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楔子 成全我的愛情 

向萸猛地張開雙眼，發現四周一片漆黑，伸手不見五指，心臟一陣陣狂跳，說不

出口的恐慌壓迫得她無法喘息。 

這是哪裡？雙手向四周深去，一寸寸慢慢探索，這是個長方形的盒子，木頭做的，

依照尺寸……沒猜錯的話，她應該是在棺木裡。 

棺木裡沒有風，她卻像置身冰庫般，寒意透骨，身子凍得僵硬。 

她試著用吸呼吐納來抑制恐懼，時間一點一點過去，慢慢地飛速般的心跳逐漸趨

緩，她藉著棺壁使力，慢慢坐起身。 

她試著回想，試著找出任何的蛛絲馬跡，只不過想了千百遍依舊找不到頭緒，她

實在無法理解，自己為何會置身此地。 

不敢奢望奇蹟，也不認為自己能夠順利逃離活埋的命運，理智甚至做出正確推理，

得到的結論是——她將會在棺木中因為缺氧而窒息。 

是誰斷她生路？楊玉瓊嗎？自己不給機會，不讓報應找上門，於是她乾脆竭盡全

力落實？ 

「該死的女人！」隨著吼叫聲，憤怒的向萸猛地朝棺蓋一推，這時不可能的事發

生了，棺蓋居然滑動兩分，它似乎並沒有被釘死。 

天底下有這麼好的事嗎？有了縫隙，空氣湧入棺木裡，向萸覺得空氣真是清新啊！

她大口大口喘氣，努力存續力氣，直到攢夠體力之後再推一遍——棺蓋再次滑動

了兩寸。 

感激上帝，老天仁慈，神愛世人……腦袋裡浮上若干讚詞。 

就這樣她喘著氣積蓄力氣，一點、一分、一寸，終於將棺蓋推開，弄出了足以讓

自己脫身的空間，她跪坐起身，累趴在棺緣，像小狗般吐著舌頭喘息。 

半晌，她舉目四望，這裡沒有燈，微弱的光源來自幾顆掛在牆上的夜明珠。 

夜明珠啊……向萸想起了他安排的密道，呵呵苦笑，命運總是在不經意間擺你一

道。 

那時她不認得夜明珠，貧窮限制了她的想像，那個被無知限制想像力的男人呢？

他還好嗎？死透了嗎？ 

藉著微弱光線，她試著看清周遭，一座高台，兩個棺木，她置身其中一個，視線

梭巡了一遍，好半晌方才弄明白，這種「特殊環境」她見過——就是地宮！ 

低頭看向自己，她身著雲錦廣袖，裙裾三丈，金線繡出日月雲霞，鳳凰于飛，綴

以九彩霞帔，鳳珮寶墜。頭戴鳳冠，上頭雕著九鳳，鳳身嵌翠，鳳口含玉，點翠

成雲，雲中牡丹十二，金梧十二，寶葉十二，鈿花十二，步搖左右各六，冠上鑲

有珍珠六千。 

那些珍珠並非凡物，而是東海貢物，一顆顆珠圓無瑕，寶光如鏡。 

這下更清楚了，她以皇后娘娘的身分殉葬。 

從宮女到皇后，這條路滿佈荊棘，便是精明能幹如楊玉瓊也得用上十幾年光陰，

方有機會成事，誰知轉眼，她的身分三級跳……該得意嗎？ 

她想不透楊玉瓊為何變更計畫，不過那種女人能想得透的都是稀有人類，而她只



是再平凡不過的小小宮女。 

恢復些許體力後，她克服暈眩，試著爬出棺木。 

墓室不豪華、不厲害，高貴帝君的最後一站蓋成這樣，太敷衍也太寒傖。 

幸好，牆上還有壁畫與文字，介紹著死者一生建樹。圖畫不行啊，跟她的作品完

全無法比擬，至於文字…… 

她逐字看去，越看越想笑，是翰林院的老學究寫的吧，四平八穩地把一個昏君誇

成千古明君，如果他知道自己能留下如此好名，會不會想要更上一層樓，昏庸得

舉世無雙、千古難比？ 

鳳冠超重，她想也不想地脫了，沒有半分不捨，即使上面隨便一顆珍珠都足夠讓

她吃喝若干年。 

目光緊盯著另一邊的棺木，所以他在裡面對吧？ 

激動了、興奮了，她不是盜墓賊，不在乎裡頭的寶藏，但在乎躺在裡頭的那個男

人。 

「我來了。」向萸握緊雙拳向上高舉出Ｖ字型。 

呵呵呵，誰想得到她會是最後的勝利者呢？誰想得到她能夠獨自擁有他呢？她手

腳並用朝著另一個棺木爬去。 

生不同衾、死同墳是多麼浪漫的事，楊貴妃都得不到這種待遇，誰說世間最浪漫

的事是和你一起慢慢變老，不對，最浪漫的事是我骨灰裡有你、你骨灰裡有我。 

帝王棺木也沒落釘，她使盡吃奶的力氣方才推開棺蓋。 

看見了，裡頭的人正在沉睡，沉睡的他少了矯情做作的和煦親切，多了幾分沉穩

安靜。 

她努力看清他的臉，一遍又一遍，他長得不算抱歉，但普通到站在人群中，望過

幾百眼都不會看見。她是學畫的，對顏值有強烈要求，偏偏被長得這麼普通卻又

無比自信的他給迷了心竅。 

他戴著龍冠，上雋九龍，龍口啣珠，下垂珠結，一襲明黃龍袍昭示著他的身分。 

他曾經問她，為什麼所有人都以龍為尊？ 

她笑答，「物以稀為貴。」 

他說：「天底下哪有真正的龍，不過是傳說中的動物。」 

她伸指朝他晃兩下。「無知限制了你的想像，但請相信我，世上有真龍，如果我

有時光機就能把你送到侏儸紀，你可以親眼見證天上飛的、地上爬的、水裡游的，

啥龍都有、啥龍都不缺。」 

她總笑他無知，他卻說她想像力豐富，但任憑她的想像力再天馬行空，也沒有想

像過有一天他們會同棺同穴、並肩千年萬年。 

人生的際遇真有趣，不敢正視的愛情，在他昏迷之後激湧而出，如今成為殉葬者

的她，竟想振臂高呼——老天爺，謝謝您成全我的愛情。 

她很幸運、很感激、很快樂……在生命的終點，終於能夠與他同行。 

趴在棺邊，她調戲地勾勾他的下巴，霸氣道：「男人，你是我的！」 

小心翼翼爬進棺木裡，輕輕躺在他身邊，拉起他的手臂將自己圈入懷中。 



向萸滿足地閉上雙眼，嘴角揚起淡淡笑意，她和這個男人未竟的情愛，就留到下

輩子吧…… 

「請在彼岸花盛開的地方等我，等我與你牽手，共飲一捧孟婆湯。」 

第一章 回不來的爹爹 

聽說過向文聰嗎？ 

沒？那你一定不是京城人，否則只要在京城附近的幾個都縣裡，開口說到「向大

人」三個字，百姓無不交口稱讚。 

要怎麼講呢？是貪官汙吏太多，碰到一個肯做實事的，百姓便感恩戴德了吧？ 

是的，向文聰就是個好官，他滿腹經綸、閱歷豐富，他愛民如子、清廉為政，如

果當官這件事情上有分三六九等，無疑地，他是最好的那一等。 

他獎勵農桑、鼓吹商事，在他的治理下，雖然只是京城附近的小小都縣，但稅收

一年比一年增加，明明是小到不能再小的七品芝麻官，清明的吏治卻讓他在朝廷

官員眼裡排上了號。 

他最擅長的是查案、斷案，許多懸而未決的案子因為他而破解，許多對翻案不敢

懷抱希望的百姓，在真相大白於天下時，為向大人立下長生牌位。 

他的妻子早逝，膝下只有一個獨生女，而向萸雖是官家千金，卻沒有官家千金的

驕傲自滿，三餐自己動手，家事親自操持，還對家庭經濟做出貢獻。 

此時的她衣裳染上漆料，緊趕慢趕往家的方向跑，形容有幾分狼狽，缺了大家閨

秀的溫柔婉約，但她不在意，因為有更值得她在乎的事情—— 

今天是爹爹的生辰，她要回去辦一桌宴席！ 

呃，好啦，她廚藝是不太好，但爹爹寵她呀，只要她親手做的菜，再普通也會捧

場到底。 

所以她笑得美滋滋的，清妍小臉增添幾分美豔，連跑帶跳地往前奔，快樂得讓所

有人一眼就知道。 

向萸手裡提著一條肉、兩根排骨和大肥魚一隻，心裡盤算著張大善人給的賞銀。

這筆錢可以給爹爹買幾塊好皮子縫件大氅，再做雙手套、靴子，等冬天來臨下鄉

巡查，爹爹就不會凍得手腳生瘡，家裡的老馬也該換換，牠都老到跑不動了。 

剛過午時，這時候整條巷子安靜得很，只有兩隻野貓蹲在某家的牆頭，慵懶地打

著呼嚕。 

她放緩腳步，輕鬆愜意地想哼兩句「昨日像那東流水，離我遠去不可留」，沒想

到某家的屋頂上跳下來一……不是貓，是個黑衣人，哇哇，這已經夠驚悚的了，

沒想到緊接在他身後又陸續跳下來四、五個。 

後到的那群顯然和黑衣男非同黨，因為鏗鏘鏗鏘，他們抽出刀刃直指黑衣男的胸

口，只見黑衣男腳步踉蹌，整個人歪歪斜斜，像喝醉酒似的往後退。 

但拔刀男們可就兇狠啦，一刀刀淨往他身上招呼，黑衣男也算有兩下子，明明都

站不穩了，還能一刀一刀險險閃開。 

強！要不是氛圍太驚人，殺人場景過度鮮明，她一定會給他愛的鼓勵。 

怕不怕？當然，不怕的是傻子，這時候就該離開，免得成為倒楣的路人甲，可惜



想像很完美，現實卻殘酷到讓人痛心疾首。 

黑衣男後退的速度太快，三兩下就來到她身前。老大，你不是喝醉了嗎？問號還

沒有閃過腦海，下一刻她和黑衣男成了同路人。 

同路就同路，他抓住她的手是什麼意思？他把她護在身後又是什麼意思？不知道

自身難保了嗎？你這樣做……大哥，人家會誤會的好嗎！ 

向萸無比哀怨，她想哭啊，但急切間流不出眼淚。 

「打架是不好的行為。」她小小聲說：「我們都應該追求世界和平。」 

「……」黑衣男。 

「……」拔刀男。 

他們會因為不好的行為就不動作了嗎？當然不會。 

刀子往前一刺，眼看就要戳進黑衣男的胸口。 

要死了，給一點緩衝不行嗎？向萸想也不想，抓起排骨越過黑衣男往前丟，沒想

到黑衣男同時發功，長劍砍掉大刀的同時，也把她的排骨給斬成兩段。 

哇，見識了一回削鐵如泥，所以咧？黑衣男雖然中招，但實力還可以，那麼要幫

還是不幫？ 

腦袋飛快轉圈，呃，還是要的，但她嚴正申明，這跟什麼濟弱扶傾、忠勇俠義無

關，而是和殺人滅口有比較強烈的關聯性。 

「刀在人在，刀亡人亡，你的刀沒了，還不趕快亡一亡？」向萸又喊了句無厘頭

的話。 

這一喊，第二度將眾人都給喊糊塗了，這女人是來亂的嗎？ 

拔刀男糊塗，黑衣男也犯傻，趁大家都在愚蠢期，她飛快把說那句「世界和平」

時要掏卻來不及掏出來的胡椒粉抓出來，對著黑衣男後腦低喊一聲，「閉氣。」 

她不管黑衣男來不來得及閉氣，手作勢灑出了粉末。 

她發誓，自己平日肯定好事做盡，老天爺才會特別眷顧自己，因為在胡椒粉往前

灑時，一陣風及時吹來，所有的粉末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往壞人臉上覆蓋！ 

夭壽，你絕對沒有見過這麼整齊的噴嚏，視線模糊的他們沒時間揮動武器，因為

他們更急著揉眼睛。 

黑衣男被這猝不及防的場景給驚呆，他也在想同一件事情——自己平日肯定好事

做盡，老天爺才會特別眷顧自己。 

趁著對方無力反抗，他深吸口氣，逼出最後一分力氣，刷刷刷刀起刀落，轉瞬間，

五顆頭顱像玻璃珠般在地上滾來滾去。 

好血腥、好暴力，向萸想暈倒…… 

白眼一翻，她正準備倒進血泊中時，黑衣男的聲音鑽進她的耳膜。「如果妳不介

意被當成殺人兇手，就暈。」 

哇哩咧，殺人兇手不是閣下你嗎？關她屁事啊！但她還來不及 Argue，下一刻，

黑衣男就躺進了……她懷裡？ 

這、這是美女救英雄了嗎？ 

她想要拆下他的面巾，但武俠小說裡面，常有那種「看過我真容，就必須跟我結



婚」的劇情，所以……呵呵，還是別拆盲盒了。 

但臉上那塊不拆，身上其他的全讓她給拆了，不拆不行啊，他一直在流血，巷子

裡已經躺五隻，如果這隻也追隨那五隻而去，她就算跳進黃河，殺人兇手的名頭

肯定冠在她身上。 

因此一進家門，她就飛快拿出自製的大型拖把，飛快將自家門前的血跡拖乾淨。 

是的，她很睿智地將自己的魚肉加排骨撿回來，煙滅自己曾經出現的證據，然後

一回到家就立拆卸他的衣服。 

她手腳俐落，動作迅速，但她的女紅……危在旦夕，不過傷口的美醜哪需要計較

對吧？因此在她超高效率之下，沒花太久時間，他完美無瑕的肉身出現了幾條歪

歪扭扭的毛毛蟲。 

「裁縫」期間，向萸無比慶幸，黑衣男沒有突然清醒，要不這會讓她級數很低的

女紅成績更低——而黑衣男醒後也無比慶幸，慶幸身上的藥夠重，沒讓他在半途

清醒。 

縫好傷口，幫他換上乾淨衣物後，向萸本打算做賊喊抓賊，報官撿屍的，沒想到

隔壁鄰居比她「更早」發現斷頭屍，急急忙忙報了官，她探頭瞄出去時，恰恰看

見官府把屍體運走。 

這樣平安了吧？她拍拍胸口自我安慰，試著把那頁暴力血腥給翻過篇。 

安頓好意外大哥，向萸照原定計畫給爹爹做一頓生辰大餐，她繞到後院拔薑，從

雞圈裡抓出一隻老母雞，燙水去毛、切切洗洗，待麻油把薑給逼出味道後，再將

雞肉放進去炒到表面轉為金黃，最後放進淘好的米和酒，經過拌炒，抽出柴火、

文火慢煮，這是爹爹最喜歡的麻油雞飯。 

排骨加入當歸黃耆紅棗枸杞，熬出濃濃的藥膳湯。 

做了魚、滷好五花肉，再摘洗兩樣青菜，準備等爹爹一回來立刻下鍋，另外她也

熬了鍋魚片粥，打算等傷患醒來餵飽之後，直接把人請出家門。 

她不求回報，只求別惹禍上身。 

看一眼窗外，爹爹應該快回來了吧？她想。 

進浴間，注滿熱水，取一套乾淨的衣服放在旁邊。 

泡澡是她最享受的時光。 

來到這世界好多年了，幾乎忘記二十一世紀的生活方式，獨獨泡澡這一項她丟不

下，也捨不得丟。 

溫熱的清水包圍她小小的身子，一寸寸洗去身上疲勞。 

她超喜歡這種踏踏實實的日子，喜歡享受親人的寵愛關注，喜歡被爹爹捧在手掌

心，所以真心實意的，她非常樂意拿電腦手機、3C 名牌去交換父親的親情。 

她看重爹爹的心思，一如爹爹疼愛自己的心情，爹爹是她兩世以來最最重要的人。 

洗乾淨後換上衣裳，將頭髮擦乾簡單地在身側編兩條粗辮子，她端著魚片粥走進

屋裡，低頭看看沉睡中的黑衣男。 

他長得很高，起碼一百八十五以上，身材相當厲害，屬於穿衣顯瘦，脫衣滿身肌

肉型（這點無庸置疑，她確實脫光了他的衣服），他眼睛狹長，上頭兩道很有個



性的濃眉橫過額際，他的皮膚相當白皙，和女子有得拚，照道理推論，他應該是

帥的，但眼見為憑，沒親眼確認的事情，她不敢百分百斷言。 

這樣的男人是什麼身分？為什麼光天化日之下有人追殺他？認真想過半晌後，她

聳聳肩，擔心那麼多幹什麼，又不關她的事，她更該擔心的是還未歸家的親爹。 

轉身出屋，山光西落、池月東上，她等了又等，爹爹始終沒回家，不禁有點著急

了。 

爹爹不輕易承諾，可這回他親口承諾過，還承諾得無比鄭重。 

所以是……差事太棘手？不至於吧，不就是個小宮女之死。 

但凡看過宮廷劇，都曉得後宮經常要死人的，別說小宮女，嬪妃的死亡率也不低，

這種情況相當合理且正常。 

想想，把一群無所事事的女人關在一起，不鬥個你死我活生活未免太無趣，敢進

宮就沒資格當白蓮花，都打定主意以爭鬥為日常生活，即使不幸被鬥死，也只能

埋怨自己能力太弱。 

所以死個小宮女很嚴重嗎？就算死的是嬪妃，那也只能認命，誰讓妳哪裡不好待，

非要搶進那塊骯髒地？為這種事情讓臣官進宮撤查，皇帝是瘋了嗎？ 

那天汪伯伯來家裡說起此事，看著爹爹滿臉的躍躍欲試，她就不樂意了。 

她不理解皇帝，小小宮女之死竟鬧得這麼大，不都說家醜不外揚，怎地，突然覺

得揚幾下，也沒多大事兒？ 

也對，皇帝的名聲已經爛到太平洋，再臭還能壞到什麼地步？人品、人性都醜斃

了，還會在乎那點兒家醜？但皇帝不怕丟人，卻倒楣了小小的百姓之家，一紙聖

旨下達，爹爹立馬收拾行裝進宮去。 

汪伯伯說富貴險中求，說七品小縣官無緣面見皇帝，有此等奇遇，該焚香祝禱、

感激上天賜下奇蹟，還說爹爹若能查出個子丑寅卯，必定能飛黃騰達。 

飛黃騰達？不必了吧，亂七八糟的國家，亂七八糟的朝代，平安就是最大福分，

可惜她的話語權不高，否則早就讓爹爹辭官回家。 

餐桌前的向萸捧著臉，心思漸遠…… 

 

 

街道那頭人聲鼎沸，十幾個人簇擁著一副棺木，動作整齊地朝向家走去。 

路上百姓紛紛探聽消息，在知道棺木裡裝的是向文聰那刻，有幾個百姓忍不住跪

地磕頭低泣，向青天那樣的好人該長命百歲，怎會年紀輕輕撒手人寰？ 

上梁不正下梁歪，這年頭官員貪賄得多清廉的少，讀書人都盼著當官後大撈特撈、

發家致富，說句不怕砍頭的話，在百姓心裡，官員不比土匪好到哪去。好不容易

出現一個視民如子的向青天，好不容易百姓對朝廷多出兩分信心，可他竟然死了？ 

這世間還有天理嗎！ 

汪宜禾走在棺木前方，一張臉皺成苦瓜，唇舌發澀、心沉重，當初怎會被豬油蒙

了心，對大理寺推薦向文聰呢？ 

現在他好想挖個洞，把自己埋進去，轉頭無奈地看向妻子，妻子卻狠狠刨他一眼。 



讓你多事，搞成現在這種情況！ 

他明白妻子心有不甘，但別無他法呀。 

莊氏心頭則發苦，弄不明白事情怎會演變成這樣？不過也幸好是這樣，否則白衣

素服送葬的，將會是自己和兒子，當初大理寺指定協助辦案的是自家夫君，畢竟

薛紫嫣是從丈夫轄下的知林縣出身。 

想到向文聰、向萸，再想想無辜的兒子，她既無奈又憤怒。 

「琴娘……」汪宜禾軟弱的口吻讓莊氏火氣再添三分。 

唉，他何嘗願意，向文聰一死，他無法對向萸交代，無法對老百姓交代，如果向

萸不肯接受提議……對上頭，他也交代不來。 

「向大人是天底下最好的官，老天爺祢怎麼不睜睜眼？」 

「張公子被權貴打斷腿，若不是向大人明查秋毫，他只能白白廢了。」 

「林家少婦也是，分明婆婆與人通姦，卻推到媳婦身上，害她差點自盡以證清白，

幸好向大人查明冤情。」 

「這麼好的官，怎麼會死去？」 

「還不是『那位』的錯，自己無能，光會屠殺良臣。」 

百姓的議論聲傳進汪宜禾耳裡，嚇得他小心肝顫個不停。 

親愛的百姓們，他給大家磕頭行不行，嘴巴縫牢些，話別亂說，若是傳進貴人耳

裡，百姓的頭顱穩不穩他不敢肯定，自己這顆肯定會留不住。 

戰戰兢兢地，一行人終於來到向家，他抬起沉重的手臂敲了敲門。 

回來了！ 

懸著的心終於落回原處，向萸跳起來，興沖沖地打開門，笑容卻在目光對上汪宜

禾的面容後凝結，視線緩緩轉移，落在那具黑色棺木上頭。 

夜裡抬棺到人家門前，懂不懂禮數啊？除非汪伯伯是想暗示爹爹升棺發財？ 

「萸兒，妳爹死了。」 

一句話，咚的，她墜入深淵，心臟被砸成齏粉……像是有隻巨手，狠狠地掐住她

的腦袋，施展全力、硬生生地想把她的腦漿給擠出來。 

超痛……發不出聲音的疼痛，每個細胞、每寸知覺都痛到讓她想撞牆。 

她想哭、更想吐，她不理解怎地一夕之間世界翻轉，今天是爹爹的生辰啊，她做

了滿桌子的好菜呢，她還打算唱歌跳舞效法老萊子娛親，告訴爹爹，這個世界他

是她的最愛。 

不應該的、不會的，這只是個玩笑對吧，她試著讓懷疑來否定眼前一切，但汪伯

伯的表情卻讓她無法遁逃。 

所以是真的，不是玩笑，她日夜等待的那個男人……不在了？ 

她沒有死，但她覺得自己已經死去，魂魄飛到很高的地方低頭俯瞰，看著地面上

的自己，看著自己被千刀萬剮，切得不成人形。 

她用了好大力氣，才艱難地發出聲音。「我爹……怎麼死的？」 

「萸兒，文聰兄弟身子弱，誰知他會水土不服，不幸在宮裡暴斃而亡。」 

瞬間，她的傷心轉變為憤怒。水土不服？能不能找個更合理的藉口？這裡離京城



才幾里路，又不是跑到塞外去和親，哪來的水土不服？ 

「汪伯伯還是說實話吧，爹爹進宮後發生什麼事？是查不出兇手皇帝遷怒把人殺

了，還是爹爹查出不能曝光的兇手被人滅口？」她一句追著一句，咄咄逼人。 

汪宜禾心驚膽顫。這丫頭該死的聰明，差事辦成這樣，自己要怎麼覆命？ 

他不斷給妻子使眼色，莊氏雖不滿還是拉起她的手，「萸兒，我們進屋說話。」 

狠狠甩開對方，她冷眼看向莊氏。「伯母有話就在這邊說。」 

「別倔強，這樣鬧對妳沒有半點好處。」她壓低聲音恐嚇。 

見向萸固執，汪宜禾越發焦慮，這次的事是上頭親自交代下來的——要化解到船

過水無痕，可瞧她這態度，擺明要掀起大風浪。 

「爹都死了，我還要什麼好處？」她偏要拉高嗓門，爹爹已死，天底下再沒有事

情可以嚇得了她。 

見狀，莊氏讓跟來的嬤嬤架起向萸，半推半扯地把她拉進房間。 

汪宜禾鬆了口氣，連忙指揮眾人把棺木抬進廳裡，動作麻利地佈置起靈堂。 

莊氏讓嬤嬤們退出去之後，看了看左右才語帶威脅道：「胳臂擰不過大腿，妳再

鬧妳父親都不會回來，妳該慶幸上頭沒有降罪向家，還補償百兩銀子。」 

「我爹的命只值百兩？倘若死的是汪伯父，伯母會因為百兩而慶幸嗎？」 

這話懟得太狠，但莊氏生生吞下怒氣。「憤怒無益於事，妳該盡快讓妳父親入土

為安。」 

「爹爹死得不明不白，請問伯母，我要如何才能夠『安』？」 

「追根究底對妳有什麼好處？」 

「我需要一個清楚明白的答案，我心安了，爹爹入土才能安。」 

「妳又不是傻子，難道猜不出來？妳爹是誰讓進宮的，那裡誰最位高權重？他不

允許動的人誰敢動手，除非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皇帝沒株連向家滿門，妳就

該感激涕零。」 

所以……真的是渣帝？ 

腦袋瞬間清晰，若兇手是皇帝，那麼確實胳臂擰不過大腿，她的生氣確實無濟於

事，自己能做什麼呢？不知道，但她必須冷靜、沉穩，必須認真想好接下來的每

一步。 

嚥下憤怒、壓制傷心，她逼迫理智出頭。 

莊氏見她不語，以為被唬住了，懂得害怕就有救，至少沒蠢到令人髮指。 

她緩下口氣續道：「我明白妳很傷心，但這種事誰都無能為力，若妳孝順，就該

想想妳爹天上有靈，最希望看到什麼？他肯定希望有人能照顧妳，希望妳下半輩

子有所依託，為了妳爹爹，在百日內成親吧，讓他放心去見妳娘親。」 

成親？在這種時候說出這種提議，向萸偏頭望莊氏，她在想什麼？ 

「我與妳娘性情相投，咱們兩家經常往來，都是知根知底的，妳與汪哥哥也能說

得上話，若妳同意，與妳汪哥哥成親如何？」她一口氣把話說完，生怕自己反悔。 

莊氏強行壓下不滿，兒子早就心有所屬，對方的父親可是三品大官，有岳父提攜，

兒子的仕途必能平步青雲，偏偏向家出了這事……唉，可憐的兒子。 



兩家人走得近，向萸怎會不知汪哥哥與李姑娘的事，莊氏突然做出這種提議…… 

是誰的意思？不會是莊氏，她對李家滿意極了。 

汪伯伯嗎？更不可能，他善於忖度時勢、趨吉避凶，絕不會把自己送到刀口，皇

帝是她的殺父仇人，仇恨值明明白白掛著，西瓜偎大邊，他躲自己都來不及，又

怎會親自送上門？ 

那麼是誰呢？誰能逼得他們夫妻低頭？ 

向萸想不出來，但不管是誰，她都不會同意，更不會順著旁人安排行事。 

「多謝汪伯母照拂之意，但我決定招贅婿，延續向家香火。」 

聞言，莊氏緊繃的身子放鬆下來，眼底升起笑意，生怕她改變主意，於是急忙接

話。「行，妳心裡有主意就行，咱們先辦好妳爹的後事。」 

她輕拍了拍向萸的手，一路上的不甘與憤怒瞬間消失無蹤。 

此時的另一邊，向文聰屋裡，躺在床上的黑衣男咬緊了牙關。 

床邊站著個男人，他的體型魁梧，留著滿臉的落腮鬍，兩個銅鈴大眼盯著他看，

像隻大熊看著獵物似的。 

覆在臉上的巾子已經除去，如向萸所料，他確實長得非常英俊，但現在如畫五官

皺在一起，緊抿的雙唇慘白，戾目射出精光。 

兩人都沒有說話，皆拉長了耳朵竊聽隔壁房間裡的女人對話。 

她是向文聰的女兒？天，這是什麼樣的緣分，竟然把他們給拴在一起？ 

如果她知道自己就是她的殺父仇人…… 

多年好友，楊磬自然明瞭他的心思，是罪惡感重了吧？他不知道該找什麼話來安

慰對方，只能說：「她縫的傷口很醜。」 

所以咧？黑衣男白眼一翻，他的傷口再醜，能抵得過人家的喪父之慟？ 

「她煮的粥很難吃。」楊磬補上一句。 

他很想叱罵，但是傷重體虛沒有辦法，只能問：「我們的人在外面嗎？」 

「對。」 

「那走吧。」 

 

 

父親的死亡讓向萸無法理智思考，所有知覺被報仇給霸佔，她恨極了坐在龍椅上

的渣帝，她總是作夢，夢見白刀子進紅刀子出，她把渣帝千刀萬剮、挫骨揚灰，

殺得他連進地獄，閻羅王都不認得他是誰。 

她哭、她怒、她暴躁、她怨恨，她整天處於無法解決的負面情緒中，旁人如何她

不清楚，但她明白自己，這種情緒不會隨著光陰流逝而消失，它只會一天一天啃

噬她的心靈。 

她總是不斷想起父親，想起他的疼惜寵溺，想起他說：「我不需要繼室，我有女

兒就行。」 

是啊，她也不需要夫君，她有爹爹就行。 

這些年父女倆相依為命、扶持彼此，他們共度的每一寸光陰都甜蜜無比，他們所



有的快樂皆來自對方，他們約定好下輩子、下下輩子還要再當父女。 

但是這樣的幸福被渣帝斷送了，沒有下輩子、下下輩子，他們連這一世的父女情

緣都變得短暫！ 

仇恨日日增生，它催促著她必須做點什麼來解決快要爆炸的心情，因此即便明白

小蝦米對上大鯨魚，唯一的下場是葬送魚腹，她還是決定報仇，沒有太縝密的計

畫，她光憑直覺行事。 

那日汪氏夫妻離開後，向萸發現黑衣男也不知所蹤，她沒有糾結太久就把他給拋

諸腦後，因為太恨，太怨懟，也太忙碌。 

她忙著辦喪事，忙著賣掉房子，忙著把錢散給街邊乞兒，教會他們傳唱「清官落

難曲」、「后羿射日救百性」。 

她日夜趕工，寫下《青天蒙冤記》，並在裡頭畫了好幾幅插畫，因為心底有太多

的情緒，裡面的字字句句都無比煽動人心，就連圖畫都帶著感情，書冊完成後付

梓，連印刷廠的工人都動容了。 

她把所有錢全都拿去印書，然後雇人站在大街小巷，送給每個過往的路人。 

當一切都佈置妥當，她換上白衣素服，帶著視死如歸的心情，昂首挺胸闊步走上

大街。 

「阿彌陀佛，施主留步。」 

一名三十幾歲的年輕和尚擋在向萸跟前，他身高中等，體型纖瘦，長相清秀、皮

膚白皙，五官略顯陰柔，屬於那種脖子上有喉結能夠證實性別，但穿上女裝卻也

不違和的……偽娘。 

向萸冷冷看著對方，一語不發。 

「施主命門發青、驛馬赤紅，是否家中有親人橫死？」 

她清淺一笑，自己穿著素服，不是親人橫死，難不成是要替渣帝奔喪嗎？「師父

有什麼話就快說吧，我還有事。」 

「姑娘額頭低陷、鼻梁出現赤筋，最近行事要特別注意，戒衝動，穩定心緒，否

則輕則有血光之災，重則傷及性命，還望姑娘行事前三思。」 

她的目光越發冷冽，誰家父親枉死，子女還能夠戒除衝動？她就是奔著血光之災

去的呀，就是打定主意衝動，不介意傷及性命，連命都不要了，還三思個屁！ 

這世道就是如此，身為社會底層，想拽下高層一張皮，便只能拿自己的性命去拚，

她不拚搏一回，難道要默默接受父親枉死？ 

現在任何人想勸阻她，都會得到她的攻擊，於是她等著，待對方多說上一句，立

即以言語暴力還擊。 

和尚本想再多勸上兩句，畢竟重活一世不容易，但看著她眼底的固執堅定，以及

獵豹般的伺機攻擊……算了，不是每個人都能接受他的善意，只是覺得可惜，分

明有大好前途的。 

輕喟，和尚瞭然，有人非要歷劫他也沒奈何，但願老天再厚待她一回吧。 

帶著深意的淡然一笑，他轉身離去，緩步慢行間，嘆道：「命運始終掌握在人們

手裡……」 



滿腔惡意的向萸對著他的背影冷笑。這種廢話別說了吧，她的廚藝不怎樣，但煲

心靈雞湯卻是一把好手，這種無濟於事的費話她能說上一籮筐。 

再次挺直背脊，向萸朝衙門走去，毫不猶豫地掄起鼓槌，咚咚咚！使盡全力敲擊。 

 

 

密室裡，三個男人對坐。 

一個五官秀麗，面如芙蓉柳如眉，漂亮到讓女人自慚形穢的男子居中坐定，他依

舊是一身黑衣，許是特殊喜好吧，可即使一身黑，也無損於他的美麗。 

他旁邊坐著長得像黑熊的楊磬，兩個人的顏值天差地別。 

但別小看楊磬，他可是楊丞相庶弟的外室子，太后的親姪子。 

楊家家風嚴謹，沒想到不受待見的庶子竟收了妓女當外室，還育有一子，此等有

辱門風的大事，把楊家面子給踩得稀巴爛。 

太后看不下去下達了懿旨——去母留子。 

庶子和外室生生被拆散，心碎難當，竟雙雙投繯自盡，留下無依無靠的兒子，最

後楊磬便被送回了楊家。 

令人厭惡的外室子，成長過程只有一個詞形容，那就是悲慘！ 

另一邊坐著的是瑾王周承，他是周國送來的質子。 

質子就是身分相對高貴點的人質，誰讓他的娘親是巫族後代，身分低下卻又美若

天仙，迷得周帝神魂顛倒。 

周承親娘死後，他在後宮成了突兀的存在，別的皇子有娘親，他啥都沒有，因此

當朝廷需要送質子出國門，周承就成了最簡單的選擇。 

「晚了一步。」楊磬道。 

「什麼意思？」黑衣男口氣寒冽。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隔壁牢房關的女人告訴我，向萸一進監獄當晚就被人毒殺，

屍體擺了一晚才被拖出去。」 

黑衣男聞言大怒，很少激動的他握緊拳頭，掌心裡的杯子瞬間碎裂，劃出幾道深

深淺淺的傷口，鮮血滴滴答答地往下流。 

周承見狀使勁兒扳開他的手，怒聲說道：「鬆開，你是嫌自己的傷太少嗎？我的

藥很貴的。」 

「把她的屍體找出來，厚葬。」黑衣男咬牙切齒。 

他恨自己晚了一步，明知她那麼憤怒傷心，明知她很可能會失去理智做出傻事，

他居然沒有派人日夜探看，沒有阻止她做傻事。 

周承明白他的憤怒，但這實在怪不得人，這些天他清醒的時間不多，被自己圈著

養傷拔毒，等到能夠下床了，才曉得向萸做了傻事。 

楊磬沒有周承的同理心，只有分析利弊、縱觀局勢理智。 

聽見這話，他不依了，不過是一個小小丫頭，為什麼有人非要她的性命？ 

那是因為她搞出來的動靜太大，大到影響某人的利益吧，而那些個「某人」勢力

肯定不小，沒有必要就別冒險摻和，重點是人死如燈滅，就算厚葬對向萸來說也



沒有太大意義。 

「你別發瘋，這些年我們心思用盡，好不容易才讓局勢發展到如今，你知不知道

我們身邊有多隻眼睛牢牢盯著？一言一行都不能掉以輕心，要知道一步錯步步錯，

你別為一個死人惹出是非。」 

「她只是死人嗎？不，她也是我的恩人，沒有她我早就死了，更別談什麼佈局。」

黑衣男寒下聲嗓，冷眼看著楊磬。 

幾句話堵了楊磬，兩人眼對眼，用目光逼迫對方就範，誰也不肯退讓，在幾回合

的深吸深吐之後，最終楊磬敗下陣，悶聲回答，「知道了，我會去找，你盡快回

去吧。」 

每回對峙，楊磬總是妥協的那個，但即使他已經低頭，黑衣男眼底的怒火依舊未

消。 

那女孩靈動的目光在腦海中閃過，她是個讓人記憶深刻的女子，而自己終究是負

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