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十一章 再同房會出事 

何秀婉猶豫片刻，端著藥回上房了。 

上房裏有從老家提來的舊爐子，她將火壓得小小的，又把藥放上去慢慢溫著，坐

那想了會兒就放開了這事。 

桃花她也接觸過，看起來是個好姑娘，而如今她和周山海都搬到鎮上來了，就算

桃花有什麼心思，若長久不接觸那也是白搭。 

退一萬步說，要是山海哥真喜歡上桃花要休了她，她只管要了老家的房和地，說

不定還可以問山海哥要點兒錢，若山海哥真有錢了，她倒可以再自私一回，反正

她在他面前就是自私的。 

這樣想了一通，何秀婉就該幹什麼幹什麼去了，夏天夜晚熱，今兒不方便所以將

就著用涼水擦了身子，而後時間還早沒睏意，聽著廂房那邊傳來的說話聲，她又

把自個兒的衣服先給洗了晾好。 

一切都忙完了周山海還沒回，她就回屋躺著了，待迷迷糊糊聽到聲響，已經不知

道是什麼時辰了。 

揉了揉眼坐起來，就著昏暗的油燈光亮看過去，何秀婉道：「周山海，那外面爐

子上給你溫著藥呢，是娘單獨給你抓了叮囑我熬給你喝的，你喝了吧。」 

藥？周山海轉身回去看那爐子上的小藥壺，揭了壺蓋，撲鼻的苦味兒湧上。 

他忙蓋回蓋子，「這是什麼藥啊？我身體沒覺得有問題啊。」 

何秀婉隨口就道：「補身子的藥，怕是娘瞧你又打獵又來鎮上開店做生意，擔心

你累壞了。」 

還真有這可能，王氏這個娘當的那是相當稱職。 

周山海本是不想喝的，他的身體他知道，壯得能跟牛比，但一想這到底是王氏的

心意，又是何秀婉辛苦熬好的，於是就端了藥壺倒了一碗出來，等囫圇洗過澡，

藥正好放涼，他端起來就咕嘟咕嘟喝了兩口。 

可這藥實在太苦太難喝，也就只能喝兩口，再多的心意他也喝不下去了。 

將還剩下大半碗的藥放回桌上，他趕緊去漱了口，回來本想直接把藥給倒了的，

但想著是補身子的，就探頭問了何秀婉，「妳要不要喝點兒？」 

何秀婉迷糊著拒絕，「不了，娘說那是只給男人喝的。」 

「哦。」周山海應了聲也沒多想，直接把藥給處理了。 

等忙完回來，明明是有些睏的，但不知道怎地竟覺得心裏有些燥，他扯了扯單衣

的領口，又喝了碗涼開水，因何秀婉上床早睡在了裏側，周山海便直接躺在了外

側。 

只是今兒當真奇怪，他剛一躺下就伸手，竟是下意識把睡在裏側的何秀婉撈了過

來。一條腿抬起壓上去，手則箍在她腰上，舒服的歎了一聲。 

這可是兩人成親以來第一次這麼親近，何秀婉茫然了一瞬，不舒服的動了動，「周

山海，你不熱啊？」 

熱！怎麼不熱，心裏都燥死了！ 

周山海正要這麼回答，猛地渾身一僵，發現自己幹了什麼。 



他他他……他怎麼回事啊？怎麼把何秀婉抱在懷裏了？ 

何秀婉擰著眉，伸手擦了擦周山海的腦門，入手汗津津的，她趕緊推周山海，「你

都出汗了別抱我，你躺好了，我拿扇子給你搧搧。」 

還是別了吧，妳就穿了個小肚兜，露著比臉還白的胳膊和細腰，這是要我死啊！ 

周山海順手推了把何秀婉，還沒說話呢，何秀婉直接攥著他的手腕，一副驚呆了

的口氣道：「周山海，你怎麼回事，怎麼流鼻血了？」 

流鼻血了？他忙用另一隻手在鼻子下面一擦，可不是，真流鼻血了！ 

周山海猛地想到何秀婉剛剛的話，王氏給他的藥是專門給男人喝的，所以是……

是那方面的藥？這個王氏搞什麼啊，他看起來像弱雞嗎？ 

周山海仰著頭坐起來，心裏狂跑過一萬隻草泥馬。 

這日子還能不能過了，他本來就是覺得受不了才趕緊搬來鎮上，結果搬來的第一

晚就流鼻血。 

何秀婉此時已經急急忙忙穿好了衣裳，「你哪裏不舒服？別怕，我這就去給你請

大夫，咱們來鎮上了離得近，我很快就……」 

「妳就什麼就！」周山海伸手抓了何秀婉的手腕，一把將人拽了回來，「妳給我

老老實實坐著！我流鼻血是……是因為心火太旺，不是生病，用不著請大夫！」 

真是的，他這都娶媳婦兒了啊，要是叫外頭那六個小子知道他居然流鼻血了，他

臉也別想要了。 

「心火太旺？那要怎麼辦？」何秀婉對此束手無策。 

問題出在那碗藥上，當然還有他正血氣方剛青春年少，天天有個漂亮大姑娘睡在

身旁卻碰不得。 

周山海深吸了口氣，道：「妳輕手輕腳的去外頭端一碗涼茶來給我喝，然後再端

一盆涼水進屋裏來。」 

媽的，早知道不留那六個臭小子了，這會他想出去洗個冷水澡都不行。 

「好，我這就去。」何秀婉想也不想就應道。 

喝了一大碗涼茶，又用涼水不停歇的擦臉擦脖子，好一番折騰，周山海才終於勉

強把那股躁熱壓下去了些，這虧得是他覺得難喝只喝了兩口，要是一整碗都給喝

了，那今晚會發生什麼他想都不敢想。 

只是他不願繼續睡床上，又沒道理把何秀婉趕下床，因此周山海就用想生意的由

頭去外間待著了。 

何秀婉本是不放心的，被攆了幾回，到底是回東側間瞇著去了。 

不過第二日她起得很早，到了外面一看，周山海更早，一大早的就不知道跑哪裏

去了，胡偉何三幾個都還睡著，何秀婉便沒管，先拿了掃帚把院子簡單掃了遍，

又把周山海昨兒晚上脫的衣服給洗了晾好。 

這麼一番忙碌，就聽見前頭門被拍響了。 

她過去開了門，看見的卻是個陌生婦人，瞧著二十來歲的模樣，穿著顏色鮮亮的

衣裙，頭上還插了支細細的金簪子，一瞧生活條件就很好。 

是附近的鄰居嗎？ 



何秀婉微微一笑，「有什麼事嗎？」 

梅花挑剔的將何秀婉打量了一回，即便心裏一萬個看不上，但也不得不承認何秀

婉長得還不錯，跟自家妹妹桃花相比，那也能算得上是各有各的好看，只不過到

底身上背著不祥的名聲，比不上自家妹妹。 

抿嘴一笑，梅花道：「妳不認識我，我卻知道妳。那日山海在我們家鋪子買胭脂

水粉時我就看著像，後來問了我家那口子才知道的確是，我跟山海是一個村的，

我叫梅花，我爺爺是胡家村的村長。」 

桃花的姊姊？這是何秀婉心中冒出的第一個念頭。 

她點點頭，道：「哦，原來妳和山海哥一個村的。真巧，如今咱們又做了鄰居了。」 

「可不就是巧嗎，這鎮子這麼大，山海哪裏的鋪子都不買，偏買了我家隔壁的。」

梅花笑道：「我就住在隔壁鋪子的後院，妳以後要是沒事兒，只管來找我說話，

要是嫌棄我年紀大了跟妳這剛嫁人的小媳婦說不到一塊去，那也別急，我這邊孩

子還小我照顧不過來，正想著叫桃花過來幫我帶兩天呢，到時候妳跟桃花說話

去。」 

這話裏話外怎麼好像有別的意思？這是說山海哥是故意買的這裏，為了……桃

花？ 

梅花的確是這個意思，只不過她怕說得太隱晦了何秀婉聽不出來，乾脆又解釋，

「可能妳不知道，我那妹妹今年已經十六了，她啊，跟山海可以說是青梅竹馬，

原先兩個人就挺要好的。」 

哦，果然是那個意思，可山海哥會買這裏，分明是昨兒個遇到廖有為才決定的啊！ 

這個叫梅花的，是想來破壞她和山海哥的夫妻感情嗎？ 

越想越覺得是這樣，何秀婉冷哼一聲，二話不說直接摔了門。 

梅花還在等著看何秀婉會不會露出傷心難過的表情呢，面上還帶著不懷好意的

笑，哪知道何秀婉一語不發就摔了門，她的鼻子叫門一撞，頓時痛得她眼淚都下

來了，這可把她氣壞了，笑臉一瞬間轉為怒臉，抬手就大力去拍門。 

「妳幹什麼呢？」她身後突然傳來了周山海的聲音。 

梅花是硬生生把眼淚憋回去的，也不敢去揉泛紅的鼻子，硬擠出笑轉過頭，「是

山海啊，我這不是看你們剛搬過來，想來打個招呼，問問有什麼要幫忙的嘛。可

也不知道你媳婦是怎麼回事，我才剛開口，她直接就摔了門，倒像是我得罪了她

似的。」 

何秀婉可不是個會隨便發脾氣的人，只怕還真是梅花得罪她了。周山海想著。 

「既如此，那妳就別敲門了，我回去問問她。」才剛搬來，梅花又是胡家村村長

的孫女兒，他便想息事寧人。 

梅花對周山海的反應很不滿，但她也知道人家剛搬來，她也不好現在就做什麼。

因此一副很好說話的模樣點了頭，瞧見周山海手裏用紙包著還冒著熱氣的燒餅，

就笑道：「你這是去買吃的了？可有乾的卻沒稀的，要不到我家裏來喝碗粥吧？」 

「不用了。」周山海直接拒絕。 

梅花還要再勸，一輛馬車在門口停下，廖有為下了馬車，顫著一身肥肉小跑著過



來，「周老弟！周老弟你可算是來鎮上了。」 

周山海轉過頭，笑道：「你怎麼一大早就來了？」 

廖有為走到近前，伸手搭在周山海肩上，「哎，我這天天盼星星盼月亮的希望你

來呢，昨兒個得知你搬來了就想來的，又怕你這裏忙著，硬是憋到現在才來。」 

周山海就笑，看來這廖有為是真想變瘦啊！ 

「走走走，咱們屋裏說話去。」 

兩人一邊說一邊敲開了門，剛一進去，何秀婉再次冷臉關了門。 

梅花那個氣啊，恨不得一腳踹上門，但到底忍住了，周山海當真是不一樣了，連

運來鎮的首富家少爺都跟他稱兄道弟的，有這麼個兄弟在，以後怎麼過都是好日

子啊！ 

這樣的人，那真是一點點都不能得罪。 

梅花這樣想著，趕緊回了隔壁自家，一想到次日就是趕集的日子，那心裏都變得

火熱了。希望明兒個娘把桃花帶來，到時候她留了桃花在家，一旦哄住了周山海，

她非要叫那何秀婉好看！ 

一個沒人搭理的不祥之人居然敢跟她甩臉子，真是太好笑了！ 

 

 

周山海買了好些燒餅，因著這邊還沒鍋灶，所以就在爐子上燒了開水，一共拿了

四個碗過來，好在一幫大老爺們只需要留一個給何秀婉，其他的大家共用也沒啥。 

廖有為這樣的人來了，這邊想搭建鍋灶需要的材料就不用操心了，廖有為發了

話，廖家的下人直接帶著六個小弟去忙了。 

廖有為纏著周山海，一個勁的問道：「這都好幾天了，怎麼叫我變瘦，你想好沒

有啊？」 

周山海先問：「廖老哥，你身邊除了你，可還有比較胖的人？」 

廖有為道：「我爹、京城的二叔、二叔家的兄弟還有妹妹！」 

這是遺傳性肥胖？ 

周山海不問別的了，只道：「法子我倒是想到了，但效果卻不大敢保證。」要是

吃胖了的那不算太難，可要是遺傳性肥胖或者是病理性的，那他就做不到了，「你

要不要試一試？這樣，不瘦不收錢，瘦了到時候你看著給。」 

果真是好兄弟啊！ 

廖有為真覺得自個兒這兄弟沒白交，瞧瞧這心性多好，都沒騙他錢。 

「試！你說怎麼試吧。」有希望就得試試看。 

周山海看了眼東側間，剛剛吃飯時正廳一幫子大老爺們，何秀婉就去裏間了。這

會兒人還在裏頭，周山海想著昨天晚上的事以及現在精神和身體上的疲憊，覺得

幫廖有為就是幫自己。 

「倒是不難，你搬到我家來住一個月，跟我同吃同住。」周山海道。 

搬來這兒？這住的也太差了吧，環境不好不說，連個小花園都沒有。至於吃，這

麼小個地方，他就算想帶廖家的廚子來也不夠人家幹活啊。 



廖有為提議，「要不你跟我去我家住一個月？」 

周山海搖頭，「不行，必須在我這兒。但我可以先跟你去廖家住個兩天，觀察一

下你的生活習慣和飲食習慣。」 

廖有為猶豫了片刻，到底點了頭，「那……行吧。」 

雖然舒服的日子沒有了，但瘦更重要。 

打發了廖有為先回去，周山海就去東側間找何秀婉了，「做什麼生意我現在心裏

只有個大概方向，至於能不能做起來，又會不會做得好我還不大敢確定，廖有為

想要變瘦，這也算是我這生意能不能行的一步試探。 

「我打算先去廖家待兩天，然後接下來一個月再讓廖有為住到我們這裏，這段時

間我陪著他運動，然後咱們一起研究他的減肥食譜，這生意能不能成，就看他一

個月之後能不能瘦了。」 

何秀婉本是在想桃花的事，還想著跟周山海問清楚呢，結果周山海過來說了這麼

一番話，她就覺得自個兒簡直太不懂事了，山海哥一心一意都想著做生意過好日

子呢，她豈能拿這種小事去打擾他，她自己就能解決的。 

「行，那你什麼時候過去？我幫你收拾行李。」何秀婉立刻站起身，「你去那邊

只待兩天嗎？那我這兩天就把西側間收拾好，另外我打算明兒趕集去買些菜種，

咱們這院子的空地，我想種些青菜蘿蔔。」 

嗯，自個兒種的更乾淨。 

周山海這些都隨何秀婉，想著王氏後來又把錢給他了，他便說道：「妳再去買兩

塊布，趁著還沒忙起來先做兩身衣裳，以後做生意了，少不得妳也要見人的。哦

對了，順道再給我也做兩身，別買太差的料子，中等的就行。」 

何秀婉一一答應下來，這都是有道理的話。 

事兒交代清楚，周山海又突然想起來，「今兒把灶房收拾好，我晚上就過去了，

妳……妳一個人住這裏怕不怕啊？要不我和廖有為說一聲，妳跟我一道，也去廖

家待兩日。」 

何秀婉怎麼會怕，別人怕她還差不多，「我不去，家裏還有事要忙呢，你放心，

我不怕！」 

看著何秀婉面上當真沒半分勉強，周山海只好隨她了。一天的功夫把灶房收拾好

了，又把六個小弟先送去鎮子入口，然後他就直接往廖家去了。 

廖有為已經給周山海收拾好了住處，他本就沒跟媳婦兒住一個院子，周山海來

了，他就將他住的院子上房西側間收拾出來。 

他是廖家大老爺、大太太唯一的兒子，雖然沒接手廖家的大頭生意，但小生意卻

管了好幾樁，在家也有著絕對的自主權，因此請個人來家裏做客，他誰都沒商量。 

廖大老爺、廖大太太都知道兒子的為人，知道了也沒說啥，倒是他媳婦兒廖大少

奶奶文若霞的院子，因著這邊的消息亂了亂。 

文若霞今年二十，十六歲嫁入廖家的時候，那是青春年少貌美如花，但如今不過

四年，躺在床上的她卻面色蠟黃，瘦骨嶙峋。 

亂的是文若霞的陪嫁丫鬟小容，她半蹲在床邊，握著文若霞的手著急道：「小姐，



這可是少爺頭一回這麼大張旗鼓收拾住處，說要請人回來做客。從前您不愛搭理

他就罷了，可如今您要是還這麼著，以後少爺有了新人，您的日子還怎麼過啊？

就算只是做小，只要得了少爺的寵，那說不定也要壓您一頭的！」 

文若霞目光淡淡，任由小容急得眼淚都要掉下來了，面色也絲毫不變。 

「小姐！您還年輕，您可不能就這麼想不開啊！」小容的眼淚是真下來了，若是

文若霞有個不好，她這做丫鬟的可怎麼辦啊？ 

文若霞好一會才轉頭看小容，聲音低沉又無力，「小容，妳也十八了，可有喜歡

的人了？若是有，只管告訴我，我給妳做主，將妳許配給他。若是沒有，我把賣

身契還妳，再給妳一筆錢，妳想去哪兒只管去。」 

小容愣了愣，暫時忘了自己，真為文若霞難過起來。 

「小姐，奴婢不要離開您！您出嫁就帶了奴婢一個，奴婢要是離開了，那您……」

她顧不得抹眼淚，將文若霞的手攥得更緊了，「小姐，您總得要為自己活一回啊！」 

為自己活一回？文若霞苦笑，她不覺得活著還有什麼意思。 

當初爹為了和京裏廖家的關係穩固，硬逼得她退了和青梅竹馬的親事，娘和哥哥

一個勸她為家裏考慮，一個對她說若是不聽話未婚夫就要遭殃，她無可奈何，只

能乖乖上花轎，嫁給一點兒也不喜歡的廖有為。 

如今她沒爹疼沒娘愛沒兄弟親近，就是那青梅竹馬的未婚夫應該也恨著她，她看

不到一點點活下去的好，又為什麼還要活下去？ 

這幾年，若不是她膽小無能，她應該早就死了的。 

至於廖有為，她本就不喜歡他，他想寵誰愛誰都和她無關。 

「小容，我累了，要睡一會。」這些心事沒人能理解，文若霞也不想說。 

小容無奈又無力，只能幫文若霞蓋好薄毯，抹著眼淚出去了。 

第二十二章 硬是要做小 

文若霞的事兒周山海可不知道，他到了廖家便被下人領到住處，此時正好是晚飯

的點了，廖有為沒去陪爹娘、媳婦兒，叫人送了飯菜和他一起吃。 

今天的晚飯有野雞燉粉條一大碗，辣子兔肉一大碗，紅燒肉油花花的一大碗，湯

是排骨冬瓜湯，素菜是蓮藕，但裏面還塞了肉。吃的倒不是米飯，而是簡簡單單

的白粥，不過配著的卻是大肉包子。 

廖有為一頓飯喝了一碗白粥，吃了四個大肉包子，至於桌上的菜，更是一半多都

進了他肚子裏，吃完飯摸了摸肚皮，又叫下人去洗了兩串葡萄。 

雖然曾和廖有為在來福酒樓吃過一次飯，但那次是午飯，廖有為吃得多周山海也

沒多想，只以為是來福酒樓廚子手藝好，又難得吃野味的緣故。 

但現在他可算知道了，甭管廖有為家的肥胖是不是遺傳，就他大晚上的這個吃

法，不胖才有鬼呢！ 

水果也吃完了，廖有為打了個哈欠，道：「周老弟，該睡了。」 

吃了那麼多卻動都不動一下就要睡，周山海都懷疑廖有為是不是已經太胖沒法再

長肉了，要不然以他這個吃法，再胖個十斤二十斤根本不是難事。 

不過他也沒說什麼，再過兩天廖有為就得跟他走了，就當這是最後的狂歡吧，只



不過……周山海皺了皺眉，之前他只想著他要和何秀婉分開睡，卻沒考慮到廖有

為以及廖有為媳婦兒的意願。 

這會兒想起，他便問了，「既然你這會兒就準備睡了，那要不要去嫂子那裏？減

肥的事兒不著急，這兩天在你家，你可以按著以前的習慣來，就是之後去我那兒，

你要給嫂子解釋清楚，可別叫她誤會了。」 

提起文若霞，廖有為臉黑了黑，「不用，我就睡這兒！」 

周山海看他面色難看，心道不會吧，難道因為他話沒說清楚，廖有為已經和媳婦

兒吵上了？ 

廖有為看出周山海誤會了，覺著是自家兄弟嘛，也就懶得瞞著了，「不是你想的

那樣，我倆一直不住一塊。」 

周山海一驚，怎麼了這是，難不成廖有為和他一樣，也是不得不結的婚？ 

他平素好奇心倒沒有這麼強，只是這會兒大家看起來算是同道中人，又有先前王

氏想把周小如嫁給廖有為的事，他就忍不住好奇了。 

「怎麼回事兒，你心裏有人了？」看不出廖有為還是個癡情種。 

「呸！」廖有為簡直像是吞了隻死蒼蠅般難受，一個憋不住道：「是她心裏有人！

這都嫁給我四年了，不僅沒忘，還想得越來越深，我瞅著她這麼想下去，只怕哪

天就要想得連命都沒有了！」 

原來是被戴綠帽子了。 

周山海伸手拍了拍廖有為的肩膀，一時帶著現代人的思想道：「你們又沒孩子，

既然她心裏想著別人，那你怎麼不和她離婚算了？離了婚，她愛找誰找誰，你也

可以再娶一個和你互相喜歡的。」 

「離婚？」這說法廖有為第一次聽，不過結合周山海的話，他大概也知道是什麼

意思，「你是說和離吧？我倒是想，可文家人不樂意啊，我二叔也不樂意，說反

正娶了人擱那放著，我喜歡別的再去找就是了，不影響什麼。可他們也不想想，

放著這麼一個心裏想著別的男人的女人在後院，我真是想想就覺得膈應。」 

尤其是想起剛娶妻的時候，自己可是挺高興的，那可是官家小姐，又漂亮又文雅，

他都不敢相信文家人和文若霞居然會看上他，將這麼個天仙一般的姑娘嫁給他。 

結果好了，他的確是想多了，人家姑娘是被逼著嫁給他的，他想把人送回去，結

果還送不回去。 

看來這裏面是有故事啊！閒著無聊，周山海就跟廖有為打聽了一番，結果還真知

道了，原來廖家之所以這麼有錢，實際上是和廖有為在京城當官的二叔有關。而

有這樣一個二叔，廖有為的親事他爹娘都沒能做主，是廖二叔直接給做的媒，將

老友家的女兒誇了又誇，於是廖有為就娶了文若霞。 

但這裏面，只怕廖二叔和文家是有什麼利益相關，所以才結的親吧，只是他們的

利益穩固了，卻害了廖有為和文若霞。 

周山海憋不住，想給廖有為出主意，「廖老哥，你這媳婦兒身體不好？」 

想起文若霞的身體，廖有為的惱怒消了大半，語氣也不自覺有些擔心，「嗯，不

好，天天不愛吃不愛動，人都瘦成皮包骨了，成天躺著呢。」 



周山海道：「既如此，乾脆叫她死了算了。」 

「什麼！」廖有為一下子瞪大眼，不敢置信的看著周山海，「你你你……你怎麼

這麼狠毒的心，我妻子跟你有仇啊，你居然要弄死她！」 

周山海看出來了，別管廖有為話說得多無情，但實際上他應該是真喜歡文若霞

的，只不過呢，文若霞心裏恐怕當真沒他，如此倒是可以試探一下。 

周山海笑道：「不是真的死。」 

「那是什麼死？死還分成很多種嗎？」廖有為沒好氣道。 

周山海道：「你這媳婦兒心裏有人，你留著她說不定會真的將人留死，那麼你索

性放她去找她喜歡的人，只對外說是她病故了。」 

廖有為不答應，「那我多虧，我豈不是白白沒了個媳婦兒？」 

「沒了她，你就能再娶一個啊，正好也沒人占著你媳婦兒的位置膈應你了。」周

山海道：「你要是實在捨不得，便只對外說她重病，先叫她去找她心上人看看，

都這麼多年了，說不定她心上人早就另娶忘了她了，到時候她看得分明，知道這

天下只有你對她最好，就會回來安生和你過日子了。」 

廖有為冷哼，「誰稀罕！」 

周山海聳肩道：「總比就這麼下去，回頭她真把自己給折騰死了好，你這算是給

她一個機會，也是給你自己一個機會。當然了，我是外人，就這麼隨口一說，到

底怎麼做還得你自己決定。」 

真要這麼做嗎？廖有為想了半晌，還真拿不定主意。 

 

 

周山海不在家，何秀婉是真不怕，但自打成親後就一直住在一起的人突然不在身

邊，不習慣卻是有的。 

鍋灶今天才搭好，晚上還不好用，她在外面買了塊燒餅，回來就著開水對付了一

頓，晚上早早躺下了，只不過卻是翻來覆去，直折騰到後半夜才迷迷糊糊睡過去，

第二天天一亮又早早起了。 

今兒逢集，家裏還差的東西得買齊了，西側間要趕緊收拾起來，另外菜種和布也

得買了，註定是忙碌的一天，何秀婉又是個捨不得花錢雇車的，所以一上午跑了

好幾趟，先買了家裏差的東西和菜種，中午緊著收拾好西側間，又是對付著吃了

點午飯，這才出門去買布。 

雖然何秀蘭的婆家就是開布店的，但何秀婉並不打算過去買，曹經娘的為人她知

道，她若是去買，一準兒會少收錢，即便不會虧，她也不想叫曹家覺得自己是去

占便宜的，這樣對妹妹不好。 

所以她打算去隔壁問問，左鄰右舍的說不定還會便宜點。 

剛邁出門，何秀婉正回身要鎖門呢，右側就傳來了有些急切的女聲，「桃花妳瞧，

那就是何秀婉，妳在這邊幫我帶孩子，沒事兒就去找何秀婉說說話，才不會閒得

慌。再說，妳和山海是從小一塊長大的，想來也有許多話要說，即便在我這裏也

不會悶著妳的。」 



何秀婉皺了皺眉，轉頭看過去，就見桃花漲紅著一張臉，對著這邊尷尬的笑了笑，

然後扭頭小聲道：「姊，妳幹什麼呢，當著何秀婉的面妳就胡說！」 

梅花不以為意地笑道：「我哪裏胡說了，妳和山海本來就是青梅竹馬嘛。」 

她的態度太過直白急切，就連正要回家的梅氏都覺得有點太過了，她帶著點不贊

同的道：「梅花！」 

梅花可沒覺得自己做錯了，相反她覺得她娘才是不知所謂，既然看中了周山海，

那自然要想法子成事，如今的周山海可不是從前那樣窮困潦倒的了，她們要是再

不主動，說不定就被別人給搶了。 

因此她沒理會梅氏，只推著桃花道：「妳先去跟何秀婉打個招呼去。」 

桃花被推過來，臉色漲得更紅了，勉強擠出笑，叫了何秀婉一聲，「周家嫂子。」 

何秀婉還沒應呢，梅花就笑著走過來，臉上雖帶著笑，但出口的話卻是滿滿的惡

意，她這是還記恨昨兒個何秀婉摔門撞了她鼻子的事呢。 

她拍了下桃花道：「叫什麼嫂子啊，妳比她小三歲，叫姊姊嘛，親切。」 

這是幹什麼？姊姊妹妹一家親，上趕著叫桃花來給山海哥做小？ 

鄉下窮人家沒這回事，但鎮上的富戶，即便是何秀婉往日足不出戶也聽到過不

少，只是她無論如何也想不到，有朝一日她會面臨這種情況。 

她沒理梅花，只看著桃花，「桃花，妳是想給山海哥做小嗎？」 

此話一出，別說桃花猶如被雷劈一般傻掉了，就是梅花都驚得瞪大眼珠子，這個

何秀婉是瘋了嗎，怎麼能直接說這種話！ 

梅氏更是一個箭步衝上來擋在桃花跟前，怒氣衝衝道：「何秀婉，妳可不要瞎說！

我們桃花好好的姑娘家，是絕不會給人做小的，妳要是再亂說敗壞她的名聲，信

不信我撕爛妳的嘴？」 

那這口口聲聲的，難道是想要自己做小？ 

這念頭在腦海中閃過，何秀婉並未當真，只是看著梅氏，認真道：「我還當妳們

有這個意思呢，若是有，我幫著問一聲山海哥也不是不行，但若是沒有，那妳們

也得注意點說話，桃花一個未出閣的姑娘家，她姊姊卻口口聲聲她和已經成親了

的山海哥是青梅竹馬，又叫桃花喚我姊姊，這麼做可不大妥當。」 

這麼做當然不妥當，但妳難道就能這麼直接的說出來嗎？ 

梅氏氣得臉色鐵青，然而確實是梅花先說了不妥當的話，她便是再氣也知道自家

並不占理，只能怒瞪梅花一眼，一把拽了桃花就要走。 

梅花卻是個一根筋的人，想要做什麼就悶頭一股勁的往前衝，她抓著何秀婉的話

問：「妳說真的？若桃花真有這想法，妳真會幫著去問周山海？」 

何秀婉點頭，「對。」 

對個屁！她只管答應了，問不問誰知道了？等回頭就直接說山海哥不同意，她就

不信桃花會沒臉沒皮的再去找山海哥問。 

梅花還當她是認真的，立刻道：「好，那妳去問，就說桃花願意給他做小，問問

看他同不同意。」 

「梅花！」梅氏氣得幾乎要跳起來。 



看何秀婉點了頭，桃花卻是不說話了。 

她的確還是喜歡山海哥的，從前是自己家裏不同意，而後是山海哥娶了媳婦兒，

她知道自己沒指望了，所以才勸自己死心。 

但現在大姊第一個贊成，有大姊在，娘最後也會同意的，而何秀婉也願意幫著問

山海哥的意思，這樣的機會她若是不抓住，那她肯定會後悔一輩子。 

「娘！」梅花給梅氏使眼色。 

兩個女兒都如此，梅氏氣得不走了，轉身大步又進了梅花家的鋪子。 

在外頭有些話不好說，只能回屋裏問個清楚，但不管怎麼樣，她都接受不了桃花

給人做小，尤其還是給周山海做小！ 

從前王氏想要桃花做兒媳婦，那是恨不得舔她腳後跟她都沒同意的，要是現在把

桃花送給周山海做小，那她以後哪裏還有臉見人？ 

梅花見狀，急急又跟何秀婉確認了一回，得到何秀婉再次點頭說「是」後，沒管

桃花，轉而跑回去跟梅氏解釋去了。 

現在說是做小，但桃花有她這樣的姊姊，又是胡家村村長的孫女兒，那何秀婉有

什麼？這樣的兩個女人往周山海面前一擺，周山海自然知道怎麼安排，最差也得

是兩人一般大，其他的日後再慢慢圖謀好了。 

桃花卻沒走，臉依然紅著，這會兒更多的卻是歉疚了，她不確定的道：「嫂子，

妳……妳真願意—— 」 

何秀婉打斷她的話，「不是我願不願意，而是看山海哥要不要。他若是想納小，

我就是不願意也沒用，他現在有錢了，完全不用管我的態度。相反，他若是不想

納小，那我當然不會硬逼他納。」 

「是的是的，誰都不會硬逼。」桃花點頭如搗蒜。 

真喜歡一個人，哪裏能受得了他身邊還有旁人，就算不是真的喜歡，她長這麼大，

也沒見過誰能同意自家男人跟前再有別的女人，遠的不說，就自家大姊，對大姊

夫就看得很緊。 

想到此，桃花越發覺得歉疚，可是她又真的捨不得放棄這個機會，因此只能厚著

臉皮繼續道：「嫂子妳放心，要是山海哥不願意，我以後都不會往他跟前湊的，

我……我會叫娘立刻找人把我嫁了，一輩子都不出現在妳和山海哥面前！」 

是嗎？那胡亂嫁了個人，要是那人不好可怎麼辦？ 

何秀婉有些不確定了，她要是不問山海哥，直接回答說山海哥不願意納小，不會

害了桃花吧？ 

何秀婉到底是有些心軟的，她想了想，多嘴說了一句，「村裏的胡大牛好像喜歡

妳，妳知道嗎？」 

桃花不知道何秀婉什麼意思，老實回答，「知道，只是我不喜歡……我娘也不同

意。」 

何秀婉道：「妳娘是看不上他窮吧？妳放心，山海哥做生意之後會帶著他的，日

後他也會有錢。另外山海哥這兩天去廖家了，等他一回來我就幫妳問，只不過妳

最好有個心理準備。」 



桃花不由緊張，「什、什麼心理準備？」 

何秀婉臉有些紅，半是不大好意思，半是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說假話，「山海哥很

喜歡我，眼裏心裏都只有我，所以我便是幫妳問了，答案也肯定是不願意的，妳

先知道一下，省得回頭太難過接受不了。」 

是這樣嗎？因為確定山海哥不會納小，所以何秀婉才答應幫忙問一問的？ 

桃花還想要再問，但何秀婉已經快速鎖了門，去了左邊的布店買布了。 

站在原地乾等片刻，桃花回了梅花家，看到不知說了什麼滿面笑容的姊姊和娘，

神情有些怔忡。 

她是不是不該這麼做？ 

要是山海哥不要她，她問了等於就是自取其辱，那以後她就真沒臉再見山海哥了。 

第二十三章 退一步海闊天空 

轉眼周山海在廖家住了兩日，瞭解了廖有為的飲食習慣和生活習慣，第三日他就

要帶著廖有為走了。 

而廖有為想了兩天，到了這會兒還沒下決定，周山海催著走了，他忍不住又問：

「周老弟，若你是我，你會怎麼做？你真的會叫自個兒媳婦去找別的男人嗎？你

不覺得憋屈？」 

有什麼好憋屈的，不是互相喜歡的話，在一起就是互相折磨。 

周山海實話實說，「要是我，我會叫她去找，並不覺得憋屈，我也可以去找啊，

找一個眼裏心裏只有我，把我當天當地當唯一的女人。」 

周山海說得豪情萬丈，腦海裏卻想起了何秀婉，怎麼覺得……他說的這些話，好

像很符合何秀婉，她就是這麼對他的。 

他離家兩天兩夜，也不知道她怎麼樣了。 

想著，周山海就有些歸心似箭，「行了，咱們這就走吧。」 

殊不知廖有為已經被他說的情況驚呆了，原來這世上還有這樣的夫妻？他也可以

遇到這樣的女人嗎？ 

「周老弟，你和弟妹就是這樣的嗎？」 

當然是，周山海得意極了，「你不知道，我媳婦兒就是如此。對我那個好、那個

周到，便是我娘說不定都比不上。不行不行，我得趕緊回去了。」 

廖有為羨慕壞了，雖還沒下定決心叫文若霞走，但卻是打算去見見文若霞了，「你

先回去，我今晚上若是不去，明兒一早準會去。」 

周山海點點頭，逕自離開，廖有為則去了文若霞的院子。 

小容見了，高興的一路小跑去了正房叫醒文若霞，「小姐，少爺來了！」 

文若霞沒應聲沒動彈，只睜開了眼睛。 

廖有為也習慣了，進了臥房，站在離床兩步遠的地方，緊鎖著眉頭看床上的文若

霞，「妳看妳把自個兒折騰成什麼樣了，還活著嗎？」 

文若霞翻了翻眼皮，「不然呢，你在跟死人說話？」 

廖有為一噎，只能緩和了語氣，「妳怎麼樣了？大夫開的藥有按時吃嗎？身體感

覺怎麼樣？」 



文若霞不吭聲了，嫁入廖家四年，她一直如此，好好跟她說話她不理，但要是說

難聽話，她倒也寸步不讓。 

小容忙道：「少奶奶已經好多了，就是身子長久的虧損，還需要慢慢養，往後少

爺若是有時間，還請多來陪陪少奶奶，這樣—— 」 

「還是別了。」文若霞直接打斷小容的話，「他來了我更好不了，看著他我怕是

一口飯都吃不下去。」 

小容被噎的說不出話。 

廖有為氣得磨牙，「文若霞，妳怎麼還沒死呢！」 

若是以往，文若霞肯定要回嘴，但是現在，她沉默了會兒，突然笑道：「別著急，

快了。」 

「小姐！」小容心酸不已。 

廖有為看著面色蠟黃、瘦骨嶙峋的文若霞，心裏也有點不是滋味，又想到周山海

的話……是啊，他要是捨不得失去一個媳婦兒，只怕最終得到的就是一具屍體了。 

罷了罷了，都四年了，文若霞的心他這輩子怕是焐不熱了，與其眼睜睜看著她死，

還真不如叫她走呢，往那舊情人跟前走一遭，要是死心了，說不定真能回來好好

跟他過日子。 

「文若霞，妳好好養身體，等養好了，我放妳走。」這話一旦說出來，好像也沒

那麼難，廖有為繼續道：「叫小容陪著，另外我再給妳找一隊人護送妳，妳去找

妳那舊情人，他要是還等著妳，妳就跟他過吧，我對外就說妳病死了。他要是已

經成親了，妳再回來，我對外就說妳出去養病，如今是養好了回來了。」 

「少爺！」小容聲音都變調了。 

文若霞撐著身體坐起來，眼睛眨也不眨的盯著廖有為，「你……說真的？」 

廖有為看著她，在這一刻看見她眼底有亮光迸出來，心裏不禁酸酸的，忍不住問：

「那個人真的那麼好啊？」 

「反正比你好！」文若霞習慣性諷刺他，話音落了才覺得自己有些過了，又補救

道：「曾經的確是好的，現在……我也不知道。不過或許因為是被逼著分開的，

所以這麼多年只要想起他，我就覺得他特別特別好，但可能其實也沒那麼好吧。」 

這是在安慰他嗎？明明之前老說那人英俊瀟灑學富五車，哪裏像是自己，也就識

幾個字，會看個帳本，人還長得像肥豬一般，看見就倒胃口。 

廖有為覺得文若霞還不如不安慰他，越安慰越心疼可怎麼辦啊？ 

他不想待著了，道：「妳先好好養著，要是養得好了，十天後我就叫人—— 」 

「廖有為。」文若霞打斷他的話，「我再問你一次，你真的要放我走？不僅對外

說我病死了，對文家也這麼說？」 

廖有為心更疼了，這到底是怎樣的喜歡啊，都這麼多年過去了，還怕文家對她舊

情人不利呢！ 

廖有為只想趕緊離開，沒好氣的道：「真的真的真的！妳放心吧，妳這幾年怎樣

妳娘家人也知道，說妳病死了他們定然會信的。妳只管放心去找妳舊情人，我給

妳兜著，不會叫妳娘家人知道，去找妳舊情人麻煩的！」 



文若霞感覺好像一瞬間身上就有用不完的力氣了，她坐正身體，在床上對著廖有

為拜了兩拜，「廖有為，謝謝你，這輩子你的恩情我是無法回報了，但若有來世，

我定然結草銜環，好好報答你。」 

廖有為嚇得後退兩步，「妳妳妳……妳什麼意思啊？」 

文若霞道：「我不用養身體了，我現在就可以出發。你也不用等我回來，你可以

立刻對外說我病死了。」 

聞言，廖有為都要後悔了，太扎心，他的心都被扎成千瘡百孔了！ 

他什麼話都不想再說了，當即就道：「文若霞，妳行！妳現在就收拾，我正好要

出門，這會就帶妳出去，妳愛去哪兒去哪兒。」 

文若霞立刻吩咐，「小容，快，收拾行李。」 

 

 

周山海沒直接回家，而是到了鎮上一家賣滷味的店買了兩塊豬蹄，又割了半斤牛

肉，然後叫人家想法子給他包了兩碗麵條，還掏錢叫人幫著一起送來鋪子。 

他走到鋪子門口的時候，隔壁門前，桃花正帶著梅花的兒子學走路呢，瞧見周山

海，她立刻不知所措起來，不知是打個招呼好還是躲進屋裏好。 

哪知道周山海壓根連看都沒看她，急急走到自家門口敲了門，衝著裏面喊道：「秀

婉，快點兒來開門，我給妳帶好吃的了！」 

何秀婉開門也快，「山海哥，你回來啦。」 

「嗯，我回來了。」周山海一邊應著一邊把豬蹄和牛肉塞過去，然後回身接了兩

碗麵條，催著何秀婉進門，「趕緊的，這麵不趕緊吃要爛了。」 

夫妻倆說著話就進了屋，門也立刻關上了。 

桃花眼睜睜看著，眼圈就紅了。 

她原先還以為何秀婉是誇張了，她和山海哥成親才幾天啊，山海哥怎麼可能就眼

裏心裏都是她了？ 

可事實證明就是可能，她都親眼看見了，哪裏還能不信，只怕她叫何秀婉問的話，

是真的要自取其辱了。 

何秀婉才不會問，她都想好了，她只管跟周山海好好過，只要不是周山海先動的

心，誰想來摻和她都不允許。 

現在周山海已經回來了，明兒一早她就去告訴桃花說他不答應，趁早叫桃花死

心，以後就算周山海知道了這事兒，桃花說不定早嫁人了，知道也沒轍。 

因著麵條就是在附近的路邊攤買的，周山海一路又走得快，所以麵還沒爛。 

把一碗麵推到何秀婉跟前，周山海又打開牛肉和豬蹄，「吃吧，看看好不好吃，

廖有為告訴我說這家的牛肉和豬蹄很好吃的。」 

何秀婉先喝了口麵湯，然後夾了塊滷牛肉吃了，別說這味道是真的好，就算是隨

隨便便的水煮牛肉，對於從沒吃過牛肉的她而言也是好吃的。 

「好吃！」她大力誇了一句，然後才有些擔憂的道：「山海哥，這些花了多少錢

啊？」 



周山海擺手，「妳別管這些，覺得好吃就行，放心吧，我就算不能叫妳大富大貴，

但想吃點兒好吃的絕對不是問題。」說著，他又遞了塊豬蹄過去，「給，補充膠

原蛋白。」 

何秀婉可不知道什麼是膠原蛋白，她只知道這個滷豬蹄也好吃極了，她一邊吃一

邊道：「山海哥，你對我真好！」 

確實好，以前家裏一旦有了好吃的，那都是給男人吃的，女人嘛，聞聞味兒，頂

多能嘗一口罷了，哪像他們家，周山海直接分了她一半呢。 

周山海心裏才暖融融的呢，他和廖有為說了那一番話，回來的路上就一直在想何

秀婉，成親雖然還沒多久，但何秀婉有多喜歡他，對他有多好，他可是有切身體

會的，當然也得回報一二。 

「還行還行，我以後會對妳更好的。」周山海說道。 

何秀婉笑瞇了眼，試探著道：「那山海哥，你是只對我好呢，還是也會對別人好？」 

周山海沒多想，脫口就道：「當然只對妳好，妳是我媳婦嘛，不對妳好對別人好，

我傻不傻啊！」 

「不傻，山海哥你最聰明了！」何秀婉又大力誇讚。 

周山海有些不好意思的笑了笑，嘟囔道：「不是叫妳沒人的時候就叫我名字的嗎，

怎麼又這麼叫了。」 

何秀婉道：「我喜歡這麼叫，要不我叫你海哥？」 

周山海直接哆嗦了下，還是別了，海哥是何三、胡偉那六個小子叫的。 

「那妳還是叫山海哥吧！」聽得多了，他也有點習慣了。 

何秀婉笑咪咪地道：「好！」 

夫妻倆飯量都不小，很快東西就吃下去大半了，就在這時，外面響起了敲門聲。 

周山海叫何秀婉別動，自個兒大步去了前頭開門，結果一開門就見到了廖有為，

看起來跟霜打了的茄子似的。 

「廖老哥，你這是怎麼了？」周山海很驚訝。 

廖有為默默盯著他，「周老弟，我可以打你一頓嗎？」 

害他沒了媳婦兒，打一頓不過分吧？ 

「當然不可以！」周山海讓開點位置叫廖有為進去，瞧著這位居然連行李都沒

帶，就這麼空著手來了，他便又道：「互打可以，但你得有心理準備，雖然你胖，

但你應該只是虛胖，可能打不過我。」 

廖有為都沒心情瞪周山海了，只有氣無力的道：「那你還要跟我打，你是想單方

面打我嗎？」 

害得他沒了媳婦兒還不算，又要打他，這是什麼狗屁兄弟啊？ 

周山海也看出廖有為情緒不對了，摟了他肩膀往上房去，道：「廖老哥，你這是

怎麼了啊？」 

廖有為道：「文若霞走了。」 

周山海睜大了眼，這妹子行動能力夠強的啊，說走就走，大晚上都攔不住她，不

過這樣看來，廖有為也太可憐了。 



自個兒有小媳婦一心一意的愛慕，可廖有為的媳婦兒卻跑了，周山海又同情又有

一點子愧疚，「說不定沒幾天她就回來了，那時可就是對舊情人死了心，以後就

能跟你好好過日子了。再說，舊的不去新的不來嘛，你可是廖家的少爺，想再娶

還能娶不到？等你再瘦一點，又帥又有錢，多得是姑娘喜歡你呢！」 

廖有為乾笑了兩聲，進了上房後，猛地就皺起了鼻子，「是街頭陶記的滷豬蹄和

滷牛肉？」 

何秀婉已經站了起來，客氣的道：「廖少爺可吃過晚飯了？要不要吃一些？」 

豬蹄沒了，牛肉還有，還得再去買碗麵。 

廖有為平常最喜歡吃陶記的滷豬蹄和滷牛肉了，這會兒本是張嘴就想答應的，可

是瞧著燈火下俏生生站著的何秀婉，那心兒就猛地一抽，周山海這個混帳，他的

漂亮小媳婦兒還在，自己的卻沒有了！ 

「不了，不吃了。」廖有為擺手，悲傷的坐下。 

何秀婉只當他是吃過了，因為就他一個外男在，所以也沒避開，坐下繼續吃飯。 

周山海也沒多想，坐下繼續吃自己的。 

兩口子吃得那叫一個香，廖有為口水都要流下來了，可是一想到自個兒聽了周山

海的混帳話，害得自己的媳婦兒跑了，他就不想吃了。 

周山海吃完了飯，何秀婉把碗收去洗，他則找出了早就準備好的一根繩子，招呼

廖有為過來量尺寸，這時候稱人的體重不大方便，只有記錄尺寸了。 

看著繫在腰上的繩子，廖有為覺得他傷心的都瘦了。 

周山海對廖有為的要求不算嚴苛，主要也是此刻的廖有為看起來真有些可憐，因

此只量了腰圍、臀圍和大腿圍，記下了繩子的長度後，周山海就催他去洗澡，早

點上床睡覺。 

早睡早起身體好，對減肥也有好處，身體需要代謝嘛，雖然不曾對此做過研究，

但如今不正好拿廖有為試驗嗎？ 

廖有為此刻不僅不想睡，他還有些想喝酒，都說一醉解千愁，他現在就有一肚子

的愁想解。 

「周老弟，是兄弟的，就陪哥哥喝幾杯！」 

喝酒傷身啊！尤其是心情不好的時候喝酒，更何況乾喝酒誰喝的下去，少不得得

弄點下酒菜，這樣下去今晚吃的只怕又得透支。 

周山海鐵面無私地拒絕了，「廖老哥，在你減肥期間，我們暫時不做兄弟。等你

瘦了，我陪你喝慶祝的酒。」 

這是媳婦沒了，兄弟也要沒了？ 

廖有為簡直想一頭撞死，「你覺得我真的能瘦？我都胖了二十多年了，用了不知

多少方法，愣是一點也沒瘦過啊！」 

周山海確定廖有為能瘦，哪怕不運動，只要改了從前的飲食習慣，他就能立馬瘦

下來。 

「這不已經給你量尺寸了，繩子的長度我都做了記號，等五天後我再給你量一

回，你只要吃喝都聽我的，到時候繩子保證能短一截。」他說得斬釘截鐵。 



想要減肥的人其實都需要心理暗示和精神支柱，見周山海這麼肯定，廖有為摸了

摸肚子，好像真的看見肚子癟下去的模樣了。 

他要是瘦了，應該會好看點，起碼不會叫人看著吃不下飯了。 

點點頭，廖有為道：「行，那我先洗澡。」 

鍋灶已經能用了，夏天熱，稍微燒一點水，再多兌些涼水就可以洗了。幫廖有為

提了洗澡水去西側間，留了他在裏頭洗澡，周山海出來跟何秀婉說今晚分房睡的

事兒。 

「秀婉，今晚我就不回屋睡了，我去西側間跟廖有為一道睡。」不知道怎麼回事，

明明在鄉下老家就盼著分房睡的，但此刻說出來，他心裏卻有點兒捨不得。 

周山海極力忽略這感覺，解釋道：「既然要做生意，廖有為作為咱們第一個接待

的顧客，我必須非常認真，同吃同住帶著他早日瘦下去，這也算是給咱們的鋪子

打一個最好的活廣告。」 

這話何秀婉是理解的，但他們這鋪子後頭的小院攏共就三間上房，東側間的最東

邊走到西側間的最西邊也不過就十多步，這麼住著難道還不算同吃同住，非得睡

一起？ 

何秀婉疑惑地問：「你睡在東側間，離他也不遠，而且他在咱們家，吃的我都收

起來了，他半夜想吃也吃不到。」 

周山海有點兒心虛，他的確用心不良，不過他很快又找到理由了，「不行啊，廖

有為心情不好。」 

何秀婉沒吭聲，但臉色明顯表示出她也心情不好。 

他們還是新婚呢，哪有新婚就分開睡的，更何況隔壁還有個虎視眈眈的桃花。 

何秀婉都想問周山海是不是有外心了，周山海卻先一步把廖有為和文若霞的事說

了，「……雖然我是真心為著兩人好的，但我沒想到廖有為真的大方放人走，而

那文若霞不僅沒有感動，反倒果斷的連夜走了。我鬧得人家沒了媳婦兒，現在人

家正傷心，我怎麼也得陪著啊！」 

何秀婉可是個脾氣挺好的人，但聽了這話，她卻氣得拿手指著周山海，「你怎麼

能幹出這種事啊！都說寧拆十座廟，不毀一樁婚，你你你……你竟然拆散了人家

夫妻！再說，那文若霞是個女兒家，又是個病弱的，她這麼千里迢迢的上京，萬

一遇到危險怎麼辦？」 

這可是成親以來何秀婉第一次指責他，即便周山海承認何秀婉的話有一定的道

理，但他並不認為自己做錯了，甚至還為此有些生氣。 

「我哪裏做得不對了？那文若霞進門四年，兩人一直都是分房睡的，她心裏也一

直想著舊情人，把自己的身子都折騰壞了，廖有為說了，要是再任由她這麼下去，

早晚會把自個兒的命折騰沒了。 

「我問妳，是這個只有名義的婚姻重要，還是命重要？文若霞這麼一走，要是從

此不再回來，那也算放過了廖有為，沒人占著他妻子的名分，他才可以找真正喜

歡的姑娘成親，若是文若霞回來了，那必然是對舊情人死心了，到那時兩個人便

能摒棄過去好好過日子，難道不是好事？ 



「更何況都是成年人了，要做什麼決定自己心裏怎麼可能沒數，真要是在路上有

個萬一，那也是她自己選擇的，她這是奔往愛情和自由的路上，就算真怎麼了，

說不定她心裏也是高興的，再說廖有為還叫人護送著呢，已經仁至義盡了！」 

越說越氣，周山海轉身走出東側間，「妳自己好好想想吧，我過去了。」 

不得不說，周山海的觀念和這個時代是格格不入的，但何秀婉卻顧不得這些，而

是認真去思考他的話。 

好像……他說的也有道理？ 

文若霞的心不在廖有為身上，留來留去，若真害的她沒了命，還不如放她離開，

要是這樣說，這就不是毀一樁婚，而是救一條命，更是拯救了兩個人。 

文若霞不用死不用傷心，可以一心去追求她的舊情人，而廖有為也不用再守著個

一點兒也不喜歡他的妻子，他這樣好的一個男人，不愁找不到媳婦兒。 

是的，確實是自己錯了，自己錯怪山海哥了。 

何秀婉走出東側間，正好聽見西側間裏廖有為在喊，「周老弟，我沒帶行囊，把

你的衣服借我穿穿。」 

周山海在外間坐著，聞言答應一聲，起身走過來時看見何秀婉，他只當沒看見，

逕自走回了東側間，翻撿著挑了最肥的一身，拿著就往外走。 

何秀婉已經跟進屋了，這會兒又跟著出去，「山海哥……」 

周山海沒理她，走到那邊敲了門，送進了衣裳。 

有外男在西側間洗澡，何秀婉是無論如何也不好過去的，只能站在東側間的門口

往那邊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