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們沈哥為了拍《⾵⽉》，就不說推掉了多少通告騰時間損失了
多少錢。光是為了符合⻆⾊，專⾨跑去武校練了三個⽉，就為了打戲
能⾃⼰飄飄亮亮地上場。
現在⼀句話不說，就想把⼈換掉，連個像樣的理由都不願意給，

只說賠錢趕⼈，怎麼想都讓⼈⽣氣！
⼩張話⾳⼀落，導演和副導演也過來了，臉上給沈明北賠笑，嘴

上喊著沈⽼師。
態度卻很堅定，他們可以賠錢，誤⼯費也給，但這個⻆⾊肯定不

能給沈明北。
可以，你們準備怎麼賠？沈明北舉了舉⼿機，給他們看了下正在

錄⾳的介⾯，順便給他們解釋：以前被坑過，⼈總是交了學費以後才
不會吃太多的虧。
這個錄⾳介⾯⼀露出來，讓導演和副導演兩個⼈的表情尷尬了不

少。
沈明北太坦蕩，他們反⽽說不出什麼，這件事本來就是他們違約

在前。可不違約，瞿⽒他們也得罪不起，兩⼈交換眼神之後，將昨晚
上商量的價錢報了出來。
導演和副導演等著沈明北還價，但沈明北直接點點頭，同意了。
我維護我的權利，但我接的劇本，是真喜歡。希望這筆賠償⾦，

不會影響你們的拍攝進度，也希望能早⼀天在電視上看⾒它。沈明北
臉上的笑容不變，拿出從道具組借來的紙筆，將⾦額添上去之後，讓
導演和副導演來簽字。
嗯，還沒忘了提醒他們按⼿印。
談到這裡，⼤家都還算有禮貌，很克制的講究著成年⼈禮貌。但

沈明北轉⾝要⾛的時候，副導演卻急匆匆地追了上來，跟沈明北說：
沈⽼師，劇組裡先前給你的戲服什麼的，要記得留下。裡頭有些配飾
很貴重
副導演這話，仿佛沈明北要把那些破爛昧下⼀樣。
沈明北淡淡地撇了他⼀眼，不過態度依然溫和，朝副導演笑了

笑：好啊。
沈明北⻑得好，⼀笑起來就更加溫和，像是沒脾氣似得。
沈明北其⼈⾵度翩翩，⻑得好，演技好。
開機⼀周的拍攝沒喊過哭，沒說過累，讓下⽔不含糊，讓滾⼟不

嫌棄。



沈明北現在⼈要⾛了，還不忘給劇組⼤家點了杯告別的奶茶，有
⼈些劇組⼯作⼈員要簽名，沈明北都好脾氣的簽了才⾛。
來了這麼⼀出，倒是讓整個《⾵⽉》劇組對其⾼看了不少。
已經開拍的劇，沒緣由地就忽然換主演，要麼是沈明北得罪了

⼈，要麼就是塞進來的⼈更⼤牌。
看沈明北的表現，以往的⾵評，怎麼也不會是得罪⼈的類型。
所以就只能是新來的⼈更⼤牌，咱們的拍攝恐怕難了。
場務這麼和道具⽼師分析完，猛吸⼀⼝奶茶，看了看正在幫忙收

拾服裝的道具⽼師。
這事兒就到此為⽌，不管是什麼原因，我們都得罪不起。道具⽼

師看看，沒有繼續參與討論。
場務有些悻悻，不過在這⼀⾏幹活，他們的確得謹慎⼀些。
拍戲途中被臨時換掉，沈明北和劇組交接劇本，忙活完打⾶的折

騰回⾸都，已經到第⼆天清晨了。
沈明北⾛的時候只帶了隨⾝⾏李，其他東西由助理打包寄回去，

助理還在後⾯⼀班⾶機，就要晚⼀些。
沈明北回來得匆忙，公司連保姆⾞都沒給他派過來，沈明北竟然

是⼀個⼈出了機場。
站在⾸都機場⾨⼝，沈明北超過⼀⼋五的⾝⾼站在⼈群中很惹

眼。再多看兩眼，⼜會發現戴⼝罩的沈明北臉更帥！
隨著機場⼈流量增多，在拒絕了第3個過來合照的路⼈之後，沈

明北知道⾃⼰不能繼續等了，終於下定決⼼，直接打⾞回了清潭灣。
清潭灣別墅區，是⾸都的富⼈區，屋⼦很安靜。
進屋之後，房⼦裡和他想得⼀樣，沒⼈。
準確來說，是瞿琅不在家。
到家之後，沈明北還沒在沙發上坐下，⼿機就如同催命⼀樣響起

來。沈明北看看連絡⼈名字，眉頭皺緊，卻還是接通了。
明北，換⼈這件事，我也是才知道。
另⼀頭蔡峰的語氣透著討好，但沈明北不吃他這⼀套。
哦。了⼀聲之後就沒繼續說話。
⾃家經紀⼈，這麼多年做事兒態度就沒變過。
先前他還在劇組的時候就怎麼都聯繫不到，確認⾃⼰回去以後，

他的解釋就來了。



我查到在你⾛後進組的⼈，是叫林想。據說是塞了⼀千萬進去
的，還請到了當年《⼤秦》的服化⽼師出⼭，更具體的交涉不清楚。
林想這個⼈
蔡峰說到這裡，突然被沈明北打斷，他不太想聽。
我知道他。沈明北當然認識林想，說起來他們還很熟，但林想怎

麼忽然回來了？
沈明北忽然記起多年前看過的內容。
林想，是瞿琅的⽩⽉光來著。
先前沒留意，劇情竟然已經進展到⽩⽉光歸國，爆紅登頂娛樂圈

的環節了嗎？
林想要是回來了，那瞿琅，應該很快就和⾃⼰離婚了吧
不過⼀千萬啊，還真是⼤⼿筆。
就算沈明北知道，⾃⼰不會因為婚姻分到多少財產，他也對瞿琅

的⼤⼿筆感到咂⾆。瞿琅應該是真的很愛很愛林想吧。
嘖，要是早知道瞿琅給了⼀千萬，他應該和導演再講講價來著。
草率了！
過了好⼀會兒，沈明北重新開⼝：蔡哥，給我放幾天假吧，過⼀

陣⼦我再回來開⼯。
具體劇情怎麼發展的不知道，但應該很快就會離婚吧。
沈明北覺得瞿琅會很快和⾃⼰撇清關係，尋找第⼆春。琢磨著還

是騰點時間出來，把⿇煩事兒處理掉，就和經紀⼈請了假。
其實就算沈明北不請假，這些天也沒有通告讓沈明北趕場⼦
他才從⼀個劇組被踢出來，後續的⾏程安排就亂了套，⾄少這幾

天都是空的。
明北你好好休息，想開⼯了說⼀聲，咱們也不缺好劇本。蔡峰說

了⼀堆，表⽰沈明北還是公司的⼀哥，他明天就讓⼈給沈明北送幾個
新的劇本看看，這回好好挑！
沈明北答應了，出道多年，他什麼事情沒遇到過。
就算不是主⻆⽩⽉光，他曾經也被搶過⻆⾊，資本世界裡，想靠

才華吃飯，還是挺⾟苦的。
現在林想這個⽩⽉光回來了，他還是不要奢求太多。
沈明北沒有通告要趕，在別墅裡閑著沒事。看了好幾個新的劇

本，卻沒相中合適的。



在庭院裡轉悠的時候，想起出⾨前忘記澆⽔的⽕⿓果種⼦，看著
幹得成塊的椰糠，沈明北後悔不已。
說起來還是因為瞿琅不喜歡他搞這些東西，總讓他吩咐園丁來

做，⾃⼰看成果就⾏，這才讓沈明北下意識地把培養⽫藏了起來。
瞿琅說的時候，沈明北不好說他嫌棄園丁弄得沒⽣氣，還覺得不

⾃⼰動⼿沒有樂趣。
畢竟兩個⼈觀念不同，還是早晚要分開的⼈，就沒必要硬凹三

觀，弄得⼤家都不愉快。
沈明北搖搖頭，難過地處理了培養⽫，⼜去冰箱翻了下，發現今

天冰箱裡沒有⽕⿓果，倒是有⼀兜⼩枇杷。
吃了⼀個以後發現很甜，沈明北眼睛亮了亮，就決定是它了！
沈明北悶頭在別墅裡搞了幾天枇杷催芽，網上卻是炸了鍋。
#瞿琅深夜探班《⾵⽉》劇組#
第2章 明明不是想陰陽怪氣來著
其實沈明北先前就知道瞿琅去了《⾵⽉》劇組探班。
昨天他給瞿琅助理打電話，問瞿琅什麼時候有空回來⼀趟的時

候，助理⼩陳給他說，瞿總在機場，準備去劇組探班。
⼩陳說：瞿總為了把這幾天空出來，⼀直在公司加班，今天終於

騰出空，⼀離開公司就去了機場。
沈明北了然，肯定是為了去看⽩⽉光，沒有繼續追問什麼。
今天看到熱搜，覺得瞿琅有些⾼調。但仔細想想，林想畢竟是他

⼼裡的⽩⽉光，有點秀的⼼思也挺正常。
總之是和⾃⼰沒關係的事兒。
想著瞿琅和⽩⽉光⾒⾯，肯定是久別重逢，乾柴烈⽕，花團錦簇

什麼的，應該是沒空管⾃⼰要不要搞枇杷。沈明北沒有繼續看熱搜
了，抓緊時間來給抽出⼀點⼩芽的枇杷種⼦換花盆。
園丁想來給沈明北幫忙，沈明北拒絕了。
就是換個花盆，回頭要是結了枇杷，我給您送幾個來吃。
園丁搖搖頭，說：枇杷結果還要好多年呢，⽽且養在花盆裡，恐

怕結不出果⼦。
沈明北知道園丁的意思，園丁想讓他把⼩苗種到院⼦裡，這樣⻑

得好。不過他不想這麼幹。沈明北清楚⾃⼰總是要⾛的，要是種到院
⼦裡，將來挖⾛還怪⿇煩的。
養在盆裡就不⼀樣了，他可以把枇杷連盆⼀起端⾛。



再說了，這可憐的枇杷在他⼿裡，也不⾒得能養活。
嗯，到時候⾃⼰得去找個陽光好些的房⼦住，;好也有個花房。

沈明北看看⾃⼰卡裡的餘額，⼜想想⾸都市區的房價，遺憾歎氣
買不起。
這⼈⽐⼈，還真是要氣死。
瞿琅就能在清潭灣這種地⽅買別墅，他連買個兩室⼀廳都捉襟⾒

肘。
到時候離了瞿琅，換個⼩房⼦他恐怕還要多適應⼀下。
想了⼀會兒，沈明北想得開，⽐不過就不⽐了。
他⼩⼼翼翼地把花盆裡的⽔澆透，再放在別墅朝陽的牆根下頭，

五個花盆整整⿑⿑的擺著，⽩牆紅盆還有點好看！
蹲地上，找⻆度拍了⼀張，點開微博發了這張圖。
@沈明北：五盆枇杷，將來結果了抽獎[doge]
今⽇份的營業結束，沈明北看看時間，發現時間還早，想想覺得

可以去看看房，他可以去買新房⼦，開始新⽣活了！
明知道⾃⼰是炮灰，⽼守在別墅，等待命運宣判的感覺不是很

好，瞿琅不回來，他也不能⼀直等著。沈明北拍拍⾝上的⼟，站起⾝
準備去洗澡換⾐服。
他和瞿琅的房間很⼤，裡頭的浴室也有⾜⾜⼆三⼗平。
沈明北辦了個⼩凳⼦坐下，調⽔溫放熱⽔的時候，還不忘單⼿刷

剛剛那發在⼤眼仔上動態的評論。
下頭的熱評很和諧，粉絲都在積極表達對⾃家偶像的喜愛，期待

將來結果了能吃到偶像種的枇杷。
嗯，除了這些暖暖的⼩可愛之外，裡頭有不少⽼粉在調侃。
[今天的沈哥也在努⼒點亮種植技能！]
[植⻝系男⼈為什麼不能和植物和諧相處？明明就很和諧嘛，只要

死⼀個就⾏了。]
[沈哥枇杷好吃嗎？]
[沈哥的盆確定不是枇杷已經死了的殘骸嗎？]
[我就喜歡給⼀些讓沈哥尷尬的評論點贊。]
調侃歸調侃，沈明北看完還都挺開⼼的，順⼿給[今天的沈哥也在

努⼒點亮種植技能！]這條評論點了個贊。再給問是不是枇杷死了的殘
骸回復。

[枇杷是新栽的，死掉的是⽕⿓果苗。]



 

第2章
[哈哈哈哈哈哈哈]
[被沈哥翻拍了，嗷嗷嗷！�]
今⽇份的互動完畢，沈明北放下⼿機，認真地洗了個澡。出來以

後吹幹頭髮，換上⼀⾝休閒裝出⾨，才和司機說完去某樓盤看看，卻
剛好接到⼩姑的電話。
⼩北，你今天在家嗎？沈昕的聲⾳有點抖，語氣中帶著渴求。
沈明北猶豫⼀下，道：在家。
沈昕還沒出聲，沈明北就能想像得到，⼩姑是松了⼝氣的，果

然，下⼀刻⼩姑說：我，我過來找你，有事想和你說。
沈明北沉默⽚刻，同意了沈昕上⾨。
從⾞上下來，還沒等沈明北回到院⼦，就聽到⾝後的腳步聲。沈

昕⼿裡拎著⼀兜蘋果，臉上帶著歉意，趕了過來。
⼩北，等等我。沈昕喊完，⼈已經跑到了沈明北⾝側。
沈明北打開別墅院⾨，接過⼩姑⼿裡的蘋果，引著⼈往裡⾛。
這麼快就到了？其實不問都知道，沈昕恐怕⼀⼤早就來了清潭

灣，但⼀直沒進⾨，剛剛是看到⾃⼰要出⾨，才迫不得已的打了電
話。
沈昕沒回答問題，⽽是說：這蘋果是你姑⽗出差帶回來的，他說

你在外頭⾟苦，平時多吃些⽔果對⾝體好
沈明北點點頭，並沒有拆穿。
他的那個姑⽗什麼樣，他還能不清楚，這蘋果⼋成是沈昕⾃⼰攢

的錢買的。
⾄於沈昕給⾃⼰送蘋果的理由
沈昕饒了⼀⼤圈，說得傭⼈倒過來的茶⽔都冷了，才把⽬的說出

來：你姑⽗說，他和朋友合夥做⽣意，要五⼗萬。
天還很藍，草地⻘⻘。
送⾛⼩姑，沈明北站在原地有些茫然。
當初沈明北驟然失去⽗⺟，沒了依靠，家裡的房⼦被收去抵債，

⼆叔把沈⽒賣了，差點流落街頭的沈明北，是被⼩姑帶回家照顧了的
這些年⼩姑過得⾟苦，冉易⽣不是個東西，⼩姑卻半點離開冉易

⽣的念頭都沒有。
沈明北不想繼續幫⼩姑，可終究沒辦法對⼩姑狠下⼼腸。



沈明北忽然沒了去買房⼦的興致，可能，明天還是得去⼀趟⼩姑
家。
⼼裡有了打算，沈明北回屋翻找櫃⼦，把⾃⼰當初買過的幾個理

財合同找了出來，計算賣掉哪⼀個能損失⼩⼀些。
加加減減，;後算完，沈明北發現他只剩下⼀張存單，只有⼗萬

了。
房⼦的事兒得再等等了。
現在瞿琅快要和⾃⼰離婚了。
沈明北盤算著，要是不住清潭灣別墅，他⼀個明星租房好像不太

好，還是去蹭公司的宿舍吧？要不然聯繫⼀下⼩張，問他要不要合
住？
沈明北⼼裡惦記著事情，晚上就沒睡熟。
半夜睡得迷迷糊糊，忽然感覺床上爬上來⼀個⼈，把他給摟住

了。
沈明北下意識地以為是瞿琅，但轉念⼀想，瞿琅應該和⽩⽉光在

外地，這時候應該沒⼈會爬床，⽴⾺緊張得開始掙扎。
那⼈察覺到沈明北的動作，忽然出聲：是我。
壓低了的嗓⾳依然透著磁性，胸腔裡的震顫直接將沈明北的腦⼦

整懵了
幾年前他就沒抵抗住瞿琅的聲⾳。
沈明北⼀時間忘了問他，怎麼忽然回來，就被拉著摸⿊弄了⼀

場。
等沈明北掙開眼，瞿琅已經不⾒了。
瞿琅真就當這裡是旅館，只顧⾃⼰爽
看著亂得過分的床鋪，沈明北爬起來去洗漱，還恍惚著。
開房⾨的之後，傭⼈問沈明北在不在家吃早飯，沈明北說話時

候，才發覺⾃⼰嗓⼦都是啞的。
沖了⼀杯膨⼤海，潤了嗓⼦以後，沈明北坐下來吃著⽔煮蛋，喝

完⼀杯⽜奶，⼜去散了會兒步。
眼看時間差不多，這才帶著存單和理財合同往銀⾏去。
路上⼩張給沈明北發了許多圖⽚，都是有關瞿琅和林想的。⼩張

的資訊幾乎就沒停，⼀直在說昨天瞿琅和林想的事情。
⼩張：他也太過分了！這是直接把沈哥你的⾯⼦往地上踩！



⼩張跟在沈明北⾝邊好幾年，他算是少數知道瞿琅和沈明北關係
的⼈了。
⼩張：那個林想我看了照⽚，我覺得⻑得不如沈哥你。
深知⾃⼰只是這本書裡的炮灰，聽到⼩張把⾃⼰和林想放到⼀起

⽐較，沈明北就有點氣短。
⼩張，你把粉絲濾鏡拿掉說話。
⼩張也委屈：我就是覺得沈哥你特別好看嘛。
⼩張說的認真，沈明北被他逗笑了，讓他休息時候就好好休息，

別想那些有的沒的。
⼩張看⾃家沈哥淡定，他也淡定，跟沈明北說：沈哥，你昨天種

枇杷可真是⽼祖安⼈了！
沈明北：？
第3章 ⼈要是不吃飯，⾝體會出問題
沈明北和⼩張聊得愉快，知道了種枇杷是死⽼婆的梗之後，也忍

不住笑了出聲。
沒事，外⼈不知道，就是下次沈哥想diss林想的時候，換個⼩

號。這也是讓⼩張暗⾃竊喜的原因，他家沈哥終於學會了陰陽怪氣，
這⼀出⼿就夠讓林想氣的。
看看⼤家多和諧，都以為⾃家沈哥是單純的在玩種植。
到了銀⾏之後，沈明北沒有再回⼩張的資訊，去銀⾏將存單上的

錢取出來，看看時間，沈明北直接拎著⼀袋⽔果去了⼩姑家裡。
沈昕給他開⾨的時候有些意外，⼿在圍裙上擦了擦，臉上帶著

笑：⼩北，你怎麼來了。
驚訝完，沈昕將他⼿中的⽔果接過來，⼜給他遞過去拖鞋。
沈明北攔住想要彎腰的⼩姑，⾃⼰換了拖鞋，回到了這個半熟不

熟的家裡。
⾃從⽗⺟過世，⼗五歲的沈明北就搬到了這裡，他被⼩姑保護

過，也⾒過⼩姑的艱難，就總是沒辦法對她狠下⼼腸來。幫她的話，
⾃⼰只是⼿頭緊點兒，回頭《⾵⽉》的賠償到賬，就緩過來了。
到底不能眼睜睜看著⼩姑出事。
沈昕給沈明北倒了⼀杯⽩⽔，沒有繼續在廚房忙活，⽽是去喊了

臥室裡的冉易⽣。
⽼冉，⼩北過來了。沈昕的語氣中透著輕快，顯然她知道沈明北

過來意味著什麼，⾄少不會⽐昨天空⼿回來的時候更難。



沈明北坐在客廳沙發上，⼩姑其實很勤快，茶⼏很乾淨，但上頭
的破損卻不是能⽤抹布擦乾淨的。
⽼冉，⽼冉，易⽣⼩姑的聲⾳隱隱約約從臥室那邊傳來，沈明北

想著，要是將來⼩姑也離開冉易⽣，他得買⼀套⼤點的房⼦，把⼈接
出來住。
冉易⽣出來的時候，⾝上泛著酒氣，他⾯對沈明北的時候，扯出

了笑意。
⼩北來了啊，昨晚上有應酬，喝多了點。酒氣有，但醉意卻不⾒

幾分。他看⾒沈明北之後和善不少，仿佛當初求娶沈家⼥兒時候的斯
⽂模樣。
冉易⽣⾛過來之後坐在沈明北⾝邊，靠得很近，沈明北躲了躲，

他看看旁邊的沈昕，也不繼續強求。
⽽是對沈明北說：姑⽗我別的本事沒有，就是朋友多。現在是找

了個好項⽬，肯定能賺⼤錢。⼩北你就放⼼投，要是不放⼼借給我，
你來做股東也是可以的
我可是你親姑⽗，還能騙你不成。你不相信我，總該相信沈昕，

你們可是⾎親的親⼈
⼩北，你現在賺錢多，但當明星哪能千⽇紅，趁著現在有錢，去

做做理財投資，將來也有個仰仗
冉易⽣絮絮叨叨地說著項⽬的好話，眼神還⽌不住的往沈明北⼿

裡的紙包打量，他在猜這個紙包能不能裝下五⼗萬。
越聽，沈明北臉上的表情變得越發冷淡疏離。
⼀個房地產項⽬，投五⼗萬進去，這不就是往⽔裡扔錢！
怎麼可能還有影⼦。
沈明北還沒說話，沈昕就過來了，還幫著冉易⽣說好話，想讓沈

明北念著過去的情分。
⽼冉也是想上進，以後能少給你點壓⼒。沈昕的這話，明顯就是

冉易⽣⽤來哄沈昕的，現在沈昕說出來，就是⼜想來哄沈明北。
沈明北⼜不是沈昕，從來不吃冉易⽣那套，他聽完兩⼈的話，淡

淡地表⽰：這個項⽬不⾏。
沈明北以前幫冉易⽣還債，那都是債主上⾨，沈昕⾛投無路，這

回
往⽔裡扔錢他還能聽個響動呢。



怎麼不⾏，這可是陸⽒地產的項⽬，保管能賺到錢。冉易⽣說
完，臉上表情微變，他莫名⼼虛地⼜轉移話題，不再說陸⽒，⽽是說
起了房地產有多賺錢。
沈明北聽到陸⽒奇怪的問：姑⽗怎麼和陸⽒的⼈都認識了？
陸⽒地產，那是多⼤的企業，就算⽐不上瞿家，也是⾸屈⼀指的

⾏業巨頭了。
姑⽗⼀個連正經⼯作都沒有的⼈，那能參與到陸⽒地產裡頭，⽤

腳指頭想也該知道是騙局。
冉易⽣沒有回答這個問題，卻強硬地表⽰：我都說了我會賺到錢

的！你弟弟明年就上⾼中了，要是能送去⽂思中學，將來肯定有出
息，我們冉家可就指著你弟弟了
沈明北不想繼續聽了，⽂思中學是個貴族學校，表弟也不是個會

護著⺟親的⼈，他實在是⽣氣。
⼩姑，你和姑⽗離婚，表弟判給你，我給表弟出學費，他就是出

國我也供。
聽到這話，不說沈昕，就連冉易⽣都驚了，他站起來，說話提⾼

了⾳量：不⾏！
聲⾳震得這間⼩房⼦仿佛都晃了晃。
冉賀是我們冉家的獨苗，你不要想著你們沈家絕後了，就惦記我

兒⼦！
沈明北冷冷撇了他⼀眼，冉易⽣看著沈明北的眼神，沒緣由地慌

了下。
你也說了，是你兒⼦。沈明北說完，起⾝離開沙發，⾛到屋⼦⾨

⼝，換掉拖鞋，開⾨準備出去，卻被冉易⽣給拉住。
⼩北，這件事再商量商量，姑⽗也就冉賀⼀個孩⼦冉易⽣賠著笑

臉。
沈明北搖搖頭，依然拒絕。
話到這份兒上，冉易⽣也不拉沈明北了，他轉⾝就打了沈昕⼀個

⽿光。啪地⼀聲，重重地打在沈昕臉上，嘴裡卻說：還不是你沒⽤！
⼩冉將來沒出息，都是你害的。
沈明北沒想到冉易⽣已經到了能當著⾃⼰⾯兒，對⼩姑動⼿的地

步了。⾒狀連忙上前攔住，扯住冉易⽣之後，沈明北說：你要是再動
⼿，我就報警了！



聽到報警，冉易⽣慫了⼀瞬，趁著這個空檔，沈明北匆忙拉著沈
昕離開了屋⼦。
這種情況，他也不放⼼把⼩姑繼續留在冉家。
兩⼈從冉家⾛出來，沈昕還是懵著的，過了好⼀會兒，她吐出⼀

⼝⾎，嘴裡掉出來⼀顆⽛。
沈明北擔⼼⼩姑還有其他傷，掉了的⽛⿒也得看看能不能去補

上，想了想建議道：⼩姑，要不我們現在去醫院。
冉家房⼦⼀出來，旁邊就是⾺路，旁邊沒有停⾞位，沈明北說完

低頭準備給司機打電話。然⽽還不等沈昕回答，冉易⽣已經回過神，
追到了⼤街上。
你要把沈昕帶去那兒？冉易⽣匆忙就要拉沈昕的另⼀隻⼿。
沈明北將沈昕護在⾝後，對上冉易⽣，說：去醫院。
不許去！冉易⽣想到剛才沈明北說的報警，忽然就慌起來，以為

是要去醫院驗傷，說話間就要去拽沈昕。
沈昕⼒氣⼩，被他扯了個趔趄，沈明北忙著拉⼩姑，也差點摔

倒。
三個⼈在街上拉扯起來，沈明北的⼝罩忽然被扯下來，但這會兒

也顧不上了。
沈明北到底是個男⼈，個頭不低，⼒氣也有，往冉易⽣⼿肘握著

掰了⼀下，再將冉易⽣⼀把推開，這才將倒地的沈昕扶起來。
⼩姑，沒事吧。
沈明北想去打電話，卻發現⼿機已經摔壞了，看看冉易⽣，對他

厲聲說道：⼩姑要是有什麼事，我們法院⾒！
冉易⽣摔在地上，捂著胳膊。他還想說什麼，但周圍已經有了圍

觀的⼈，甚⾄還有⼈在拍照錄影，沒⼀會兒還響起了警笛聲。
聽到警⾞的聲⾳，沈明北這才意識到⾃⼰剛剛幹了什麼，聊勝於

無地將⼝罩戴好。
到底是公眾⼈物，沈明北有個單獨的⼩房間被警員問話，說明情

況以後，沈明北⾒到了⼩姑。⼥警員正在勸她起訴離婚，沈昕低著
頭，⼀⾔不發。
⼩姑。沈明北出現以後，沈昕終於抬頭了。
⼩北，我要是離婚了，⼩冉怎麼辦？孩⼦總不能沒有爸爸⽼冉沒

有打我，他要是有案底，⼩冉就完了！沈昕這話說完，沈明北發現旁
邊的⼥警員臉上表情都僵硬不少。



都不⽤問就知道，⼥警員已經發現⾃⼰剛剛說的話，沈昕⼀個字
都沒聽進去。
沈明北上前和⼥警員詢問，對沈昕的問話結束了沒有
兩⼈交涉之後，⼥警員很快放⼈，讓沈明北和沈昕兩個談。
看著⾃家⼩姑冥頑不靈的樣⼦，沈明北跟她說：沒有下次了。
沈昕聞⾔眼睛亮了亮。
我本來也是把錢取了要給你們的，正好都在，等會兒我們到隔壁

公證處⽋個⽋條。以前的錢不算了，當做我報答⼩姑養我⼀場。這次
說好了借，那就是借，如果還不上，我會⾛法律流程。
沈明北說的絕情，但沈昕卻是⾼⾼興興地應下了。
她急不可待地就要去找冉易⽣。
家庭糾紛，沈昕這個當事⼈不追究，死活不肯說家暴的事情，警

局只好罰了點錢了事。
商量好去旁邊公證處，冉易⽣臉上的笑怎麼也藏不住。
離開警局之前，沈明北借警局電話給公司打了個電話，聽到蔡峰

咆哮的聲⾳，沈明北給他提醒：蔡⽼闆，這裡是警局的電話。
蔡峰的聲⾳戛然⽽⽌，突然就頓住了。
你怎麼還在警局？
沈明北⼤概解釋了⼀下，就問起網上的事情能控制住嗎？
提起這個蔡峰就想罵⼈，但他不能，沈明北在警局！
等會兒公司來⾞接你，說清楚發個公告就⾏了，俞總會聯繫⼀下

警⽅，評⼀下的。蔡峰惱怒沈明北給他找事，卻還是告訴了他解決辦
法。

 

第3章
掛了警局的座機，看著摔壞的⼿機，不由得松了⼝氣。
⼿機壞了也好，⾄少蔡峰不能繼續絮絮叨叨地跟他說做明星要注

意形象，當街打⼈的⿊料⼀輩⼦都洗不清，都多⼤年紀了，還這麼衝
動！
真是，太嘮叨了。
⼜菜⼜嘮叨！
沈明北從公司出來，已經是傍晚了，他⽩著⼀張臉回到了清潭

灣。公司的⾞並沒有在清潭灣別墅登記過，到⾨⼝之後，沈明北乾脆
直接下⾞⾛著回去。



⾛了幾步，沈明北覺得胃裡⼀抽⼀抽的疼，站了⼀陣，⼜是⽕燒
⼀樣。
進到院⼦，傭⼈給他開了⾨，問他今天怎麼沒接電話？
沈明北疑惑。
傭⼈解釋道：今天⼩瞿先⽣打電話來，問您為什麼不接電話。
沈明北淡淡地說：⼿機摔了，沒事，我給他回個電話就是。
沈明北這麼說了，傭⼈也沒繼續追問。
沈明北晚上慣常是不吃飯的，晚上沒有下樓，傭⼈沒覺得異常。

只是第⼆天去敲⾨，才發現沈明北發著燒躺著，不知道昏迷多久了。
第4章 解決辦法還挺兩全其美
⼀個⼈慘的時候，能有多慘呢？
沈明北覺得，這會兒他應該可以代表發⾔了，⾄少也是個評委

席。
誰能想到，就是幾頓飯沒吃，他就能胃痛的昏過去！
昨晚上樓之後，他想著要給瞿琅回電話，結果胃痛到直接厥過

去，在地板上躺了幾個⼩時。中途也不知道是被凍醒還是發熱被燒醒
的，昏昏沉沉地醒過來之後，掙扎著躺到床上，連喊⼈的⼒氣都沒
有。
昏過去的時候，夢裡還在不停地奔跑。
仿佛⾝後有無數雙⼤⼿在追逐，掉落懸崖後⼜被熔爐炙烤，喉嚨

越來越幹，難受得仿佛將要窒息⽽亡。
等沈明北醒過來，⼈在醫院，⼿上打著點滴，⼩張在給他削蘋

果。
沈明北只是動了動，⼩張就發現了變化，看⾒他醒過來，連忙將

蘋果遞過來：沈哥，你終於醒了QAQ沈哥吃蘋果。
怎麼是你在這裡？沈明北開⼝之後，才發現⾃⼰嗓⼦⽣疼，只得

啞著嗓⼦問他：我記得，我好像是在家裡。
說起這個，⼩張就有些⽣氣，他憤憤地說：今天早上我去找你，

剛好看到你家傭⼈叫了家庭醫⽣要給你打針，⼈都燒得昏迷了，怎麼
能隨隨便便相信這種醫⽣。這種時候⼀定要相信公⽴三甲！
看著⼩張的樣⼦，沈明北突然笑了，給⼩張解釋：傭⼈找的家庭

醫⽣，應該是瞿家私⽴醫院的主治醫師。
說不定還是沈明北認識的那個，結果被⼩張趕⾛，想想傅醫⽣憋

屈的樣⼦就有點好笑。



⼩張詫異，道：不懂你們有錢⼈的世界。
沈明北：不是我有錢。
提到這個，⼩張也沉默了。
起初⼩張發現沈明北和瞿琅在⼀起的時候，那是相當驚訝，只可

惜相處久了才會發現，兩個⼈感情很不好。沈明北在外⾯拍戲，瞿琅
從來沒來探過班就算了，沒有事的時候，拍戲幾個⽉都沒電話。
倒是⾃家沈哥每天都會給瞿琅發資訊
⼩張隱約從沈明北這裡知道，瞿琅⼼裡⼀直有別⼈，⼩張就替沈

明北不值。
明明沈哥⼈⻑得好看，性格也好，怎麼就攤上瞿總那麼個狗男⼈

了呢？
⽽且現在，⼩張想到醫⽣的話，忍不住更難過了。
沈哥，你要不要和瞿總說說⾃⼰⽣病了？
醫⽣說沈明北是⾝體本來就不太好，飲⻝不規律，⼼情不好，壓

⼒太⼤，精神不好，加上著涼引起得發熱。
哦，還有⼀點胃病。
這種時候，不應該是配偶登場的時候嗎？
結果沈哥;需要幫助的時候，⾝邊只有⾃⼰這⼀個助理，雖然他

很喜歡沈哥就是了，但⼯作關係就是⼯作關係
可看著沈明北的臉，想了想要是沈哥拋棄瞿琅，再讓助理上位！
⼩張內⼼狂喜：我可以！
沈明北不知道⼩張腦補了什麼，吃了蘋果後，⼜被⼩張塞了幾塊

⼩餅乾。
昨天的事情，壓下去了嗎？沈明北⼩⼝⼩⼝地咬著餅乾。
發了公告，俞總也聯繫了⼈幫忙，反正事情是澄清了的，就是熱

度還沒下去。⼩張和沈明北說著昨天公關部忙活⼀夜的結果。
沈明北聽得安⼼不少，⼜感覺有些困倦，跟⼩張說，幫忙去買個

新⼿機，他就往被⼦裡⼀縮，準備再睡⼀會兒。
⼩張卻不太放⼼直接離開，拜託了護⼠照顧⼀下沈明北，這才匆

匆離開醫院病房。
病房裡安靜了許久，沈明北睡得迷糊。忽然感覺有⼈摸了⾃⼰額

頭，⼿涼涼的。
他想睜開眼睛，卻感覺眼⽪很重，呼吸都不怎麼順暢。



病房裡⼜進出了幾個⼈，在說些什麼，讓沈明北腦⼦嗡嗡作響，
卻沒辦法醒過來。直到完全失去意識，才感覺消停了。
這⼀覺倒是睡得舒服了不少，等沈明北再次醒過來，病房裡空蕩

蕩地，沒有⼈在。⼿背上輸液的吊瓶針已經拔了。他⼿上還貼著⽌⾎
的膠布，細細的⾎管看著有點可憐。
看到床頭放著⼀個新⼿機盒⼦，上頭還壓著⼀張字條和電話卡。
[沈哥，家裡有點事，先回去了。]
是⼩張留的。
⼩張果然靠譜！
沈明北想翻翻新⼿機，但沒什麼⼒氣。躺了⼀下，⼜有點尷尬地

爬起來，急匆匆地跑去找廁所。
出了病房，找護⼠問清⽅向以後，沈明北步履匆匆，⾝後卻有⼈

喊了他⼀聲：明北！
沈明北下意識地回頭，好像，沒看到熟悉的⼈。
下⼀刻⾯前就站了個⼈。
⾯前的⼈西裝⾰履，⼿裡還拿著⼀份⽂件，⾦絲邊眼鏡看起來很

斯⽂帥氣的模樣。他看沈明北⼀副沒認出來的模樣，主動道：真的是
你，我還以為看錯了。
我是顧⼀⽩，我們以前是同學的，好多年前，在⼀中的時候，我

坐你後排。
沈明北仔細打量了⼀下⾯前這⼈，的確是眼熟，不過中學時候，

他家裡突遭變故，每天忙忙碌碌，跟同學的關係其實不太好。
我看你就是不記得了。
顧⼀⽩似乎是看出了沈明北不記得⾃⼰，繼續主動化解尷尬。說

起他畢業後就去學了法律，現在是個律師，今天到醫院是為了⼀個顧
客，說著還給了沈明北⼀張名⽚，讓他有機會了聯繫⾃⼰。
不過顧⼀⽩⼤概是很忙，塞完名⽚以後，和沈明北握了握⼿，雖

然握著的時間有點久，但顧⼀⽩⾛得還是很匆忙：今天事務所裡還有
事
下次再⾒！
說完，他就匆匆離開了。
沈明北站在原地，想了好⼀會兒，嗯，可能是個想拓展⼈脈的傢

伙吧。
畢竟⾃⼰是娛樂圈明星，有個律師朋友也會挺⽅便的。



沈明北這樣想著，把名⽚揣兜裡了。
就是這⼀低頭，發現⾯前多了⼀雙⽪鞋，站著個⼈。
距離有些近了，沈明北下意識的後退⼀步才看來⼈，奇怪道：瞿

總？
瞿琅看著沈明北淩亂的頭髮，有點不滿。
這傢伙就這麼⼀副剛起床的樣⼦就出來了，是不是想著要勾引誰

呢！
想到這裡，瞿琅的⽬光在沈明北的⾐兜瞥了⼀下，不過沒說什

麼。他直接伸⼿把沈明北的⼿握住，但還沒說話，就被沈明北咻地⼀
下抽了出來。
啊，我還有點事，瞿總你⾃便。
沈明北沒在意忽然被抓著⼿，只是記起他是出來找廁所的，剛剛

被顧⼀⽩打斷，這會兒他得去解決⼀下⽣理問題了。
瞿琅被留在原地，看著沈明北腳步匆匆往廁所跑，忽然不知道是

不是被戳到笑點，嘴⻆勾起⼀絲弧度。
明明在娛樂圈的年頭也不短了，偏偏還是這麼嬌氣，這麼不懂看

⼈眼⾊。
沈明北不知道瞿琅來醫院做什麼，但他也不好把⼈趕⾛，況且他

⼜被護⼠按著輸液，⾛不得，跑不得。
為了不讓環境太尷尬，沈明北只好⽤空閒的⼿研究新⼿機。他想

快點把各種帳號登陸上去，把⾃家助理找回來，化解⼀下兩個⼈在⼀
間房⼦的尷尬。
⼿機還真是新世紀;偉⼤的尷尬化解器。
雖然結婚很多年，但其實他和瞿琅私下交流很少。
多數時候清潭灣別墅像是瞿琅常住的旅館，沈明北沒有在外拍戲

的時候，就像是常駐的頭牌
哦，⼈家頭牌還要交流詩詞歌賦，附庸⾵雅，但瞿琅卻早出晚

歸，沈明北跟他其實除了開⾞，連⾯兒都不怎麼⾒。
瞿琅問他：⼿機摔了為什麼不聯繫我？
沈明北愕然，⼿機摔了買個新的就好，為什麼要聯繫他？他和瞿

琅不過這種話肯定不適合說出來，私下的關係怎麼樣不論，明⾯上還
是要維持⼀下成年⼈的禮儀。
沈明北只好含糊解釋：沒顧上，昨天事情有點多。



瞿琅倒是知道沈明北昨天的打⼈熱搜，事情公關得快，直接澄清
了。
沈明北在的那個⼩破公司，看著沒什麼，這件事情倒是意外的靠

譜。只是事情的熱度還在，不管是明星打⼈，還是家暴男的家庭糾
紛，都很有話題度。
明星藝⼈需要熱度，但像這樣的負-⾯新聞，還是能少點就少點

吧。
我會幫忙的。
瞿琅說完，接到了助理的電話，然後就⼀去不回。
沈明北不怎麼在意，不過終於弄好⼿機之後，聯繫了⼩張，問清

⼩張家裡不是什麼⼤事才稍微安⼼。沈明北開始飆網，登上微博，赫
然看⾒林想的熱搜。
《⾵⽉》劇組發佈了林想的定妝照。
林想的扮相很好看，⽩⾐飄飄的⻑衫有⼀套，⿊⾊對襟有⼀套，

兩種氣質靠著造型妝發，特別吸引⼈眼球。
整個微博幾乎都在討論林想。
看著⾃⼰原本的戲服穿在林想⾝上，沈明北看著有點⼼煩，把⼿

機螢幕按滅，往枕頭邊⼀丟。躺下翻了個⾝，忽得⼜想到，現在⼤家
的關注度都在林想⾝上，對他的討論倒是少了。
有壞消息的時候，及時出現更⼤的消息，讓⼈們轉移注意⼒，這

就是瞿琅的幫忙嗎？
⽩⽉光有了熱度，炮灰也能安分⼀些，還真是兩頭不耽誤呢！
沈明北不知道瞿琅為什麼沒和⾃⼰提離婚，可能是林想才剛回國

開始，還不適合？再想想瞿琅的忙碌程度，應該是沒抽出空來吧。
總不能是瞿琅他，試圖坐享⿑⼈之福吧。
第5章 吃草的時候，;怕看⾒別⼈⼤⿂⼤⾁
沈明北玩著⼿機，⼼裡腹誹瞿琅不做⼈，越看卻覺得越有些不對

勁
嗯，不對勁是從評論區有⼀個⼈說：林想這個⻆⾊不是之前某沈

姓藝⼈的粉絲畫出來的餅嗎？開始的。
然後林想的這個熱搜裡頭，直接吵翻了天。
《⾵⽉》這部劇先前是定了個男主的，不過⼀直沒公開。
到前幾天瞿琅去探班，今天發佈林想的定妝照，再經過提醒，不

少⼈都記起了《⾵⽉》這部劇先前公開備案資訊，那時候就艾特了沈



明北來宣傳。
當時沈明北的經紀公司沒有直接說，但公司CEO俞總個⼈帳號裡

⾁眼可⾒的得意，他說的是什麼來著？
是有⼈要洽談男主戲、⼀番的檔期啦。
沈明北簽的那個⼩破公司，能有誰可以做《⾵⽉》這種⼤製作的

⼀番男主？
怎麼數都是公司⼀哥沈明北的餅。
《⾵⽉》劇組開機前，雖然沒發過定妝照，但還是能找得出來蛛

絲⾺跡
林想定妝的這個⻆⾊，當初定的是沈明北！
⽐如，公佈出來的⼥主⻆、劇組官博都在備案後，關注了沈明

北。
⼜⽐如，兩三個星期前，明明沈明北⾃⼰微博給粉絲說，要閉關

拍戲。結果沒幾天就拿了五個花盆出來營業了，昨天還引了⼀波家暴
男的討論，擺明瞭⼈不在劇組。
隨著林想的熱度越來越⾼，關於《⾵⽉》男⼀的討論多出了⼀個

話題。
#《⾵⽉》劇組男⼀開機換⼈始末#
沈明北的對家很開⼼。
[畫餅就是畫餅，假的怎麼可能成真，某家粉絲也太好笑了，之前

說得信誓旦旦！《⾵⽉》是什麼配置的製作，也就某家敢想了。]
沈明北的粉絲怒了！
[擺明瞭是沈勞斯被⼈搶了⻆⾊，也不知道狗俞什麼時候能靠譜⼀

點！]
也有屬性不明的潞⼈下場吃⽠。
[狗俞雖然不是什麼好⼈，但還是護著沈勞斯的。]
[說⽩了就是zb不可說，林想都出國好多年了，突然回來就得這麼

個⻆⾊，你品，你細品。]
;後還有個很愛放⽠的⾏銷號出來說話。
[內部消息，S姓藝⼈離開fy劇組的當天還約了造型⽼師，6點，

doge]
⼀開始還是普通的盛世美顏舔屏，後來直接變成⼤混戰。
然後微博封了不少⾔語激烈的帳號，還撤了熱搜。
當天晚上林想⼯作室出了公告。



他們林想沒有搶什麼⼈的⻆⾊，⼀切都是劇組的選擇。
《⾵⽉》劇組官博直接表⽰：當初並沒有敲定，林想就是為了拍

《⾵⽉》才回國的，林想是他們從始⾄終的第⼀選擇。
劇組這麼說，這個⾛向，沈明北是沒想到的。
先前和陳導接觸的時候，劇組可不是這個說辭，現在竟然能直接

扭臉就不認
還有林想公告裡這個劇組的選擇，也真是，嗯，有點⽩蓮花。沈

明北想完，忽地把⼿機放下，左右看看，有些⼼虛。然後⼜覺得恐怕
是⾃⼰膽⼦太⼩，就算瞿琅很喜歡林想，也不⾄於管到他⼼裡怎麼想
吧！
不過瞿琅讓劇組出這個公告，恐怕⼜花了不少錢吧。
沈明北感覺到⼀絲⾁痛。
這世上的⿑⼈之福，還真不是每個⼈都能享受的，就說瞿琅這能

把事情擺平的鈔能⼒，⼀般⼈就沒有。
因為這件事，沈明北的微博後臺不停地有私信詢問，但公司的意

思是，吵吧，他們都把熱搜壓下去了，沒必要再鬧起來。反正這件事
誰看了都知道是沈明北受委屈。
哦，蔡峰勸沈明北的時候，說的是：劇組把賠償⾦打過來了，翻

了⼀倍！畢竟拿⼈家收軟
 

第4章
沈明北看看卡裡餘額，決定不和錢過不去。
⼈家⽩⽉光來了，他退讓是應該的，現在還有意外收穫，也不錯

了。
整個事件的⽠吃完以後，沈明北就放著⼿機安⼼養病了。
說起來他也沒多嚴重，但就是被⼩張按著在醫院住了兩天，出院

之後，沈明北短暫地假期宣告結束。
雖然還回清潭灣，但沈明北早出晚歸，甚⾄偶爾會夜不歸宿。其

實沈明北的⼯作狀態和以前⼀樣，唯⼀不同的，⼤概就是沈明北⾃從
林想回來以後，就再沒有給瞿琅發過資訊了吧。
忙了⼀陣，沈明北和蔡峰敲定了⼀個新的劇本，這次不是電視劇

本，⽽是電影。
導演是個新⼈導演，這個新⼈導演是上⼀代知名⼤導龔毅親傳弟

⼦，據說劇本也是龔毅親⾃操⼑。按理來說，沈明北常在電視圈，還



接觸不到⼤銀幕的⽚⼦，這就是個進軍電影的好機會。
先前俞總不知是從哪兒搞來的這個劇本，當寶⾙似地拿給沈明

北。
沈⽼師啊，好好珍惜機會！
沈明北以前就沒怎麼⾒過俞總，光是知道俞總⼈脈很廣，總有些

奇奇怪怪的資源拿出來。
去之前還將信將疑，但沈明北去試鏡，還真就⾒到了龔毅。
從⾒到龔毅，沈明北就決定要抓住這個機會，哪怕他只是書中⼀

個炮灰，但感情可以放，事業不能放。他需要⼀個好的資源，⼊⾏快
⼗年，他陪跑⼗年。
無數⼈記得他初登銀幕的驚豔，但這麼多年了，始終不得⼨進。
不管是為⾃⼰，還是為粉絲，眼前的電影都是機會。
試鏡結束，龔毅對沈明北的演技還挺滿意，但龔毅的徒弟卻說：

秦蛟這個⻆⾊，弱柳扶⾵。沈⽼師也瘦，但是不是那種清瘦的類型，
上了寬螢幕我昨天給您推薦的⼈，其實就更合適。
未盡之⾔很明確，沈明北的外形缺了⼀點味道，他們還有其他選

擇。
聽到徒弟的話，龔毅⼜看了看沈明北，點點頭，正要說算了，但

沈明北主動開⼝：我可以減的，距離開機不是還有幾個⽉，瘦下來肯
定可以。
龔毅想說沒必要，藝⼈短期內爆肥暴瘦雖然是常態，但太折騰⼈

了。
⽼師，劇本裡秦蛟有很多打戲，我先前專⾨學過，所有鏡頭都可

以⾃⼰上。如果只是因為⾝材，這不是什麼⼤問題。沈明北說話時候
⽬光堅定，但龔毅沉默的時間太久，他不怎麼抱希望了
沈明北正想告辭離開，龔毅卻露出笑容，跟沈明北說：那就這麼

定了。
確認不是⾃⼰聽錯，沈明北⼼中喜悅，嘴⻆上揚，跟龔毅保證，

他⼀定能瘦下來，不就是20⽄！
雖然新⼈導演還是⼀副昨天的提議更好的樣⼦，但龔毅點頭了，

事情也就定下了。
在⻆⾊敲定，劇組和公司擬了合同，簽了協議這天。沈明北⾼⾼

興興地給蔡峰和⼩張，還有公司撥給他的⼈⼀起慶祝，點了⼀桌⼦
菜。



從《⾵⽉》劇組的事情出來以後，⼤半個⽉了，總算是有⼀件喜
事。
也算是能鬆快⼀些了。
其他⼈⼭珍海味，沈明北捧著沙拉碗在旁邊吃草。
⼩張有點⼼疼⾃家沈哥：要不，從明天開始減？今天⼤家都吃得

這麼好！
沈明北不怎麼在意，淡淡地說：機會不容易，時間不多，要努⼒

啊。
沈明北這麼說了，其他⼈提出，要不然沈哥先回去？不然看他們

吃吃喝喝，沈哥肯定難受。沈明北想想也是，眼不⾒為淨。
他還是挺喜歡吃東西的，就是當明星要⾝材管理。
他以前就只能看，現在更是只能吃些草了
沈明北不想打攪⼤夥興致，直接⾃⼰從包間出來，打了個⾞回到

清潭灣。
別墅裡靜悄悄地，沈明北喝了杯⽔就上樓了，但卻在房間裡看⾒

個意外的⼈。
瞿總？這個時間，瞿琅怎麼會在家？
說實話，沈明北還挺害怕⾒到瞿琅的，不管是床上還是其他時

候。
瞿琅這個⼈，太冷淡了，像是沒有感情⼀樣。如果不是知道瞿琅

⼼裡還有個⽩⽉光林想，曾經為他愛過瘋過，沈明北都要懷疑瞿琅是
個機器⼈了。
瞿琅還在屋裡的書桌處理⽂件，聽到動靜回了頭。
看⾒是沈明北，聲⾳冷冷地，說：餓了。
沈明北點頭，回答道：我去喊阿姨做飯。
說完，他就要轉⾝離開，瞿琅卻再次開⼝，依然只有兩個字：你

做。
沈明北：
兩⼈剛結婚的時候，他的確喜歡給瞿琅做飯。但後來發現他的⼿

藝似乎不怎麼得瞿琅喜歡，每次都不怎麼吃，勉強咽下去的時候都仿
佛在嚼蠟，沈明北也就不上趕著遭⼈嫌棄了。
現在瞿琅要求，他，算了，⽐起在臥室裡和瞿琅獨處，他還是去

廚房吧。
沈明北笑了⼀下，回答說：好，想吃什麼？



瞿琅回答得很快：隨便。
好。沈明北下樓開冰箱，給瞿琅煮了⼀碗番茄雞蛋⾯，清湯麵條

鋪上⿈紅兩⾊的哨⼦，沈明北咽了咽⼝⽔，想吃
⼜搖了搖頭，不⾏，他要抵制誘惑。
沈明北從廚房端出來的時候，正好瞿琅下樓。
看到沈明北⼿裡敷衍的麵條，臉⾊不⼤好，但沒說什麼，還是直

接坐在餐桌跟前，拿了筷⼦。
瞿琅聞到味道，正準備吃，卻發現沈明北放下碗就轉⾝上樓，他

忽得說話了。
你不吃？
沈明北腳步⼀頓，回答說：我吃過了。
雖然是草，但是他吃過了，⽽且和瞿琅呆⼀起他好窒息。
第6章 想到他在鬧，就覺得安⼼不少。
沈明北認為⾃⼰意思表達的很明確，說完就轉⾝⾛了。
瞿琅聽了，臉⾊變得不⼤好看。也不管麵條，站起⾝⾛到沈明北

⾝後，把⼈拉住，不管沈明北的掙扎，問他：吃什麼了？和誰吃的？
沈明北覺得這⼈奇奇怪怪，以前他從來不管⾃⼰吃沒吃。
不過⾯對瞿琅的時候，他就是沒什麼脾氣，好聲好氣地跟他解

釋：和蔡峰、⼩張他們。
瞿琅從來沒關注過沈明北的交友，⾃然不記得什麼蔡峰和⼩張。
不過那天他從沈明北⾐兜裡拿⾛的名⽚，上頭名字寫的是顧什

麼，並不是這兩個⼈。
瞿琅的臉⾊變得更難看了⼀點，這⼈到底有沒有他已經結婚的意

識？
天天在外⾯⻤混，⾃⼰為了等他⼀直沒吃飯，他倒好，和別⼈吃

了回來，讓做個飯竟然直接⽤麵條來敷衍⾃⼰！
想到這裡，瞿琅氣急，也不管晚餐了，拉著沈明北往房間裡⾛。
瞿琅⼒氣⼤得很，沈明北愣是沒掙脫，還不等他反應過來，就被

瞿琅吻了上來。
瞿琅像是要把他吞掉似得，等沈明北呼吸不上來，拼命掙扎，瞿

琅這才鬆開了點。
沈明北趁著空檔，躲了⼀下，抹了抹眼淚，紅著眼睛問他：你做

什麼？



瞿琅不說話，看著沈明北的樣⼦更有些控制不住⾃⼰，但想想這
⼤半個⽉以來，沈明北沉默地反抗，他耐著性⼦說：補償⼀下你。
瞿琅的耐⼼也就這麼⼀句話了。
在兩⼈的關係裡，瞿琅始終佔據主導地位，他想做什麼，也就做

了。
沈明北哭著睡過去了，瞿琅靠在枕頭上，才稍微冷靜了⼀點，他

現在特別清醒。雖然還想再來，但沈明北顯然受不了，他也不想勉強
了。
對於沈明北，瞿琅從來不認為⾃⼰在強求什麼。
瞿琅從來不認為⾃⼰喜歡沈明北。
只是沈明北在差不多的時候出現了，脾氣性格，外貌聲⾳，亦或

者是對⾃⼰的感情，都很合適做⼀個在屋裡放著的漂亮擺件。
兩個⼈結婚好幾年，瞿琅不愛跟⼈呆⼀起，恰好沈明北也經常忙

⼯作不在，兩個⼈的交流其實很少。但瞿琅⼀直都很⾃信，不管沈明
北在怎麼跑，;後都會回來。
畢竟沈明北是個就算不在家，也會每天跟瞿琅發資訊報平安的⼈

哪怕瞿琅基本不給他回復，也是不屈不撓的。
沈明北在家的時候還會做些飯菜。
只是那些飯菜，勾起得總是不⽌他的⻝欲
但這⼀個⽉以來，瞿琅覺得有些不太對勁，忽然某⼀天開始，沈

明北的資訊沒有了。仔細想想，不說飯菜，就連沈明北的⾯兒他都沒
怎麼⾒。
瞿琅沒緣由的⼼裡發堵，還覺得⼼裡空了⼀塊兒，很想⾒沈明

北。他想起來某次沈明北說過，他在東陽影視基地要拍⼀部戲，瞿琅
忙完⼯作就⾶了過去。
結果，⼈沒⾒到，反⽽是⾒到了林想。
除了林想，還有陸琛。
陸琛原本的陸⽒繼承⼈，但不想繼承家業，就在瞿琅⾝邊做副

總。
陸琛拉著瞿琅說：我就知道你會過來，想想他好不容易回來了，

我們去吃個飯！
瞿琅沒有拒絕。
三個⼈的飯桌，瞿琅卻感覺⾃⼰有點孤獨。
吃著陸琛點的菜，不怎麼好吃，還沒緣由的想起了沈明北。



明明，是過來看他的。
瞿琅不怎麼想吃菜，就⾃⼰⼀個⼈喝酒。
陸琛勸他不要喝了，瞿琅不聽。
林想說：阿琅想喝就喝吧。
陸琛說他乾脆捨命陪君⼦，三個⼈喝到很晚，瞿琅後來都記不清

⾃⼰是怎麼回酒店的了。
林想⼀⼤早就離開去劇組拍戲了，瞿琅按⽣物鐘時間醒過來以

後，陸琛給他遞了杯⽔，問他：你怎麼想的？
瞿琅接過杯⼦喝完，疑惑道：什麼怎麼想的？
陸琛說：想想是為了你才回來的，你總要給他個交代。
我跟他結束了。瞿琅不覺得他和林想還能有什麼，當初林想敢做

那種事，就應該知道後果。
陸琛沒說話了，但他的眼神卻明顯不相信，過了⼀會兒，陸琛⼜

問：你和沈明北以後怎麼辦？
瞿琅覺得這個問題奇怪，他和沈明北還能怎麼樣？
就那樣。
瞿琅語氣很淡，沒什麼感情。
陸琛說：林想還不知道你和沈明北的事情。
瞿琅哦了⼀聲，低著頭看⼿機。這個點兒，如果是往常，沈明北

應該給⾃⼰發資訊了，但是點開好幾次對話⾴⾯，都沒有資訊。
其實也正常，沈明北上次給他發資訊，已經是⼗多天前的事情

了。他會來東陽，也是因為沈明北突然不給他發資訊
陸琛沒看到瞿琅的⼿機⾴⾯，問他是不是有事情要忙了，瞿琅搖

搖頭，⼜點頭。
陸琛識相地說：我給你叫早餐去。說完，離開了房間。
沒刷出來沈明北的資訊，瞿琅把⼼收了收，開始問助理⼩陳沈明

北;近的消息。
兩⼈聊了幾句，瞿琅看出有些不對，直接打了電話過去：他已經

回去了？
助理⼩陳各⽅⾯⼯作都很專業，瞿琅問了，他⽴⾺就能回答：沈

先⽣四天前就回了清潭灣別墅，這幾天⼀直沒離開過。
聽到沈明北已經回去的消息，瞿琅沒緣由的，忽然就放⼼了。
沈明北在清潭灣，還在乖乖等他。



想到這裡，瞿琅嘴⻆微微上揚，這些天⼼裡的不安減淡不少，急
切地回到⾸都。
本想直接回去，但⼀下⾶機，⼩陳就說還有臨時的幾個合同出了

紕漏，沈明北不得不再去加了個班。
趁著夜⾊回到清潭灣的時候，瞿琅摸⿊進了房間。聞到沈明北⾝

上熟悉的味道，瞿琅加班的疲憊⼀掃⽽空，摟著沈明北弄了兩次。
就是可惜，第⼆天他還要回去⼯作。
瞿琅離開的時候⼼情很好，但沒持續太久。⼜是⼗來天，沈明北

依然⼀條資訊都沒有，不光沒有資訊，連⼈都沒影兒了。他好幾次提
前回家，都能從傭⼈阿姨⼝中得知，沈明北沒回來。
他除了⾃⼰⾝邊，還能去哪兒？！
瞿琅⼀開始還能當沈明北是病了，沒精神，但耐著性⼦等了幾

天，依然杳無⾳訊。
瞿琅想起來在醫院看⾒的那傢伙。
那天沈明北就穿著病號服，直接露著脖頸，和⼈聊天，笑得那麼

燦爛，還握著⼿不放
瞿琅⼼裡發堵，煩躁，且無處宣洩。
瞿琅想著，沈明北不來找⾃⼰，那⾃⼰也懶得理他。
瞿琅問了傭⼈阿姨，得知⾃⼰不在時候，沈明北的⼩姑來過。
沈明北的⼩姑。
瞿琅⾒過幾次，和沈明北眉眼間有些想像，但是氣質不太⼀樣。
不過他⼩姑來了，恐怕是來找他要錢的。
瞿琅讓⼩陳給沈明北的卡裡打了錢，然後盯著⼿機看了⼀天，沒

等到沈明北來謝謝⾃⼰。
然後瞿琅的⼿機就被摔壞了。
瞿琅看著壞掉的⼿機，⼜皺緊眉頭。
連忙讓⼩陳給⾃⼰買了個新⼿機，擔⼼壞掉的⼿機沒辦法收到資

訊，還催得很急，;後乾脆⾃⼰去買。
⼿機買好了，資訊依然沒有，瞿琅不明⽩，沈明北為什麼忽然就

變了態度。
瞿琅被陸琛約出去喝酒，陸琛說：沈明北這是跟你鬧呢。
瞿琅疑惑，他有什麼可鬧的？⾃⼰對他還不夠好嗎？
陸琛只好把話說明⽩了。
你和想想的事情，沈明北應該是知道了。



先前《⾵⽉》換⼈，沈明北知道是想想取代他，估計是想和你
鬧，但⼜沒有理由。
像沈明北這樣的⼈，且有得鬧呢。
陸琛說得⾔之鑿鑿，瞿琅聽了倒是莫名安⼼了⼀些。
也是，沈明北那麼愛⾃⼰，知道了林想的事情，怎麼可能不氣。
沈明北第⼆天醒過來的時候，瞿琅早就沒了⼈影。
懵了⼀會兒，沈明北忽然想起，⾃⼰在龔毅⾯前誇下海⼝，拍戲

所有鏡頭都要⾃⼰上
看看時間，沈明北匆匆下樓，跑去公司安排的舞蹈室上課。
舞蹈室距離清潭灣不算遠，沈明北沒顧上等司機，想著不遠，就

直接⾃⼰開⾞導航過去了。然後沈明北因為昨晚只吃了蔬菜沙拉，還
被瞿琅抓著鬧到⼤半夜，早上沒吃，眼睛⼀花，⾞⼦正好懟前頭的⾞
尾燈上。
沈明北這下清醒了，帶著墨鏡⼝罩下⾞，連忙先給⼈道歉。

 

第5章
前⾞司機本來想說什麼，但看著沈明北，打量⼀下，忽然說：明

北，是我啊！
沈明北⼀怔，仔細看了看，試探性地開⼝：顧⼀⽩？
聽到沈明北喊⾃⼰名字，顧⼀⽩臉上的笑特別真摯，他說：我打

聽到你在附近住，就在附近買了房，沒想到還真能碰⾒你。
沈明北覺得這話有些奇怪，可現在他撞了⼈家的⾞，也不好說別

的什麼，只好笑笑：我也沒想到。笑完⼜有點扼腕，顧⼀⽩這個律師
都能在附近買房，⾃⼰還真是只有表⾯光鮮的明星。
顧⼀⽩看看撞壞尾燈的愛⾞，並不⽣氣，他對沈明北說：上次把

名⽚給你，你怎麼⼀直沒給我打電話？
沈明北繼續尷尬笑。名⽚，上回等他想起來，能和顧⼀⽩諮詢幫

⼩姑離婚的事情，結果名⽚已經不⾒了。想著兩個⼈也不太熟，恐怕
再不會遇⾒，也就沒當回事。
還讓蔡峰給⾃⼰介紹了其他的律師
現在被問起，可不是尷尬了。
要不然，我們現在加個微信。沈明北主動把⼿機拿出來，跳過弄

丟⼈家名⽚還被當場問起的事情，直接說：正好我也要給你賠修⾞
錢。



顧⼀⽩本來不想讓賠錢，但能加微信的話，他也從善如流掏出⼿
機。
我⾞⼦能⾛保險，應該不⽤太多錢，到時候我給你說。瞬間就約

好了下次⾒⾯，顧⼀⽩覺得他今天真是出來對了。
嗯，好。
沈明北覺得沒什麼事兒了，他準備開⾞⾛⼈，但顧⼀⽩卻問：有

時間⼀起喝個咖啡嗎？
沈明北搖搖頭，說：今天還有事。
顧⼀⽩有些遺憾，但也知道不能攆得太緊，只好作罷。
沈明北去了舞蹈室，練了⼀上午，中午被舞蹈⽼師壓著吃⽔煮

菜。
閑著沒事刷微博，忽然發現，這瞿琅⼜上熱搜了。
這次是和林想吃飯的照⽚。
照⽚裡的菜⾊可真⾹，沈明北看看菜，⼜看看⾃⼰的⽔煮菜，⼀

股⾟酸勁兒忽地湧上⼼頭。
第7章 你和你的⽩⽉光很配。
沈明北沒把這個花邊新聞當回事兒，⼜或者是當成下飯菜給吃

了，反正就當看個樂呵。
不過沈明北不放⼼上，⾃然有⼈放⼼上，下午還沒練⼀會兒，沈

明北就接到了瞿⺟的電話。
她好聲好氣地和沈明北問：⼩沈啊，你;近忙不忙？之前不是說

要拍戲？
沈明北不想多解釋被搶⻆⾊的事情，直接說：;近不忙，戲拍完

了。
瞿⺟聞⾔聲⾳依舊柔和，道：那就晚上回家⼀趟，我煮了雞湯。

對了，把瞿琅也帶上，你們好些⽇⼦沒有回來了。
沈明北不⼤想回去，更不想聯繫瞿琅。
可瞿⺟不是個好脾氣的⼈，沈明北只是稍微頓了頓，她就察覺出

他的抗拒，便是厲聲道：讓你們回個家推三阻四的，你在哪裡，我現
在派⾞過去接你！
別別別，我⾃⼰回去，我現在還有事呢。聽到這話，沈明北知道

只要他報了位址，瞿⺟就能⽴⾺趕過來，連忙攔著。
瞿⺟脾氣不好⼀點就炸，偏偏還⼼臟也不好，她定下的事情，沈

明北推拒不能，只好應下。



聽到沈明北答應了，瞿⺟這才語氣緩和，⼜關⼼了幾句沈明北的
⾝體狀況，才掛電話。
沈明北捧著⼿機看了半天，想了好⼀會兒，;後也沒聯繫瞿琅
他不想⾒到瞿琅。
晚上沈明北回到瞿家，果然聞到雞湯的⾹氣。
瞿⺟雖然是瞿家的夫⼈，但她做飯喜歡⾃⼰動⼿，還喜歡給⼩輩

兒投喂。
沈明北回來之前就知道⾃⼰今天這⼀天是⽩跳了，減重事業任重

道遠，倒是坦然了不少。
瞿⺟從廚房出來，看⾒他⼀個⼈進⾨，臉上的笑還沒維持⼀下，

發現是沈明北⾃⼰回來的，臉⾊頓時不⼤好看。
瞿琅呢？
他忙。沈明北換好傭⼈遞來的拖鞋，⾛上前，問道：媽，做了什

麼？
瞿⺟聽到沈明北問這個，淡淡看了⼀眼⼤⾨，收回視線後對沈明

北說：⼈參枸杞烏雞湯。
雞湯裡頭加點藥材很常⾒，沈明北沒想太多，點點頭，附和⼀

句：還挺補的。
瞿⺟淡淡地說：補腎的，給你補補。
沈明北掀鍋蓋的⼿差點沒拿穩，補，補啥？
瞿⺟這會兒關了廚房的⾨，跟沈明北說：我看⾒新聞了。
啥，啥新聞？沈明北⾃⼰⼼虛，被瞿⺟問起忽得就結巴了。
沈明北⼩時候⽗⺟是恩愛的，他從來都是渴望愛的，但⽗⺟過世

後，他就漸漸明⽩這世上沒⼈愛他。
瞿⺟對他的⼀點點好，他都想好好珍惜。
⾃⼰終究是會和瞿琅離婚的，但他不想讓⾃⼰成為說出這件事的

⼈。
瞿琅和林想那個妖精⼜在⼀起了。
瞿⺟說完，看了眼沈明北，似乎有點疑惑，為什麼沈明北不知

道。然後恨鐵不成鋼地跟他說：你也對你男⼈上點⼼。
瞿⺟戳了戳沈明北，摸到⼀把⻣頭，發現這⼈⼜瘦了不少，眉頭

皺緊：你;近是不是⼜瘦了？
沒有！媽你看錯了。沈明北連忙搖頭，害怕瞿⺟拉他上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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