍子，搖搖頭道：「少夫人的身體沒什麼問題，只是我一開始就說過

孕婦宜保持心情愉悅，少夫人最近似乎思慮過重，不管有什麼事，還望少夫人看

開才好。」 

思慮過重？當務之急還是先調養身體，於是虞母便對老大夫道：「那能不能幫她

開些藥好好調養調養呢？」 



老大夫搖頭，「是藥三分毒，懷孕期間最好是任何藥都不要吃，前期的安胎藥是

沒辦法，後面若非萬不得已，最好還是不要吃藥。」 

他知道高門後宅是非多，雖然不知道小蠻經歷了什麼，但老大夫還是本著一顆醫

者之心勸道：「無論如何，少夫人就算是為了自己的身子和孩子，也該看開一點。」 

小蠻點點頭，「我知道了，多謝大夫。」 

按說自己從得知身世之事到現在不超過十日，沒想到就已經影響到了胎兒，小蠻

愧疚的摸了摸自己的肚子，努力讓自己不要再去想那件事。 

只是她剛下定決心忘了身世之事，便聽到虞母試探性的問道——  

「我聽說妳回娘家前一日到我院子裡來過，既然來了，怎麼不進屋坐坐？」 

「我就是過來看看貓，因為怕打擾了娘，就沒有過去了。」小蠻回道。 

「哦，那日妳公爹也在，我聽說妳原本是打算進來的是嗎？若是妳那時候來了，

說不定還能讓他看看妳，他總是不在家，也沒怎麼見過妳大著肚子的樣子。」 

「是嗎？那真是太可惜了，我原本是打算過來拜見一下娘的，只是走到半路想起

還有事情就先回去了。」小蠻笑著回答。 

她以前覺得那些夫人小姐之間笑得很假，而自己剛成婚沒幾個月，竟然也能這樣

笑出來了。 

婆婆並不是壞人，但也許她們兩人真的不適合在一起，若以前面對婆婆只是覺得

有些緊張的話，那她現在已經幾乎不能和婆婆正常的言談了，至少這樣的假笑她

只有對著婆婆才會有。 

「哦，這樣嗎？沒關係，等改日妳公爹回來了，妳再去拜見他也行。」虞母客氣

的笑道。 

她現在是越看小蠻這張臉，越覺得她眉眼之間都有當年那個人的影子，這也是她

非把小蠻送走的原因，她不希望自己日日夜夜面對這樣一張臉。 

只是小蠻肚子裡有她的長孫，她還得再等等。今日她把小蠻找過來，是因為聽丫

鬟提起前幾日的事，聯想到當時她和虞父的交談以及小蠻第二日就回家的情況，

她有些擔心小蠻已經把他們的話聽了去，雖說這些都是事實，但她不確定小蠻知

道了這些事後會有什麼反應，甚至若是她聽到自己說要把她送走的話，又會做出

什麼事來。 

剛才聽大夫的診斷，她有些懷疑小蠻那天其實是聽到了一些事，可透過剛才的試

探，她又有些不確定起來。 

難道真的如她所說，她根本就沒靠近他們的屋子？那她又為什麼抑鬱在心呢？ 

虞母笑著對小蠻道：「剛才大夫說妳是鬱結在心，妳若是有什麼想不通的都可以

跟娘說，娘知道妳現在這個時候定然心情有些起伏，但有些事不能悶在心裡，要

找個人說出來。」 

小蠻不知道找人說出來有沒有用，但那個人無論如何也不應該是自己的婆婆。她

委婉推辭道：「謝謝娘的關心，只是我確實沒什麼事，大夫那麼說，大概也就是

隨口一說，畢竟大夫也說過孕婦容易情緒起伏，我有時候確實會覺得不愉快，但

大部分時候都是毫無緣由的，我自己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小蠻都這麼說了，虞母也不是非要安慰她不可，不過是擔心她肚子裡的孩子，和

她生完孩子離開後會不會再上門而已。「既然這樣，便讓信兒多陪陪妳，他是妳

丈夫，妳有什麼事都要和他說一說。」 

「嗯，我知道了。」小蠻點頭應道。 

虞母看著小蠻乖巧的模樣，心裡覺得可惜，當初一眼相中的孩子竟然有那樣的身

世，只是還不等她再說什麼，便聽到外面有人稟報——  

「夫人，少爺過來了。」 

兒子這麼著急眼前這個小丫頭，虞母心裡的那份可惜瞬間淡了不少。「進來吧。」 

話音剛落，虞信便推開門進來了。 

雖然虞信像是對著自己行禮，但虞母卻注意到兒子的視線是先落在媳婦身上，一

副生怕自己對他媳婦做什麼的樣子。 

虞母有些不高興，嘴上調侃道：「你看看你，我不過是把小蠻叫過來說說話，瞧

你這副樣子，是怕我把你媳婦吃了嗎？」 

虞信解釋道：「兒子不敢，兒子只是想起來許久沒來拜見母親，聽說母親把小蠻

叫過來了，便想著也過來拜見一番。」 

「好了，好了，看看你媳婦有沒有少塊肉，沒少的話就趕緊把人帶走吧。」虞母

不耐煩的揮了揮手趕人。 

「母親說笑了，那孩兒和小蠻這就先回去了。」 

第四十一章 還是親娘好 

剛回到兩人的院子，虞信便問道：「娘有沒有和妳說什麼？我怎麼聽說把大夫都

請過去了？」 

知道母親把小蠻找了過去，虞信原本不太擔心，畢竟小蠻肚子裡懷著孩子，他娘

應該不會為難小蠻，只是當聽說他娘院子裡急忙請了大夫過去時，他就有些坐不

住了，擔心是不是發生了什麼意外。 

虞信說完話，把小蠻全身都仔細打量了一遍，雖然看不出來哪裡不對勁，仍止不

住擔心。 

「沒什麼事，只是娘聽說我胎動不是很明顯有些擔心而已。」小蠻解釋完，還安

慰虞信道：「信哥哥不用太擔心。」 

「怎麼能不擔心，我一聽說娘那裡請了大夫就直接趕過去了。」虞信繼續問道：

「那大夫怎麼說，嚴重嗎？」 

「沒事，大夫說連藥都不用吃，保持好心情就行。」小蠻沒有跟他說大夫說自己

鬱結在心的事，因為說了，她也沒辦法解釋自己為什麼會如此。 

聽完話，虞信立刻道：「妳是不是最近有什麼心事？若是不願意說也沒關係，現

在正是踏青的時候，我最近也沒事，陪妳去郊外踏青好不好？也許多到外面走

走，心情會好一些。」 

雖然小蠻之前沒有出外踏青過，但以前也會和小夥伴一起相約到山腳下挖挖野

菜、採採野花什麼的，那樣在外面逛一圈心情確實會好很多，於是小蠻點點頭答

應下來。 



因為不知道踏青需要準備些什麼，她好奇的問虞信，「踏青一般都是幹什麼啊？」 

踏青具體幹什麼虞信也說不上來，他想了想，跟小蠻解釋道：「就是駕著車去郊

外風景好的地方看一看、遊玩一番，有些人飲酒賦詩，有些人可能騎馬射箭，或

是找個僻靜處釣釣魚，大家喜好不同，玩的也不同。」 

「哦。」小蠻點頭又繼續問道：「那就我們兩個人嗎？」 

虞信反問：「小蠻想再約幾個人嗎？」 

她想了想，兩個人不會很熱鬧，可要是再約人的話要約誰呢？信哥哥認識的人自

己不認識，自己認識的人信哥哥不認識，原本兩人是出去放鬆心情的，要是叫上

一些不認識的人的話，反而可能會壞了氣氛，適得其反，於是小蠻搖搖頭，「不

了，還是就我們兩個人吧。」 

「嗯，就我們兩個人，再帶幾個下人過去就行了。」虞信說道。 

確定了參與的人，小蠻繼續問道：「那要帶些什麼？我要準備些什麼？」 

「不用帶什麼，就讓下人帶幾塊油布、拎些瓜果糕點去就行。至於妳……」虞信

說著摸了摸她的頭，「妳只需穿得漂漂亮亮的就行，不過天氣早晚有些涼，就算

漂亮也要記得保暖。」 

「嗯嗯。」小蠻用力點頭，她對穿得漂亮不漂亮這點倒不是特別在意，以前是家

裡沒條件讓她穿得漂亮，現在懷著孩子，她第一個想到的就是不要生病，不然吃

藥了對孩子不好。 

「小蠻真乖。」虞信誇她。 

小蠻被誇得兩隻眼睛發亮，直看著虞信笑，倒是虞信被她看得有些不好意思的避

開視線。 

小蠻見虞信這樣，突然笑出聲來，然後一副強忍著的樣子問道：「那我們什麼時

候去？明天嗎？」 

「小蠻想什麼時候去？」 

「什麼時候都可以嗎？」小蠻有些期待的反問。 

虞信點頭。 

小蠻見他點頭，頓時瞪大眼睛，「那我們明天就去好不好？這樣的話，我們可以

隔幾天再去一次。」 

不僅是因為覺得外出散心有助於心情的恢復，小蠻覺得，只要不待在府裡，都能

讓她心裡的壓抑少一點。 

虞信隨她的意應道：「好。」 

聽到這個回答，小蠻立即開心起來，「那我現在就去跟下人說，對了，爹和娘那

邊要去說一下嗎？」 

「爹不管這些事，娘那邊派個人去說一聲就行了。」虞信問小蠻，「妳想去哪裡

呢？」 

小蠻從小在樓家村長大，對縣城的認知，是逢年過節的時候會過來買買東西，因

此虞信問她要去哪裡，她一臉茫然的看著他，「都有……哪些地方啊？」 

虞信意識到自己剛才問了個蠢問題，轉而介紹道：「西郊那邊風景比較好，有一



小片石榴，現在應該正是石榴花開茂盛的時候，北郊那邊是一大片空曠的草地，

會有人在那邊蹴鞠，也有跑馬的，那邊玩樂的會比較多。」 

玩樂多的地方聽起來比較好玩，但是去看看石榴似乎也不錯，而且她現在這樣也

不太適合去太熱鬧的地方。小蠻糾結了一會兒，最後問虞信，「我們可以去一次

西郊，過幾天再去一次北郊嗎？」 

她還是想兩個地方都去，反正信哥哥也答應了可以出去多玩幾次。 

「小蠻什麼時候變得這麼貪心了？」虞信含笑看著她調侃，「不過妳既然喜歡，

那自然是可以的。」 

小蠻高興的直接在虞信臉頰上飛快的親了一口道：「信哥哥對我最好了，那我們

明天去石榴林，隔幾天再去看別人蹴鞠。」 

「嗯。」虞信點頭，而後叮囑道：「不過北郊那邊比較熱鬧，妳身子重，到時候

跟在我旁邊不要走散了。」 

「嗯。」小蠻把頭點得跟小雞啄米似的。 

「好，那我現在跟下人說一聲，讓他們準備明天的東西。」虞信說完便對著門外

把人喊了進來。 

在虞信及冠之前，每年春天他經常約三五好友出去踏青，因此對於這些事府裡的

下人也算是熟門熟路，虞信只需要說一聲，他們便知道該準備些什麼，完全不需

要小蠻操心。 

小蠻目瞪口呆的看著虞信就吩咐了一聲「我明日和你們少夫人出去踏青」，那些

下人就一副明瞭一切的架勢走了。 

她忍不住問道：「都不用和他們說要準備什麼嗎？」 

「不用，他們都知道。」虞信答道，然後他又說道：「雖然西郊那邊沒有北郊那

麼多玩樂的東西，但是人也不少，所以明天我們興許要早一些去，不然去晚了怕

沒有休息的地方。」 

「那就早點去，明天早上要是我醒不來，你就叫我起來。」小蠻信誓旦旦，而後

自我打氣的重複了一遍，「嗯，我肯定能起得來的。」 

虞信見她這模樣有些好笑，他道：「也不用起得那麼早，只要不是日上三竿就行

了。」 

「哦。」小蠻點了點頭，「反正要是我明天醒不過來，信哥哥記得叫我，千萬不

要跟以前一樣隨我睡到自然醒。」 

「好，我知道了。」虞信笑著答應。 

 

 

第二天，小蠻早早的醒了。也許是知道今天要去玩太興奮的緣故，小蠻天剛亮就

醒了過來，見虞信還閉著眼，知道時間還早，原本是還想再睡一會兒的，可她一

閉上眼睛便想到待會兒要去哪裡、會玩些什麼，一點也睡不著。 

於是她輕輕地在被窩裡移來移去，想平復自己的心情，只是這動靜卻把虞信弄醒

了。 



他下意識的拍了拍小蠻的背，聲音低啞的問：「怎麼了，怎麼不多睡會兒？」 

「我睡不著。」知道自己把信哥哥弄醒了，小蠻就不敢動了，她小心翼翼的道：

「是不是把你吵醒了？我不動，你繼續睡吧。」 

就小蠻說話的這點時間，虞信已經完全清醒過來，他側著臉看了看外面已經亮了

的天色道：「沒事，天都亮了，也該起來了。」 

他說著側過身子問小蠻道：「妳什麼時候醒的？現在還睏不睏？要不要再多睡一

會兒？」 

小蠻搖頭，「我也才剛醒，不知道為什麼就突然醒了，一點也不睏。」 

「大概是想到要出去玩太高興吧。」虞信推測道，看著小姑娘點頭，他突然意識

到依小姑娘活潑的性格，應該喜歡到處去玩，只是礙於他的身體，她一直陪著自

己只能待在府裡，甚至只在書房和臥房這兩處活動，這麼一想，他確實是虧欠了

小蠻不少，以後若是有機會，應該多帶她出去走一走。 

 

府外馬車已經準備好了，踏青要帶的東西也早讓人放進馬車，等虞信和小蠻收拾

好出門的時候，太陽已經升得半高。 

兩人被扶著上了車後，馬車立即緩緩的行駛起來。 

因為只是去玩，加上車上有個孕婦，所以馬車駛得很慢，原本到西郊的路並不遠，

兩人卻在馬車上坐了許久才到。 

現在已經接近晚夏，所以等兩人下了馬車走到那片石榴林時並沒有想像中的石榴

花盛開，枝頭上放眼望去多是翠綠的葉子，偶爾有幾朵花掩映在一堆綠葉中，倒

也顯得別有意趣。 

來這邊的大多是要看風景，石榴林變成了如今這副樣子，來這裡的人少了不少，

附近的幾座涼亭裡人都沒有坐滿。 

兩人尋了一個沒人的涼亭，讓下人把東西放下後，虞信便打算帶著小蠻在這裡到

處走走。 

雖然踏青的人不是很多，卻有幾個孩子拿著風箏在不遠處邊笑邊跑著，小蠻看著

他們活潑的樣子，撫了撫自己的肚子，臉上也露出笑意。 

她忍不住向他們那個方向走了走，而那些孩子竟然也不認生，看見小蠻後還主動

和她說話。 

其中一個孩子問道：「姊姊，現在天可暖和了，妳怎麼還穿這麼多啊？」 

「姊姊肚子裡有小寶寶，不穿厚一點，怕凍到肚子裡的寶寶。」小蠻半蹲下身和

他們說話。 

那幾個小孩子聽完立即睜大了眼睛好奇的看著小蠻的肚子，一副想要摸一摸的樣

子。 

小蠻看出他們的想望，大方的問他們，「你們想跟小寶寶打個招呼嗎？」 

見小孩子們紛紛點頭，她牽起一個孩子的手摸上了自己有些鼓起的肚子，笑道：

「現在小寶寶還很小，等他長到你們這麼大了，讓他跟你們一起玩好不好？你們

有沒有弟弟妹妹啊？」 



小孩子們原本都對小寶寶很感興趣，聽了這話後，有一個孩子卻突然說道：「不

要弟弟妹妹，他們壞！」 

小蠻聽了這話，愣了一下。 

那個小孩繼續說道：「要是都像平廣家的那個一樣，我才不要呢！」 

小蠻感到疑惑，「平廣家那個？」 

她以為是小孩子比較調皮或是什麼地方讓他們覺得不喜歡，她便笑著說道：「小

寶寶可能不懂事讓你有點不喜歡，不過等他們長大一點，你們就會喜歡了。」 

這時另一個知道內情的孩子說道：「才不是呢，平廣家那個小弟弟連話都不會說，

怎麼煩人？都是他娘啦，他娘是後娘，以前沒生孩子的時候還裝作對平廣很好的

樣子，現在一生了小寶寶後就變臉了，我們要出來玩，她都不許平廣跟我們出來。」 

聽了這些孩子的童言童語，小蠻的心突然「咯噔」一下，她的孩子以後難道也會

面對這樣的情況嗎？ 

小蠻強顏歡笑問道：「那平廣的爺爺奶奶呢？」 

「他爺爺奶奶都忙著看小寶寶，而且後娘也沒打平廣，他們哪裡會去管。」說話

的孩子故意做出一副老成的樣子歎道：「唉！還是親娘好。」 

小蠻原本因為想到自己而有些沉重的心情，被這孩子的樣子逗得笑了起來，她摸

了一下那孩子的頭，「好了，你娘肯定最疼你了。」 

小孩子揚起下巴自得的道：「那當然了。」 

一旁原先擔心這些孩子會沒輕沒重的虞信，也被逗得露出笑容。 

這些孩子和小蠻聊了一會兒便惦記起他們的風箏。 

小蠻見他們心不在焉，便站了起來說道：「好了，謝謝你們陪姊姊聊天，你們還

想去放風箏嗎？去玩吧。」 

「好，那，姊姊再見。」那幾個孩子歡快的和小蠻告別，有些猶豫的看了虞信一

眼，最後還是跟他說了一句，「叔叔，再見。」 

不等虞信跟他們點頭，他們已經蹦蹦跳跳的跑遠了。 

虞信看著小蠻一直盯著那些孩子的背影，握住她的手道：「我們將來的孩子定然

也跟他們一般活潑可愛。」 

小蠻回過頭，對著他笑了一下，「說不定孩子跟你一樣不愛說話。」 

「那也好，沉穩。」 

小蠻聽了這話幾乎想翻白眼，她道：「反正他怎麼樣你都覺得好是吧。」 

「當然，自己的孩子自然是怎麼樣都好，小蠻難道不這樣想嗎？」虞信笑著問小

蠻。 

小蠻當然也是這麼想，只能點頭，又一次在口頭上敗給他。信哥哥雖然不愛說話，

但自己竟然每次都說不過他，真是神奇。 

虞信倒沒有要和小蠻一爭高下的意思，他見小姑娘說不出話了，便轉了話題道：

「妳還想去哪裡看看？那邊似乎還有不少人在釣魚，這個時節的魚最是肥美，我

們過去看看有沒有人願意賣兩條，我們帶回去讓廚房熬了湯給妳喝。」 

那片小小的竹林後面有一片不大的水塘，因為水是活水，每年到了這時便會從上



游游過來不少魚，因為那魚肉質鮮美，春天時牠們又經常在滿塘的桃花瓣裡游來

游去，因此那魚被人們戲稱為桃花魚，眾人來西郊除了賞花，大部分都是想過來

釣一釣這桃花魚。 

虞信自己坐在輪椅上，小蠻又大著肚子不方便，他們想要嘗一嘗這魚也只能向人

買了。 

小蠻聽虞信說這魚有多好吃，立即覺得饞蟲在嘴裡打轉，她二話不說就要跟著虞

信去那片水塘邊看看。 

第四十二章 藉口捐錢找上門 

等到了水塘邊，小蠻發現這裡果然人不少，有兩鬢微霜的老人家，也有青衣白袍

的青年人，甚至還有父親帶著七八歲的孩童。 

虞信上前時，似乎有不少人認識他，都紛紛笑著和他打招呼，等他說明來意，更

是一個個表示等他們釣上了魚一定送他一條。 

顯然大家都剛開始釣魚，還沒釣到。 

這時突然有人拎著自己的小桶子到了虞信面前道：「沒想到又遇到公子了，真是

有緣，我這裡剛好釣了幾條桃花魚，便送給公子吧。」 

虞信一眼就認出來這人就是那日他們在酒樓遇到的那個男人，只是他今日沒有像

那日一樣直盯著小蠻看，只在和虞信說完話後跟小蠻笑著點了一下頭。 

即便如此，虞信對這人仍無好感。 

正當他準備拒絕，旁邊就有人介紹道：「虞公子，你還不知道吧，這位是揚州來

的余公子，說起來你們這姓也是巧了。」 

虞信笑容敷衍的道：「是嗎？那不知這位余公子大老遠的到我們這個偏僻的地方

來所為何事？」 

「在下北上做生意，途徑此地，見此處風景優美，便想多逗留幾日。」男人拱了

拱手答道。 

這理由是真是假虞信不想計較，他道：「這裡雖不說風景秀麗，倒也有幾分田園

風光，只是余公子生意繁忙，還是不要耽於景色為好。」 

就算虞信的話說得不客氣，但男人仍舊掛著笑容道：「是，多謝虞公子提醒，在

下過幾日就要走了。」 

男人姓余名廣坤，確實如他所說是揚州人氏，路過這邊只是暫做休息，卻沒想到

偶遇小蠻。雖說人有相像，但她和自己那個早逝的姑姑實在是太像了，以至於他

給自己父母去了封信，想確定一下他姑姑當年是否真的從未成親生子過。 

原本打算住一晚就離開的他，決定在收到回信前暫留在這裡，畢竟祖父祖母對於

姑姑早逝的事耿耿於懷，若這個女人真和姑姑有什麼關係，想必祖父祖母知道了

也會高興的。 

只是事情調查清楚之前，這些猜測他不能說出口，而回去後他也意識到自己那日

的舉止太過失禮，所以面對虞信的敵意，他也只能吞下這苦果。 

虞信見自己宛如一拳打在棉花上，不願再與這個人多做交談，他客氣而又疏離的

說道：「既然如此，那趁著這幾日公子便在這裡好好遊玩一番，至於這魚，公子



遠道而來，還是自己先嘗嘗，我和夫人便先告辭了。」 

余廣坤看著虞信帶著人就要離開，忙道：「不如把這魚帶回我住的地方，讓廚房

料理了，大家一起吃，我來到此處後聽聞公子的大名，正苦於無機會拜訪呢。」 

虞信毫不猶豫的拒絕了，「不必了，夫人有孕在身，不方便在外面久留，我陪她

再轉一圈便回去了，公子可以另外邀人。」 

雖說虞信拒絕了余廣坤的邀約，但不知他是不是故意的，兩人離開的時候馬車竟

然是一前一後走的。虞信沒有理對方，對方也沒有打招呼的意思，彷彿他全然不

知前面的馬車裡是什麼人，一切只是巧合。 

桃花魚最後自然還是吃到了，只是這一日的好心情卻因為這件事而多了些陰霾，

眼見小蠻似乎也變得不開心，虞信只得收了心裡的那點不愉快，轉而和她商量下

一次出遊的事情。 

「等再過幾天吧。」這一次反而是小蠻不著急了。 

那個男人的眼神讓小蠻不安，並不是說對方看上了她或是對她懷有惡意，只是他

那種彷彿兩人相識的眼神讓小蠻分外不安，因此原本對出外踏青滿懷期待的她此

時不想出門了，至少這兩天不想出去，她有些害怕再遇上那個人。 

只是她不出門，那人卻遞了帖子上門拜訪。 

那人似乎是揚州一個挺有名的商戶家的人，帖子裡寫明了聽聞這裡的父母官一心

為民，他路過此地也算是緣分，便想略盡棉薄之力，為這裡出錢修條路。 

虞父當時正好在家，有人願意捐錢修路，自然是要把人給請進府好好談談。 

本朝開國皇帝因當年受過商戶的恩惠，建國後對商人分外寬容，他們的地位也跟

著水漲船高，不像前朝商人是士農工商裡地位最卑賤的，所以官商之間互相拜訪

倒也不會落人口實。 

虞父並不知道余廣坤早已和虞信他們見過面，他和對方交談一番後，發現對方雖

然從商，卻沒有商人的那份市儈，反倒是到處鋪路修橋，心地頗為良善，他想著

自己兒子和對方年紀差不多，便派人去把虞信找來，想讓兩個年輕人好好接觸接

觸。 

兩人在虞父面前表現得客氣有禮，但一出了門，虞信臉上的笑容就冷了下來，「余

公子不是說近幾日就要走了嗎，怎麼有空上我府中拜訪？」 

余廣坤對這個問題早就有所準備，他不慌不忙的答道：「臨走前想起還未拜訪過

這裡的父母官，心裡頗為愧疚，故今日一有時間便過來了。」 

對於這個回答，虞信是半分也不相信，他不明白只酒樓的那一次碰面，這個人怎

麼就纏上他家，他皮笑肉不笑的道：「既然余公子今日已拜見過了，那在下就先

在這裡祝公子一路順風。」 

這話趕人的意思已經十分明顯，就差對著余廣坤說讓他快滾。 

余廣坤卻對此毫不生氣，反而笑咪咪的對虞信道：「在下先謝過公子吉言，不過

手上臨時出了點事，可能還要耽誤幾日才走，說起來，若是有機會，不知可否邀

公子與夫人同遊？」 

聽說對方還要逗留些日子，虞信極不高興，更何況還要同遊，和他夫人？想得美！ 



虞信立即拒絕道：「恐怕最近幾日都有些不方便。」 

余廣坤做出一副遺憾的樣子道：「那真是可惜了，我大約也留不了多少時日，不

過我覺得我和公子應該還會再見。」 

虞信表面上呵呵笑著，心裡卻想著從商的果然臉皮有夠厚，這種話都能說出口，

難道他對對方的不喜表現得還不夠明顯嗎？ 

兩個人各懷心思的又客套了一陣，余廣坤才推辭了虞父的留飯，獨自離去。 

他離去後，虞父還在稱讚，說對方是個胸有丘壑又不失善念的人。 

虞信只能笑笑著點頭附和，心知對方的來意絕對不是像他說的來拜訪父母官，也

應該不是傻到單純來捐錢而已，他的真實目的究竟是什麼，虞信實在猜不到。 

來見小蠻？他一個外客根本不可能見到府裡的女客。 

來見他？這個猜測說出來，不管是誰都不會信的。 

不過不管對方的目的是什麼，等過幾日他走了，一切也就結束了。 

除了余廣坤看小蠻的眼神讓虞信不歡之外，倒不覺得那人有多大的威脅，因此關

於余廣坤到家裡來拜訪的事，虞信並沒有跟小蠻說。 

倒是小蠻因為偶遇余廣坤，而沒有再提及要去北郊玩的事。 

虞信原本以為小蠻只是這兩天不想出去，可他等了好幾日也沒見小蠻再提起，就

猜大概是上次的事讓她有些害怕。虞信似不經意的問她，「等過幾日帶妳去北郊

玩好不好？」 

小蠻臉上閃過一絲動心，但她猶豫了一會兒，還是搖了搖頭。 

「怎麼了，是不想去那裡嗎？那我們再看看有沒有別的值得去看一看的地方。」

虞信說道。 

但小蠻還是搖頭，她停頓了一下才說道：「我現在暫時不想出去玩。」 

這明顯不是真心話，因為那日出遊小姑娘開心的表情，虞信至今還歷歷在目，而

這幾日悶在家裡，她倒顯得有點鬱鬱寡歡，甚至也沒有再去看過毯子那隻貓。 

虞信還注意到，除了他娘派人過來，小姑娘如今一點都不想再踏進他娘的院子，

彷彿那裡有什麼洪水猛獸。 

雖說從一開始婆媳兩人的關係就不是很融洽，但小姑娘一直在試著修補這層關

係，而觀之她現在的態度，好像是已經放棄努力了。 

虞信擔心，是不是在他不知道的時候婆媳之間發生了什麼事，然而在他旁敲側擊

又問過下人後，卻發現一切都很正常。 

他弄不清楚緣由，便只能儘量想辦法讓小蠻開心，既然小姑娘喜歡出門遊玩，他

便帶她多多出門。 

虞信知道小姑娘大概有所顧忌，便裝作隨意提起似的說道：「還記得那日我們遇

到的那個要送我們魚的人嗎？聽說他已經走了，從商的人果然是行色匆匆。」 

「走了？」小蠻心裡一喜，雖然和那個人才見過兩面，但他實在是太奇怪了，小

蠻是真的不想再遇到那個人，但礙於這裡值得玩的地方就那麼幾處，她極怕再遇

到對方，若是他已經走了，她就可以放心大膽的出去玩了。 

虞信見小姑娘這個樣子，哪裡還有什麼不明白的，他直接道：「那就明日吧，明



日我帶妳去看看別人跑馬、蹴鞠怎麼樣？」 

小蠻這次極欣喜的點頭答應了。 

一答應完，她興奮的問起這次去要準備的東西，上次出門是去看景色，自然不需

要帶多少東西，而且一切都有下人打理，而這次那邊有那麼多好玩的東西，小蠻

覺得自己該好好準備一番，至少帶一套輕便的衣服。 

虞信像看出了小蠻這點心思似的，直接說道：「那裡的東西妳都不能玩，我陪著

妳到處看看就好。」 

到處看別人玩？ 

小蠻大失所望，不過出門總比一個人待在房間裡好多了。 

她現在已經能看懂一些簡單帶些圖的話本子，原本一個人窩在房間時就看這些話

本子，然而一旦裡面有什麼感人的場面，她就會哭得不能自已，虞信怕她傷眼睛，

連那些話本也不讓她看了。 

小蠻如今待在家的生活只能用無聊至極來形容，而婆婆每日按三餐送來的補品讓

她越喝越惶恐，這證明了這個孩子有多討喜，而孩子的奶奶只是把她當成一個生

育孩子的工具，還是生完了就不要的那一種。 

既然自己的顧忌已經不在了，再待在家裡也只會不斷的加深這些不好的想法。 

她不是沒想過跟婆婆開誠佈公的商量一下，可是這種事一說出口，先不論對方會

不會答應，這表示她偷聽過公婆的談話，而她又在婆婆問自己的那一天撒了謊，

可想而知，原本就不怎麼喜歡自己的婆婆在知道這件事後會是什麼態度，恐怕連

表面的這層平和都維持不了了。 

因此這件事最好的解決辦法還是不去想，一切順其自然。只是這樣待在府裡，未

免一再壓抑心情，所以一有機會小蠻還是想離開府裡，出外走走。 

她想像著北郊那邊會是怎樣熱鬧的場景，興奮之情溢於言表。 

只是當虞母得知兩人又要出去，還是去每年這時候最熱鬧的北郊時，就有些不高

興了，親自到了他們的屋子。 

「那裡人那麼多，要是一不小心被人衝撞了怎麼辦？」虞母一臉不滿的對著他們

說道。 

小蠻低著頭站在虞信旁邊不敢說話。 

虞信擋在她身前，和娘親解釋道：「大夫說多出去走走看看，對孕婦身體有利。」 

明白自己娘對他的第一個孩子有多看重，虞信以為這理由說出來，他娘應該不會

再說什麼，誰知虞母還是不贊同。 

「你們想看看景色、放鬆放鬆心情沒問題，但不許去那麼熱鬧的地方，要是孩子

出了什麼事，你們都別給我進這個家門！」 

這話虞母是對著虞信說的，但小蠻聽在耳裡，卻覺得這話是專門說給她聽。她突

然生出一種惡念—— 不要這個孩子了，看看婆婆能把自己怎樣，不就是把她送

走，反正婆婆原本也是打算要將自己送走的。 

只是當她撫著肚子感受裡面的動靜時，這種惡念便消失無蹤。 

他可是自己唯一的血脈親人，是要陪著自己十個月才會與自己分離的人，她怎麼



捨得讓他出意外。 

她這麼期待這個孩子的出生，又怎麼會不處處小心，因此對於自己婆婆的話，小

蠻是不太認同的，既然是想讓她有個好心情，自然是要去能讓她開心的地方。 

和虞信去看看風景雖然也沒什麼不好的，但比起看風景，小蠻還是更喜歡玩，畢

竟她才十五歲，還是個剛剛成年沒多久的小姑娘。 

小蠻心裡反駁婆婆的話，但從頭到尾都不曾抬頭，只是做出溫馴的樣子，在旁邊

一聲不吭。 

虞信則是對虞母繼續說道：「那邊雖然熱鬧，但我只是帶小蠻過去看看，不會有

事的。」 

虞母見自己親自過來勸阻，也不能打消他們小倆口要出去的念頭，只能不情不願

的說道：「那你們千萬要小心，不能傷了我的寶貝孫子。」 

她說完這話，還滿眼慈愛的看了小蠻的肚子一眼，但是當視線落到小蠻臉上時，

那笑意就漸漸淡了，她像例行公事般對小蠻囑咐道：「妳要多多注意自己的身子，

不要仗著自己年輕，就覺得一切都不必太在意。」 

小蠻對著虞母連連點頭。 

虞母嫌不夠似的，意有所指道：「有些事我可以暫時忍一下，但有些事若是觸了

我的底線，我是絕對不會心慈手軟的！」 

虞信聽了自己娘這意有所指的話，忍不住皺眉低聲喊了一句，「娘！」 

他有些擔心的看了小蠻一眼，怕小姑娘會胡思亂想，當他看見小姑娘一臉茫然後

才放下心來，他對著自己的母親說道：「娘，小蠻現在不能受刺激，有些話還是

不要說得太嚇人。」 

「沒事，我知道婆婆也是為我好。」這是以前的小蠻會說出來的話，現在小蠻突

然沒了這份和稀泥的心思，但是出於不想讓信哥哥為難，她最終還是把這句話說

出來了。 

虞信對著小蠻笑了笑，才對著自己娘說道：「娘的苦心我都懂，我們一定會多加

注意的。」 

話已經說到這種地步，該說的都說了，虞母自然不願在此多做停留。直到出了門，

她還撫著自己的胸口對旁邊的綠桃道：「看來她家的人生來就是來剋我的，以前

是，現在也是。」 

綠桃不明白其中緣由，只能順著虞母的話哄道：「夫人在說什麼呢，少爺和少夫

人都很孝順夫人呢。」 

「孝順？孝順個什麼。」那句話說得沒錯，果真是娶了媳婦忘了娘。 

「少爺和少夫人剛成婚沒多久就有了孩子，感情好一些也是應當的。」綠桃繼續

勸說。 

說起孩子，虞母的心情終於好了一點。那丫頭雖然讓人心裡堵得慌，但生孩子這

一點還算讓人滿意，新婚沒多久就懷孕，她終於可以抱孫子了。 

綠桃見夫人被自己哄開心了，心裡也鬆了一口氣，繼續跟著虞母往回走，只是她

心裡也覺得夫人似乎對少夫人越來越苛刻了。 



而虞信和小蠻這邊，不知是不是早已習慣了虞母的態度，兩人的心情倒是絲毫沒

有受到影響。 

原本虞信還擔心小姑娘會多想，但他發現似乎是自己想多了。 

小蠻仍然熱情高漲的計畫著明天要帶的東西，而且還不死心的試圖一展身手。多

虧虞信及時制止了她的想法，才不至於讓他自己今晚就擔心得睡不著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