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一身怪力的村姑 

琉光……琉光……昭昭…… 

是誰在叫她？昭昭……這小名已經有多久沒人叫過了？ 

久違的名字以及那溫暖又熟悉的聲音，莫名的讓她心一酸，直想落淚。 

可惜她的腦袋太沉，就是她拚命想睜開眼，看看究竟是誰在叫喚她，卻怎麼也睜

不開，不一會兒便又陷入了黑暗。 

這樣的情況維持了兩三次，那一聲聲的琉光、一句句的昭昭，讓她努力掙脫眼前

的黑暗，終於，她緩緩的睜開了雙眼。 

當她睜眼的剎那，還以為眼前會是掩住她口鼻的沙泥，沒想到卻是飄著淡淡草木

味道的新鮮空氣。 

從黑暗中醒來，她有一剎那適應不良，待能適應那籠在雙眸間的光亮後，她才緩

緩的睜開雙眼，映入眼簾的是用茅草撘建的屋頂，不僅破舊，甚至還有幾處有著

漏洞，這陌生的地方讓她有些迷糊。 

「昭昭？妳可終於醒了！」 

身旁再次傳來那熟悉又欣喜的叫喚，讓她雙眸一亮，試著轉動沉重的頸子。 

當她看見正巧推門而入的瘦弱的老人時，雙眸又閉了起來，再張開，發現眼前的

男人並沒有不見，這才傻傻的問了句。「我這是死了？」 

老人一聽急了，忙放下手中的水盆，來到她身旁。「胡說！妳還活得好好的呢！

倒是爺爺要被妳這丫頭給嚇死了！」 

「爺爺……」她愣了愣，看著眼前熟悉的臉龐，伸手往自己的臉頰一掐，她只輕

輕一捏，卻疼得她立馬噴淚。 

會痛！ 

「妳這傻丫頭是在作啥？」老人又心疼又擔憂的拉下她的手。 

手中的溫暖讓她鼻頭一酸，本就懸著的淚珠頓時滑落，顧不得腦袋的昏沉，哇地

一聲抱住眼前的老人。「爺爺！真的是你！沒想到我死後還能見你一面，我就是

作鬼也甘願了！」 

雖然不知道為何當鬼也會痛，但此時的她顧不了別的了，只想緊緊擁抱著眼前之

人。 

她突然撲來，那力道之大差點將老人撞倒，就是沒倒也被她勒得差點岔了氣，可

老人卻沒推開她，只是有些不知所措的看著埋在自己懷中的小孫女，嘴裡唸著。

「妳這丫頭，不是讓妳別亂說話了？什麼死不死的！呸呸呸！別胡說八道！」 

她抬起淚眼，看著眼前穿著一身粗布衣裳的爺爺，她有些不明白爺爺為何會說自

己沒死，她若是沒死，死去的爺爺又是怎麼死而復生的？ 

難道是在作夢？自爺爺和爸爸過世後，這還是她頭一次夢到他們，心裡的激盪讓

她只能緊緊的攬著眼前的親人，打死也不放。 

然而蘇允卻差點被孫女給勒死！ 

就見他憋紅著臉，輕輕拉了拉懷中的小女孩，雖知傷不了她，卻還是小心翼翼，

可拉了半天也沒能拉開，只能商量的道：「昭昭，妳能不能先放開爺爺？妳這都



昏迷兩日了，肯定會餓，爺爺給妳熬點粥，吃了粥再喝藥可好？」 

前些日子下了場大雨，小孫女到山裡打豬草，回來時一個不小心從山坡上摔了下

來，好在被路過的獵戶看見了，將人給送回來，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而蘇琉光也是個命大的，除了頭上磕了個小包，以及一些小擦傷外，既沒摔斷腳

也沒壓斷手，偏偏一直昏迷不醒，急得蘇允兩父子整日求神拜佛，恨不得用自己

的命去換。 

「不行！我一放手，爺爺就會不見！」蘇琉光死也不放，她害怕自己一放手，這

場夢就會突然醒來，一想到這，她不僅不放，反而攬得更緊了。 

這下蘇允當真要背過氣去了，就見他臉色蒼白，出氣多入氣少。 

「昭昭？」當蘇南林回來見到的便是父親差點沒暈死的模樣，連忙上前把老父親

給拉了出來，旋即欣喜的喊著。「昭昭妳總算是醒了，可嚇死爹爹了！」 

蘇琉光原本因爺爺被人給搶了而不高興，誰知下一刻竟是給了她一個大大的驚喜。 

「爸爸？你也來我的夢裡了？」看著眼前的父親，她的眼淚又掉了下來，一個飛

撲，將眼前的蘇南林也給抱了住。 

蘇南林突地被女兒抱住，除了不知所措之外，便是同父親一樣差點被抱得岔了氣，

好在他身強體壯，就是這麼被女兒給圈抱著也還撐得住。 

天知道她有多麼渴望再見爺爺與爸爸一面，媽媽在她三歲那年便過世了，奶奶則

陪著她到六歲，之後也因身體不好早早便離世，對這兩個親人，她雖懷念卻是印

象不深，倒是一直陪在她身邊的爺爺和爸爸，他們兩人是她這輩子最親最親的親

人，誰知就在兩年前，他們也走了。 

她哭了好久好久，甚至一度哭到雙眼看不見東西，卻怎麼也換不回他們的生命，

從那一刻起，她就成了一個孤兒，一個沒有人疼愛的孤兒。 

她從沒想過自己還能再見到她最親愛的家人，如果這是夢，她真希望這個夢永遠

不要醒來…… 

蘇南林看著懷中那哭個不停的小女孩，用眼神詢問一旁的父親怎麼回事？ 

蘇允一臉無辜的朝他搖搖頭。孫女一醒來便是這模樣，好似生離死別似的，見著

他便是哭個不停，他也不知是怎麼回事。 

父子倆找不到原因，看著唯一的寶貝哭得這麼可憐，只能又哄又騙的，讓蘇琉光

放開手，直到她吃了粥、喝了湯藥，再哄她入睡後，兩人才鬆了口氣。 

「父親，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昭昭怎麼哭得好像……」好像死了爹似的！蘇南

林看著一手抓著一人，就是在睡夢中也不肯放手的女兒，小聲的問。 

「你問我我問誰去？」蘇允瞪眼，一臉愛憐的看著那連睡都不安穩的小孫女，埋

怨的說。「都怪你，讓你再娶偏不肯，昭昭本就怕生不愛出門，可為了不讓我們

太過勞累，強撐著忙裡忙外，這一摔肯定是嚇壞了，才會這麼不安。」 

蘇南林被父親罵得低下頭，看著女兒瘦弱的小臉，斂下了眼。「我也知道昭昭小

小年紀便沒了娘很可憐，但我不想對不起貞娘……」 

貞娘是他的妻子，本是京城裡大戶人家的小姐，在來梅心鎮探親的路上遇見登徒

子調戲，當時他正揹著獵來的野兔、野雞要去鎮上的酒樓販賣，路見不平救了她，



因此受了點傷，貞娘過意不去，待在梅心鎮的日子便時常去探望他，兩人一來二

往，竟漸漸產生了情愫。 

貞娘家雖是家道中落，可家人再怎麼樣也不可能讓她嫁給一名獵戶，蘇南林自知

配不上，也只能黯然放棄，沒想到貞娘卻是十分的堅持，為了嫁他不惜與家人鬧

翻，如此情意令他感動不已，誓言此生定不辜負她。 

貞娘本是千金小姐，嫁給他後什麼事都要親力親為，她不曾洗衣、不曾燒飯，更

不曾餵過雞鴨豬隻，可為了他，她一個嬌滴滴的小姐硬是咬著牙做了，可惜貞娘

自幼身子骨弱，沒了在娘家的補藥滋養身子，加上過度操勞，長年下來耗損嚴重，

生下蘇琉光沒幾年便過世了。 

蘇南林為此消極了整整一年，明知琉光還小，正是需要娘親的時候，卻硬是不肯

續弦，整日沉浸在喪妻之痛中，直到蘇允看不過去，狠狠罵了兒子一頓，他才振

作，但仍是不願意再娶，祖孫三人便這麼一路互相扶持。 

對於續弦這事，蘇允也不止說了一次，見兒子心傷，忍不住嘆氣。 

「不是爹要逼你，昭昭年紀也不小了，咱們村裡十二、三歲的姑娘早早便開始說

親相看了，只等著年紀到出嫁，咱們昭昭已經十六了，家裡沒個女人，將來昭昭

出嫁誰來操辦？再說了，你今年不過才三十多歲，還有大把的歲月要活，總不可

能一輩子守著貞娘，咱們蘇家總得有人傳宗接代……」 

一提到這個話題，蘇南林的拒絕便怎麼也說不出口了。 

身為獨子，他身上自是揹負著傳宗接代的壓力，總不能讓年過半百的父親生吧？

就是他心裡再想為貞娘守節，也無法拋開他應負的責任。 

蘇允也沒再逼他，這事兒從孫女六歲便一直說到她十六歲，要是這麼好說服，蘇

南林早就再娶了，過猶不及的道理他還是懂的，提了一嘴後便將話題轉到了今年

的秋收。 

蘇家本是書香門第，祖上也是當過官的，雖說官位不大，但在離京城偏遠的揚州

城已算是十分了不得的人物了。 

可惜蘇家的先祖太過耿直，硬是不肯通融放水，得罪了人，被設計拔了官，只能

含恨回了老家幽州，從那之後，蘇家的光景便大不如前，子孫仍然讀書習字，只

是再也不科舉出仕，而是安安分分的當個普通的農戶。 

蘇家並不富有，就是當官那時也從不行那貪汙之事，過得十分清貧，好在祖上留

下幾畝薄田，蘇家一直以來便是靠著這幾畝田過活。 

到了蘇南林這一代，比起之前文弱的蘇家先祖們他可說是身強體壯，又仗著與過

路的武師學過個把月的功夫，藝高人膽大，開始進山裡打獵，打的野物便送到城

裡販賣，在這太平盛世勉強夠一家三口糊口。 

父子倆商議著秋收的糧食哪些要留、哪些又要買，嘀嘀咕咕了好一會兒，又聊到

了今年的稅收與時事。 

兩人說了好一會話，見炕上的琉光似乎已睡熟，這才輕悄悄的將自己的衣角從她

手中抽出，儘量貓著身子不發出聲音的出了房。 

直到房門闔上，炕上閉著雙眼的蘇琉光立馬睜開眼，她打一開始便沒睡，不過是



怕他們兩人擔心才會裝睡。 

方才爺爺與父親的對話一直在她腦中盤旋，此時的她與方才甫清醒時的迷茫不同，

一雙眼眸清亮見底，徹底的醒了過來。 

她一骨碌的爬起身，往一旁的臉盆看去。 

水中倒映著一個模樣十五、六歲的女孩兒，女孩眉如畫，眼如杏，膚白細膩，嬌

巧的鼻子、白玉般的雙耳、飽滿的額上貼著一塊烏黑的藥膏，幾乎佔去她巴掌大

的小臉，瞧著十分滑稽，可即便如此，也是一枚妥妥的清秀佳人。 

看著水面中的小女孩，蘇琉光徹底愣住了，這是她沒錯，但卻是十年前的她！ 

聯想起方才父子倆的對話，邊疆、稅收、京城……她臉上的訝異越來越深。 

難道她不是在作夢，而是穿越了？ 

 

 

晨曦初開，遠處山嵐繚繞，雲霧縹渺升騰，翠綠的層層山巒中初陽露臉，緩緩穿

過氤氳薄霧，隱隱約約綻放光芒。 

山林間的空氣十分清新，伴著雞鳴聲，讓蘇琉光感到一片寧靜。 

不用多少時間，蘇琉光很快便接受了自己穿越的事實。 

前世，她的親人一個個離她而去，只剩她一個人孤零零的活著，只能在夜深人靜

時默默的流淚。 

她怎麼也沒想到，經歷了一場土石流，以為必死的自己，再睜眼時竟會看見早已

死去的爺爺與爸爸。 

當她認知到自己不是作夢而是穿越時，她頭一個感覺竟不是害怕，而是欣喜，她

又有家人了。 

這一世的爺爺與爸爸跟前世一模一樣，光是這一點便讓她欣喜若狂，對她而言，

有家人的地方就是家，她並不在乎自己穿越，而是十分珍惜這重生的機會。 

當然，為了避免家人懷疑，她還是用頭傷為由，撒了點記憶不全的小謊，爺爺跟

爹看她每每回想得頭疼的樣子特別不捨，自此也不再懷疑，她想知道的事都一件

件跟她說明，這些日子以來她總算是慢慢適應這裡的生活。 

大部分時間蘇家父子都在田地裡忙著收割稻麥，她則在家裡忙碌著。 

原先從未生過火、沒用過灶與大鍋煮飯的她，頭一回差點將灶房給燒了，好在她

只是不會，並不是笨，幾次練習下來雖不熟練，卻也能燒出幾道像樣的菜餚了。 

唯有一件事她真心煩惱——這個她在歷史上很陌生的大齊朝竟有單身稅！ 

要是可以她並不想嫁人，但這幾日她結交了幾名村裡的姑娘，從她們的口中知道，

大齊律法規定，女子若是過了十六還不嫁人就得交稅，且年齡越大交得越多，從

十六歲到三十歲，單身女子要交五等稅，以蘇家的家境，這可是一筆不小的支出。 

當然，若是她真不想嫁，她相信蘇家父子定會為她籌出那些稅金，但稅金好解決，

兩人的面子問題卻是難以解決。 

就拿村尾牛家一名老姑娘來說，據說那牛姑娘生得貌醜無比，年過二十仍無人肯

娶，不得已只能交稅，這村子裡的人每每見到牛家人都是好一番嘲笑，問問今年



牛家交了多少稅，讓牛家父母抬不起頭。 

雖說她不在意他人的看法，要笑便笑唄，反正也不會少塊肉，但如今的爺爺與父

親是古人，極重臉面，她不想他們遭受這樣的罪。 

不過這事現在也急不來，她還有更重要的事要做——養傷養得差不多了，她要去

山腳打豬草，多做一點她現在能為這個家付出的。 

蘇琉光揹著竹簍，一臉神清氣爽。 

日頭還未升起，路上僅有一絲絲的微光，秋天的氣候有些微涼，一陣陣白霧環繞

身旁，那清新的空氣讓她忍不住用力一吸，這一吸，她感到整個人都舒暢了。 

「真舒服！」她張著手臂，貪婪的汲取著這完全沒有汙染，屬於大自然的恩賜。 

古代的空氣就是新鮮，沒有半點刺鼻味兒，只有淡淡的草木香，生活在這樣的環

境下，讓她覺得整個人都輕快了起來。 

這段日子，她這個現代人也算是好好體驗了一把農村生活。 

蘇家父子捨不得她做事，據說之前除了打豬草外，家事都不曾讓她碰過，活生生

將她養成一個十指不沾陽春水的千金大小姐。 

然而現在的蘇琉光不再是以前那個蘇琉光，在她的認知中，只有晚輩孝順長輩的

道理，那有長輩反過來侍候晚輩的事？不管蘇家父子如何勸說都攔不住她，這半

個月來家裡的衛生都是她在打理，就是打掃雞舍、餵雞餵鴨也都是她在做的，要

不是蘇南林打死也不讓她去掃豬舍，她肯定也包了。 

兩父子本以為她做不了幾天，沒想到她不僅撐住了，且手腳越來越麻利，父子二

人見她並無不適，這才慢慢放手將家裡的事交給她。 

蘇琉光很喜歡現在的生活，雖然沒有現代那樣便利，卻有她最愛的家人，她下定

決心要讓爺爺和爹爹能過上好日子，而她要做的第一步便是多賺點錢！ 

俗話說有錢好辦事，錢財雖俗卻十分好用，只要有錢，蘇南林便不用冒著危險到

山裡打獵，蘇允也不用在農忙的時候拖著一把骨頭下地，之後卻躺在炕上休息好

幾日。 

說起來蘇家田地的位置並不好，在水源的最下方，遇上旱災時要是無法及時提水

灌救早成了一片荒田，這都幾代了硬是養不肥。 

她去看過自家的田地，土壤並不肥沃，怪不得這一回的秋收，人人都是豐收，蘇

家的糧食卻是比別人少了一半。 

明明一大片的田地，一樣的辛勞、一樣的付出，在收成時卻連別人的一半都比不

上，蘇家父子的沮喪可想而知，要不是蘇南林還能靠打獵來貼補，恐怕早過不下

去了。 

如今剛秋收完，到了休耕的時候，她瞧著，這楊柳村的人大多會在田地裡種上一

些耐冬的菜苗，或是種油菜，任其腐爛後用來養地。 

蘇琉光想過了，自家今年的糧食不足，交了稅後只能勉強過冬，壓根兒就存不了

銀錢，於是她打算說服蘇南林在輪作時種上一些玉米。 

家裡雖有養豬隻，不過也只有兩三頭而已，其中一頭膘壯，蘇南林打算今年過年

時拖到集市給賣了，這麼一來家裡的豬糞便又少了。 



養地最佳的肥料就是豬糞了，蘇家人口不多，豬隻也不夠，那些豬糞光是用來施

肥就不夠用，根本沒法子用過豬糞來養地，但如今有她在，這地說什麼也得養起

來。 

她盤算過了，家裡的豬糞要養全部的地是不可能的，就像路得一步一步走，地也

得一塊一塊養，心急吃不了熱豆腐，待她賺了錢就能買來好肥料，到時將家裡的

田地全養成良田也不是不可能。 

就是養不了良田也無妨，她腦中多得是主意，只要能種糧，她就有辦法活。 

這一想，她的心情更好了，嘴裡哼起了小曲，高高興興的打豬草去。 

「妳，過來！」 

突如其來的聲音讓她停下腳步，東看西瞧卻看不到人，難不成見鬼了？ 

這大清晨的，雖說日陽還未完全升起，但也不至於這麼倒楣在大白日遇鬼吧？ 

就在蘇琉光渾身發毛時，那聲音又傳來了。 

「下面！蠢女人！」 

她這才往下一看，只見山坳裡躺著一個男子，男子一身玄色窄袖蟒袍，袖口鑲繡

著金線祥雲，腰間繫著一條朱紅白玉的腰帶，上頭掛著一塊白玉，雖看不清玉上

的紋路，卻也能從那瑩瑩發亮的玉澤看出價值不菲。 

再往上看，男子有著一張俊美絕倫的臉龐，那如雕刻般的五官分明，有稜有角，

男子的眼睛十分漂亮，甚至比身為女子的她還要漂亮，深邃幽暗宛若深夜星辰，

明亮卻也深沉，鼻若懸膽、唇如朱丹、膚如凝脂，要不是有著喉結，定會讓人誤

以為是女子。 

這人生得真好看！這是她頭一個想法，然而當她再看第二眼時便立馬收回了視線，

這男子第一眼瞧著似是有些放蕩不羈，但眼裡不經意流露出的精光卻是讓人不敢

小覷。 

蘇琉光下意識不想與這樣的人太過接近，加上那一句蠢女人，讓她當下決定當沒

聽見，快速走過。 

然而她才走沒兩步，便聽見一道冰冷如刃的威脅。 

「妳要是敢走，待我脫困，定會將整個村子翻過來，讓妳知道什麼叫做生不如死！」 

這威脅成功的讓蘇琉光停下了腳步。 

男子見她停下，這才滿意的昂起頭，朝她道：「替我跑趟路，喚人過來。」 

他不知為何突然昏了過去，待醒來後卻發現自己全身施不了一絲力氣，且整個人

躺在山坳之中動彈不得，只能讓人來扛。 

蘇琉光緩緩的回過頭，看著他動也不能動的身子，笑了。「你動不了？」 

那笑容明明甜美至極，卻讓男子突然有股毛骨悚然的感覺，但眼前的少女看著不

過十五、六歲，就是他真動不了，她又能拿他怎麼樣？ 

可讓他沒想到的是，這看似無害的少女竟蹲下身，支著那粉嫩的雙腮，凝視著他

說：「可我並不想幫你，也不想你找我麻煩，你說該怎麼辦？」 

她這輩子最討厭的就是有人威脅她，就算對方長得再好看也一樣。 

男子似乎沒料到她會這麼回答，當下有些詫異。 



要不是他在這躺了整整一夜，渾身上下全是蚊蟲叮咬的痕跡，加上這條山徑人煙

稀少，他等了數個時辰也就來了她一個，她以為他願意求助於她？ 

那雙漂亮的眼眸緩緩瞇起，仔細的看著眼前的少女，這一看他這才發覺，眼前的

丫頭並不像尋常村姑，生得不黑也就罷了，還有著過於精緻的五官，那一身細白

如豆腐一般的肌膚怎麼看也不像是在鄉野間勞作的女子，偏偏她衣著樸素，上頭

還有縫補的痕跡，最重要的是她背上揹著竹簍。 

從她的打扮，可以知道她就是個尋常的村姑，確認這點後他壓住心頭的惱意，道：

「要多少？」 

沒什麼事是用錢解決不了的，尤其是像她這樣連衣物都要縫補的窮人家。 

「你這是打算用錢請我辦事？」她挑起了眉。 

這算不算打瞌睡就有人送上枕頭，正想著要掙錢便有人巴巴送上？不過她雖缺錢，

也是有骨氣的，就不知他的誠意夠不夠打折她的骨氣。 

這一想，她眼珠子一轉，反問：「你能多出少？」 

男子聞言臉一沉。這賊丫頭！不肯明說，擺明是想敲竹槓！ 

他有些惱，那虎落平陽被犬欺的感覺讓他很不高興，卻只能深深的吸了口氣，道：

「幫我叫人來，我就給妳五十兩。」 

就當是被搶！ 

五十兩？蘇琉光雙眸一亮。 

大齊的物價不算高，一石大米只要一兩銀，五十兩足夠他們一家三口兩、三年的

嚼用，甚至還能翻修老舊屋頂，買幾頭小豬來養，可以說是一大筆財富。 

不過區區五十兩似乎難以消除那句蠢女人的陰影，所以她仍然不為所動。 

男子見她斂著雙眸，並沒有看他，也不答話，便知她嫌少，當下臉更沉了。 

一個村姑，膽子會不會太肥了些？ 

但他需要人幫忙是事實，若是錯過她，不知何時才能等來下一個，只能沉著聲將

銀子翻了一倍。「一百兩。」 

一百兩對他而言不過是九牛一毛，放在普通的農戶卻算得上是一筆巨款，他只是

不喜這被人趁機敲竹槓的感覺，但他相信他開出這樣的價碼，她不可能不心動。 

就見少女終於抬起了眼睫，用她那雙清亮見底的杏眸直直的凝視著他，微微一笑。

「一百兩，似乎真不少了，那好吧！」 

她突地斂起了笑，伸手提起他的衣領，竟只憑一臂之力便將他整個人從山坳中舉

起。 

「妳——」男子吃驚的看向她。 

這丫頭竟有此力氣？吃驚的同時還伴隨著一陣羞惱，想他堂堂八尺男兒，居然被

一個小姑娘像拎小貓一般的拎起，如何能不羞惱？ 

相較於他的羞憤，看著他氣得漲紅的臉色，蘇琉光的心情卻是陡然好了起來。 

她爺爺跟她爹還覺得她這天生神力不好，她卻覺得好極了！ 

其實她醒來之後，因為每次抱爺爺都差點害他背過氣，提問了才知道，原主曾因

為這手神力闖過禍。 



原來蘇琉光的內向自閉不是沒有原因的，而是因為她五歲那一年，隨著爺爺回二

叔公家時出了件大事。 

那時的蘇琉光的娘親還在，但身子極弱，蘇南林要照顧媳婦又要去山裡打獵貼補

家用，根本沒有時間關懷唯一的女兒，而蘇允那時還年輕，兒子要上山，媳婦做

不了事兒，他除了要忙家務外還得下地，也是忙得不可開交，所以誰也沒發現蘇

琉光的異常。 

幼時的蘇琉光也與平常的小女孩一樣愛笑愛玩，可家裡就她一個孩子，久久去一

趟親戚家自然高興得很，二叔公家又有很多玩伴，幾個小孩子結伴不一會兒就跑

得不見人影，瘋玩去了，大人也不在意，就聚在一塊聊天說事，誰也沒想到會出

意外。 

那日幾個孩子在玩鬼抓人，蘇琉光輸了只能當鬼，可她年紀最小，就是找著了人

卻怎麼也摸不著，幾次下來氣得都要哭了，最後一次，她好不容易抓到了她的從

兄蘇東澤，氣狠的幾乎用盡全身的力氣撲上去，小小的雙臂將他整個環抱住。 

蘇東澤當場便發出一聲淒厲的叫聲，接著便倒在地上動也不動，那叫聲之大引來

了正聊得高興的蘇家人。 

蘇東澤可是二房唯一的男丁，是弟弟蘇平最疼愛的男孫，如今生死不明的倒在地

上，又見自家孫女臉色慘白的立在哪兒，蘇允莫名地心一沉，忙讓人叫了郎中來

看。 

郎中這一看，訝異得差點說不出話，好半晌才說這孩子身上的骨頭有幾處斷了，

就像是被山裡的野豬給撞過一般。 

這診斷結果當場嚇傻了眾人。 

不過是被侄孫女抱了一下，怎麼就成了被野豬撞過？蘇平自然不相信。 

不只他不信，所有人都不信，但郎中總不可能騙人，於是幾個大人又問了那群被

嚇傻的孩子，每個人都說蘇東澤當時正跑著，然後蘇琉光就撲上前抱住了他，緊

接著蘇東澤便慘叫一聲暈倒了。 

這回答讓眾人再一次看向蒼白著臉的蘇琉光，最後還是蘇平開口，讓侄孫女用力

握一握他的手。 

蘇琉光卻是不敢，她年紀雖小，但也知道自己似乎做錯了什麼事，只縮在蘇允身

後，不肯出來。 

蘇允雖不想相信小孫女有這樣的力氣，但現下這情況總是要給弟弟一個交代，若

真是自家孫女惹出的事，他自是要負責，於是鼓勵她上前握一握。 

蘇琉光被爺爺這麼哄著，只能怯生生的走上前，用力握住了蘇平的手，這一握，

蘇平的臉當場便扭曲了，不可置信的看著眼前的小女孩兒。 

眾人見到他疼得冒冷汗的臉色，還有什麼不理解？當下再看蘇琉光的眼神全變了，

甚至有幾個立馬將自家的孩子藏在身後，像看毒蛇猛獸那般的看著她…… 

蘇琉光不知她那可憐的從兄後來怎麼了，也不知這事的後續，只聽蘇南林說，從

那之後她便不再出門，甚至連碰都不敢碰他們一下，到後來更是連話都不說，只

將自己關在房裡，至於他們家自然與二叔公家也沒了往來。 



聽完這一切，蘇琉光立馬便知這身子原來的主人是患了所謂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深怕自己的怪力會再傷到人，這才會演變成了自閉症。 

事實上她試過了，她有神力不錯，但只要不特意用力，就像尋常人一樣，傷不了

人的，只是年幼的蘇琉光並不知怎麼控制力量，深白自己再傷人，才會封閉自我，

也是個可憐的孩子…… 

「妳……咳咳……要這麼提著我提到什麼時候！」男子一張臉漲得更紅了，也不

知是給憋的還是氣的。 

喔，只顧著回憶往事，都忘了自己還提著個人了，她這把力氣真是太好用了。 

整了整心情，蘇琉光笑得賊兮兮的問：「好了，說吧，你讓我把你提去哪領錢呢？」 

「去……」男子才剛開口，突然眼睛一閉又昏了過去。 

這什麼操作？蘇琉光翻了個白眼，該死！她白花花的銀子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