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富貴兒〜我可想死你啦！
⼀個⼈影突然沖過來，嬉笑地摟上他的肩。
突然沒有抒情的⼼情了呢。
周圍路過的同學紛紛停下腳步，驚奇地看著這個被叫的⼈。
沒錯，我們的男主⻆，他叫李富貴，親朋好友們都叫他富貴兒。
三⼗多年前，李家獨⽣⼦離開貧窮落後的⼩鄉村前往⼤城市打

拼，憑藉⾃⼰天才般的商業頭腦和⾏事⼿段在商界嶄露頭⻆，在⼀次
商業宴會上認識了賀家的千⾦⼤⼩姐，兩⼈⼀⾒鍾情，兩年後結了
婚，再幾年後便有了李富貴。
李富貴呱呱墜地後，李家夫婦翻遍了唐詩宋詞古詩現代詩名⾔警

句，想要為兒⼦取⼀個;好聽也;有內涵的名字，這才剛剛找到⼀個
吧，就被李⽼爺⼦給打斷了。
就叫富貴兒吧，好聽！貴氣！
⽼婆⼦也應和兩句：對頭，咱村⼝那⼩夥⼦⻑貴，他那名兒也貴

氣，昨天⻑貴媽還打電話跟我炫耀⻑貴賣豬⾁發家了呢！
李家還沒富起來之前，⽼爺⼦這⼀代⼈⼀輩⼦都是吃的粗茶淡

飯，吃穿⽤度每⼀分錢都要精打細算，⽣怕某天吃多了兩⼝⾁年底給
孩⼦的新⾐服就沒有了，⽇⼦過得可謂是相當淒苦。李家夫婦⾃然是
⾮常⼼疼⾃家⽼⼈，李⽗發家後更是對⽼兩⼝⼦百依百順，想要在他
們後半輩⼦更多的補償他們。
這就沒辦法了。
賀夫⼈眼⻆抽搐，低下頭痛⼼疾⾸地看著⾃家還沒開始⻑⽛的⼩

兒⼦，歎氣：媽媽也沒辦法，兒⼦你就、你就忍了吧！
如果⼗⼋年後的李富貴能魂穿到他還是嬰兒的⾝體裡，⼀定會⽤

盡吃奶的勁兒衝破⽣理的拘束只為⼤喊⼀聲：不！！！！
但是很遺憾，這不是⼀本奇幻，嬰兒⼩⼩的⾝體也承受不了⼗七

歲的李富貴充滿怨念的靈魂，他只是滴溜溜地轉動著眼睛，好奇地看
著這個對他⽽⾔陌⽣⼜奇妙的世界，笑的像個憨憨，對⾃⼰往後的⼈
⽣即將經歷的事情⼀無所知。
鏡頭回到⼗⼋年後，李富貴瞪了⾃家好友⼀眼，嘟噥著嘴埋怨

道：你還能再⼤聲⼀點嗎？
好友哈哈笑道：不能了不能了，已經;⼤聲了。
終於⾛到A班教室，砰的⼀聲李富貴把背上的書包扔在桌⼦上，

蔫蔫兒地趴在桌⼦上準備睡覺。



坐在前⾯的好友林殊好奇地問道：你昨晚幹嘛去了，⿊眼圈這麼
重？
聞⾔，李富貴頭也不抬，擺了擺⼿，別問，問就是熬夜學習。
林殊哈哈笑了笑，轉⾝準備放他繼續睡覺，⼜突然想起了⼀件

事，興沖沖地再次轉過頭，誒，你知道嗎
李富貴下意識地脫⼝⽽出：我不知道。
林殊：
林殊：班主任辭職了，不在聖安教書了。
李富貴抬頭，嗯？你怎麼知道的？
林殊，昨天我躲在廁所裡偷聽到的。
李富貴：
李富貴，您繼續。
林殊，昨天下午放學我在學校多打了⼀會兒球，打完去上廁所，

蹲著坑呢就聽⾒兩個⼈聊天，我⼀聽嘿這不是⽼唐和⽼徐嗎，然後就
聽⾒他們說咱班主任辭職了，我還聽說啊，新來的班主任是從京師中
學重⾦挖來的，那學校你也知道，學⽣⼈均清華北⼤，聽說他還是那
兒的⾦牌教師呢。
李富貴，你聽到的東西還挺多啊。
林殊苦著⼀張臉，可不是嘛，我腳都蹲⿇了。
李富貴倒是想起⼀些以前的事，班主任陳明是教物理的，上課也

⽣動有趣，但是這些富家⼦弟對物理都不感興趣，對以後繼承家產也
起不到什麼作⽤，所以上課都是得過且過，但是陳明是⼀個負責任的
⽼師，對於這種局⾯無法容忍，幾次發了⼤⽕，從⼩被嬌⽣慣養的富
家⼦弟們哪能就這樣乖乖挨駡啊，於是也開始跟他對著幹，惡作劇層
出不窮。
想到這，李富貴不禁唏噓，⼼中有些難過，⽼陳肯定不好受，所

以要⾛了連道別都不說⼀聲，估計這次對他的打擊真的很⼤
林殊擺⼿，害，這倒沒有，我打聽過了，他去了省附中繼續教物

理，還憑藉聖安A班班主任的⾝份直接空降成了省附中的年級主任，
⾼薪不說，五險⼀⾦樣樣⿑全，聽說他還申請了每年⼀次公費環球旅
遊呢。
李富貴，那沒事了。
林殊，誒，我記得你⾼⼀的時候不是有段時間和陳明⾛的挺近的

嗎？



李富貴神⾊懷念，是啊，有次我無意間發現他也喜歡看⿊籃（⽇
漫《⿊⼦的籃球》），然後就跟他⾛的近，結果有⼀天我發現他喜歡
⿊⼦，我喜歡⾚司，然後我們就漸⾏漸遠了
林殊：
他忍不住在⼼裡吐槽，同時喜歡⾚司和⿊⼦的多了去了，有些⼈

不僅喜歡他們倆，還喜歡他們倆在⼀起呢啊不對，誰會因為喜歡的紙
⽚⼈不⼀樣就漸⾏漸遠啊，這兩個⼈是⼩學⽣吧？
突然，林殊靈光⼀閃，朝李富貴挑了挑眉，樣⼦賊眉⿏眼的，看

起來實在有些猥瑣，我還聽到了⼀點別的東西。
李富貴，什麼？
林殊湊過來，⼩聲道，他們在廁所⽐⼤⼩！
李富貴裂開了，⽐、⽐什麼？
⽐（嗶）的⼤⼩，⻑度，射程。
說到這，林殊得意了，⽼唐和⽼徐估計以為那個時候廁所沒⼈

吧，可他們萬萬沒想到，嘿！我在呢！
李富貴不忍直視，不想去看好友的那⼀張蠢臉，但是下⼀秒⼜忍

不住轉回頭，問，所以，誰贏了？
男⼈好像對這種事情總是充滿好奇⼼，哪怕李富貴還只是個男

孩。
林殊湊的更近了些，在他⽿朵邊⽿語了⼀句。
李富貴：咦〜
他的表情有點嫌棄，有點震驚，還有點微妙的崇拜。
沉思⽚刻，李富貴沒忍住說：⽼唐平時⿊眼圈這麼重，沒想到他

居然這麼果然⼈不可貌相嗎？
林殊滿臉贊同，古⼈誠不欺我。
兩個⼈還在進⾏哲學上的討論，教室外⾯突然變得吵鬧起來，尖

叫聲此起彼伏，教室裡的⼥⽣也隱隱騷動起來。
第2章 作⽂冠軍尹真真
三，⼆，⼀。
她們在⼼裡做著倒計時，⼼⾳落下的那⼀刻，⾨⼝突然站著兩個

光芒萬丈的少年，⼀下⼦將整間教室的平均顏值拔⾼到⼀個無⼈能及
的⾼度。
他，淩哲夜，優雅魅惑，狂野不羈，天⽣上揚的唇⻆似情⼈溫柔

的蠱惑，⿊曜⽯⼀般的眼睛似流淌著百年佳釀，不笑也醉⼈。他處處



留情，卻萬花叢中過，⽚葉不沾⾝。他是博愛的天神，卻也是致命的
罌粟，哪怕有毒，也引的⼈⾶蛾撲⽕。
他，歐陽宇，溫⽂爾雅，溫柔多情，⼀雙總是帶著溫和笑意的眸

⼦能讓堅冰化作流⽔，⼀笑便讓⼈如沐春⾵。謙謙君⼦，溫潤如⽟，
他如清⾵曉⽉，內斂的雙眸卻似含情，讓⼈不知不覺就沉浸其中。
等等！
哪裡來的旁⽩？
李富貴疑惑地看了看四周，⽬光定在右上⻆⼀個⼥⽣的臉上，她

的表情癡迷，嘴裡念念有詞，仿佛剛才那⼀段話就是她情難⾃禁不⼩
⼼說出⼝的內⼼深處;真實的想法。
直到⾨⼝的兩個光芒萬丈的少年⾛進來坐回⾃⼰的座位上，⼥⽣

才回過神來，這才注意到⽤⼀⾔難盡的表情看著她的李富貴。
啊！⼥⽣驚慌地捂了捂嘴，難道我⼜把⼼裡想的話說出來了嗎？
隨即⼜害羞地笑了笑，不過這也沒辦法，都怪王⼦們太迷⼈了。
李富貴：
⼥⽣的表情突然⼜失落起來，這個時間，看來軒王⼦今天⼜不來

上課了，看不到軒王⼦可愛的酒窩，今天⼜是不圓滿的⼀天呢。
李富貴忍不住拍了拍林殊的背。
同樣被王⼦們的顏值震懾到的林殊呆呆地回過頭，怎麼了？
李富貴，幫我撿個東西。
林殊低頭看了看光溜溜的地板，上⾯什麼都沒有，他疑惑，撿什

麼？
李富貴，我的雞⽪疙瘩。
林殊，
哪怕他認識李富貴好幾年了，他還是沒法弄懂他這好友⼼裡到底

裝了多少無厘頭的東西。
林殊轉過頭後，李富貴突然想到，這個⼥⽣剛剛講的這種華麗的

⽂⾵，這種羞恥的修辭，怎麼這麼熟悉？？
沉思⽚刻，他靈光⼀閃，突然想起之前無意間看到的聖安三王⼦

粉絲後援會的標語不就是這個嗎，他和林殊還因此樂了很⻑⼀段時
間。
難道這個⼥⽣，就是那位⿍⿍有名的聖安三王⼦粉絲後援會的會

⻑，尹真真？
這⼜是全國⾼校⼗⼤不可思議之⼀了。



⼀年前，歐陽宇、淩哲夜和祁軒三個⼈剛剛進⼊聖安貴族學院讀
⾼⼀的時候，聖安內部的⼥⽣很是轟動，每天當⾯表⽩的、往桌⼦裡
塞情書的、擠在教室⾨⼝偷窺的⼥⽣不計其數，甚⾄逐漸趨向於瘋
狂。為了緩解這種局⾯，不讓王⼦們過於困擾，⼀些王⼦的理智粉提
出要成⽴粉絲後援會的提議，將追星系統化、合理化。
於是另⼀個問題就出現了，既然要成⽴粉絲後援會，後援會就必

須要選出⼀個會⻑，那麼，誰來做這個會⻑呢？成為會⻑毫無疑問就
可以離王⼦們更近⼀點，全聖安的⼥⽣搶破了頭，但出乎意料的是，
;終會⻑的職位竟然落在⼀個內斂靦腆的A班⼥⽣尹真真頭上。
這件事在聖安引起了很⼤了轟動，娛樂報紙也爭相報導猜測尹真

真為什麼能做後援會的會⻑。
對於這個原因，聖安所有⼈都知道，但所有⼈都默契地閉⼝不

提，直到⾼⼀下學期，尹真真應邀寫了⼀本她的⾃傳，《尹真真傳：
我的會⻑之路》，裡⾯⾸次提到她成為會⻑的原因，滿⾜了外界的好
奇⼼。
她說出了上位的三個步驟。
⾸先，把那些特別不服的先打⼀頓。
然後，⽤⾜夠多的錢再補償她們。
;後，⽤才華徹底征服她們！
尹真真的才華就是寫作，於是她提出在私底下舉⾏⼀場寫作⽐

賽，800字以上⽂體不限，吹王⼦們的彩虹屁，誰吹的好了，誰就是
會⻑！
⼀場⻑達⼀個⼩時的作⽂⽐賽落下帷幕。
;後到了判卷⽼師評分的時間。
讓我們來看這位林倩倩同學的作⽂，開頭第⼀段太冗⻑顯得頭重

腳輕，開頭便進⼊正題太過蒼⽩無趣，沒有讓讀者讀下去的興趣，
pass！

 

第2章
這位江喬同學，嗯第⼀段開⾨⾒⼭反映觀點，這點做的不錯，但

是你的辭藻不夠華麗，不夠吸粉，難道王⼦們不配擁有華麗的彩虹屁
嗎？Pass！
⽥甜同學，你這篇作⽂我要給你不及格，你看你這⼜是議論⼜是

抒情，你到底是在寫議論⽂呢還是記敘⽂呢？⽂體不明，犯了;基本



的錯誤，pass！
;後，判卷⽼師露出滿意的微笑。
;後，尹真真同學開頭簡明扼要，引⼈⼊勝，⽤充滿意境的環境

描寫襯托了王⼦的美貌，讓⼈不知道究竟是花更美，還是王⼦更美。
並且通過對王⼦們的動作和語⾔描寫，襯托出了王⼦們美好的內⼼世
界，辭藻華麗⽽不失真實
精彩精彩，堪稱曠世之作！我給你59分，少⼀分讓你不要過於驕

傲！（注：作⽂滿分60分）
毫無疑問，;終尹真真坐上了後援會會⻑的寶座。
外界紛紛拍⼿叫好，對尹真真更是⼼服⼝服。
先掄⼀棍棒槌，再塞⼀點甜棗，;後再以才服⼈，這種⼿段，應

該說真不愧是上流社會培養出來的世家⼦弟嗎？
李富貴忍不住回頭看了⼀眼坐在;後兩排的王⼦們，;先接收到

他的眼神的淩哲夜沖他眨了眨眼，⽽後勾著唇朝他擺了擺⼿，電⼒⼗
⾜的wink頓時讓班裡的⼥⽣的眼神亮了不⽌⼀度。
五分鐘後，⼀個穿著⼀⾝正裝的中年地中海帶著⼀個年輕⼈⾛進

了教室。教室裡光速安靜下來。
地中海校⻑露出⼀個和善的微笑，⾼⼆A班的同學們，這位就是

你們以後的班主任兼物理⽼師，郝⽼師，跟同學們做個⾃我介紹吧。
年輕俊秀的男⼈⾛到講臺前，把⾃⼰帶過來的教材放在講臺上，

隨後露出⼀個和校⻑⼀個模⼦刻出來的和善的微笑，同學們，我姓
郝，⼤家叫我郝⽼師就好了。
全班同學啪啪啪響起了機械式的掌聲。
同時在⼼裡嘟噥著，這個新來的班主任也不告訴我們他的名字，

叫郝⽼師總有種微妙的被佔便宜的感覺
郝⽼師突然拍了拍腦袋，對了，我還沒告訴你們我的名字。
然後他拿起粉筆在⿊板上寫出了三個⼤字。
同學們神經⼀抖，⻁軀⼀震。
歌是唱歌的歌，葛是葛優的葛。
郝歌葛！
全班同學：
倆王⼦：
李富貴：
全班三⼗個⼈的⼼聲在這⼀刻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度的⼀致



還是叫郝⽼師好了
校⻑⾛後，郝⽼師⽤眼珠⼦在教室裡巡視了⼀會兒，那麼，我們

現在開始上課吧。
他翻開⾃⼰在桌⼦上的物理教材，刷刷刷翻了幾⾴，倏然，猛地

⽤⼒合上，⼿掌在書上拍出了⼀聲巨響，全班同學被嚇了⼀跳。
他眯了眯眼，再次露出和善的微笑。
⾸先，下去操場跑三圈！
啊？？？！！！
操場上，A班的同學排隊整⿑地繞著操場跑步，才跑⼀圈佇列就

漸漸散開了，他們⼀邊跑步，⼀邊還在腦⼦裡不斷回想跑步前郝⽼師
說的話，記住了，以後誰犯了錯，或者上課不聽課被我逮到了，我陪
你們⼀起跑步！
李富貴在操場的這⼀邊，郝⽼師已經跑到操場的那⼀邊了，李富

貴是屬於⾝體素質不是那麼好的⼈，才跑⼀圈就氣喘吁吁的累的像⼀
條吐⾆的哈巴狗。
但他⼜是屬於那種哈巴狗，儘管累的下⼀秒就要倒下，倒下之前

還要不停地汪汪叫幾聲。
果然，看到⼩夥伴林殊跑到⾃⼰⾝側，李富貴話嘮的靈魂開始⾶

舞，⽴刻把林殊拉過來和⾃⼰嘮嗑。
當然，他們聊的就是這個新來的班主任。
李富貴，我終於知道他為什麼是京師中學的⾦牌教師了。
林殊感同⾝受，我開始想念⽼陳了。
得，之前還直呼他的姓名，現在已經親昵地叫⽼陳了，看來是真

的想念。
林殊，不過這新來的班主任和校⻑⼀個姓，該不會
李富貴不禁回想起校⻑標誌的髮型光溜溜的腦殼，閒散的頭髮圓

潤地包圍著中部，⾮常標誌，⾮常典型，堪稱教科書般的地中海。
正沉思著，郝⽼師已經跑完⼀圈跑到了李富貴後⾯，你們倆怎麼

回事！我都跑完兩圈了你們還磨磨蹭蹭的，再多加⼀圈！
林殊趕緊加快速度，還不忘回頭給累的像哈巴狗的李富貴打氣，

堅持住啊富貴兒！別死了！
李富貴：
終於熬到了放學，踏出校園的那⼀刻，李富貴感受到了前所未有

的快樂，天空是那麼藍，空氣是那麼清新，⿃兒唱歌是那麼好聽



少爺！快上⾞！天快下⾬了！
吳伯在⾞裡⼤聲地喊他，下⼀秒，像是回應他的話⼀般，天空突

然轟隆⼀聲，電閃雷鳴，烏雲密佈，天空突然⿊了⼀⼤⽚。
李富貴：
狂⾵吹起了他的劉海，樹葉四處亂飄，還有⼀⽚啪嗒打在他的臉

上。
淋成落湯雞的那⼀刻，李富貴舉起⼿在⾃⼰腦袋上摸了摸。
然後在這絕望的⼈⽣中找到了;後⼀絲安慰。
⾄少他的頭髮還是挺茂密的
TvT
第3章 睥睨眾⽣⼩表弟
富貴兒，這幾天⼩澈就交給你照顧啦。
周⽇，舅舅和舅媽帶著⼀個粉雕⽟琢的⼩男孩來到李富貴家。
⼩⽼弟梳著整整⿑⿑的背頭，穿著⿊⾊⼩西裝，看上去威⾵極

了，就是眼神有點冷
也不是冷，就是有點嘚瑟，有點不屑，⼩⼩年紀就有種睥睨眾⽣

的內味兒，讓⼈看⼀眼就拳頭發癢。
李富貴抽了抽嘴⻆，就⾒他那個貌美如花的舅媽拍了拍⼩⽼弟的

腦袋，責怪地說：賀雲澈，快跟你表哥打個招呼。
舅媽下⼀秒就收回了⼿，李富貴眼尖看到她的⼿在褲⼦上蹭了

蹭，可想⽽知⼩⽼弟頭上的髮膠塗的有多厚，⼜扎⼿⼜粘糊，連親媽
都嫌棄。
⼩⽼弟雖然⼀看就是熊孩⼦，但還是很聽他媽的話的，也收回了

那種⽼⼦天下第⼀的眼神，⽼⽼實實地跟他問好，表哥好。
舅舅和舅媽⼜囑咐了幾句，;後舅媽送給了李富貴⼀套她⾃⼰設

計的西裝，滿意地離去了。
⾃家爸媽⼀⾛，⼩⽼弟⼀把扯開⾃⼰脖⼦上的領帶，像是終於聞

到新鮮空氣般狂吸了幾⼝氣。
這時王媽端著⼀杯草莓布丁⾛過來，笑眯眯地對⼩⽼弟說，⼩少

爺，吃點甜點，⼀個⼩時後再開飯。
李富貴嘴巴⼀癟，頓時撒嬌打滾，王媽，我的呢？
QAQ
王媽被逗樂了，慈愛地看著他，⽜奶還在煮，待會兒我就把你喜

歡的薑撞奶端到你房裡，啊。



⼩⽼弟嫌棄不已，咦〜表哥這麼⼤了還撒嬌，不知羞。
李富貴瞪了他⼀眼，要你管！我看你的草莓布丁也別吃了。
說完就把⼩⽼弟的草莓布丁搶了過來，⼗⾜⼀個惡棍哥哥的模

樣。
⼩⽼弟倒是⼀點反抗都沒有，他本來就不喜歡吃這些甜點，但是

看到他這個便宜表哥這麼嘚瑟的樣⼦⼼裡也有點不爽，於是他睜⼤了
⼀雙顯得純良可愛的眼睛對李富貴說：表哥，我作業還沒有寫完，今
晚可以教我寫作業嗎？
李富貴噎了噎，狐疑地瞅了瞅⼩⽼弟，⼼想這個從⼩就被別⼈稱

為天才兒童的⼩⽼弟也會讓別⼈教他寫作業？
emmmm不對勁不對勁。
但是超興奮好不好！！！他可以！！！
天才兒童＝⼩⽼弟
李富貴＝⼩⽼弟的⽼師
所以，李富貴＝天才！
李富貴哈哈⼤笑，好啊好啊，什麼時候啊，今晚吃完飯還是現在

就開始啊？
⼩⽼弟：
⼩⽼弟：還是今晚吧。
總感覺，他這個便宜表哥好像有點不太聰明的亞⼦
好像耍了他也並不是很開⼼
就好像，就好像
就好像⾃⼰被耍了⼀樣？
傍晚，吃撐的差點⾛不動路的李富貴拉著⼩⽼弟到他房間教他寫

作業。
總感覺被耍的⼩⽼弟今晚異常的沉默，只是安安靜靜寫作業，刷

刷刷就寫完了三⾴。
李富貴不樂意了，表弟，你就沒有什麼問題想要問我的嗎？
⼩⽼弟頭也不抬，沒有哦，表哥。
李富貴嘟了嘟嘴，⼩⽼弟寫作業的時候他在旁邊偷偷瞄了幾眼，

⼩學題⽬沒什麼難度，哪怕是競賽題他也能做對個七七⼋⼋，所以就
興沖沖地等著⼩⽼弟問他問題，然後他就可以邏輯清晰、深⼊淺出地
和⼩⽼弟施展他的才華，從⽽收穫⼩⽼弟崇拜的星星眼。
但是！但是⼩⽼弟居然不問他問題！



他現在就像是學渣好不容易會⼀道題，特別渴望⽼師叫到他回答
問題，可平時經常叫他的⽼師這次偏偏不叫了的這種憋屈的⼼情！
李富貴⼼如死灰，眼神也開始飄忽起來，卻無意間⽤餘光瞥到⼩

⽼弟沒拉拉鍊的書包裡⼀抹花花綠綠的顏⾊。
咦，這是什麼？
李富貴的⼿下意識地往書包裡探去，就要摸到邊了，⼩⽼弟幼⼩

的⾝體突然像⼀頭巨型東北⻁壓在了書包上，發出了砰的⼀聲巨響。
別動！！
李富貴被嚇了⼀跳，下⼀秒，他回過神來，嘴⻆勾起了⼀抹邪惡

的笑，仿佛童話故事裡的反派⼤魔王。
表弟啊〜裡⾯是什麼呢〜快給哥哥瞧瞧〜
聲⾳悠揚⽽充滿誘惑⼒，在⼩⽼弟聽來就是厲⻤來索命了。
⼩⽼弟慘⽩著臉，抱起書包就往外沖，但是剛才吃癟了的李富貴

哪裡願意放過他，沖過去堵在⾨前不讓他出去。
⼩⽼弟被嚇的連連後退，他晃了晃腦袋，你這是以⼤欺⼩！
李富貴沒有絲毫愧疚，反⽽更加興奮，嘿嘿笑起來，沒錯，我就

是以⼤欺⼩，快把書包裡的東西給我看看！
然後就是⼀場混戰。
⼩⽼弟雖然是天才兒童，但是他的⼒氣怎麼能⽐得過⽐他⾼了⼀

倍的李富貴呢，;後毫無疑問，李富貴成功搶到了書包，⼩⽼弟在⼀
邊滿臉憤憤地瞪著他。
李富貴打開書包，得意地從書包裡拿出那本花花綠綠的書，下⼀

秒，他的笑容僵在了臉上。
《四⼤公主VS四⼤王⼦》？
封⾯上，五顏六⾊的四個公主各⾃躺在五顏六⾊的四個王⼦的懷

裡，其餘部分⽤七彩的花瓣填滿了整個⾴⾯，中間還有⼀個;惹眼的
粉⾊愛⼼，中間⽤花哨的藝術字騷氣地寫著：

LOVE〜
⼩⽼弟的臉上染上⼀層薄紅，也不知道是羞的還是累的。
李富貴表情僵硬地看了他⼀眼，突然，房間的敲⾨聲響起，李富

貴清了清嗓⼦，請進。
王媽端了兩碗椰奶芋圓進來，少爺們，學習⾟苦，吃點兒夜宵

吧。
李富貴，好的王媽，我們會吃的。



天已經完全⿊了下來，初秋的知了苟延殘喘地叫了兩聲。
⼩⽼弟點了根煙（不是），吃了⼝芋圓，表情悠遠⽽滄桑。
這是珍珍喜歡的。
李富貴問，珍珍是誰？
珍珍這個名字讓他想起了粉絲後援會會⻑尹真真。
⼩⽼弟臉紅了⼀下，是我的同桌。
李富貴意味深⻑地哦了⼀聲，是喜歡的⼥孩⼦啊。
同時在⼼裡吐槽著，為什麼現在的⼩學⽣都有喜歡的⼥⽣了⽽他

卻沒有！
於是他好奇地問，你是怎麼喜歡上她的？
⼩⽼弟有些不好意思，三年級的時候我剛轉學，第⼀天司機送我

上學的時候差點撞到⼀個⼥⽣，司機想給她賠償⾦她卻不要，把我狠
狠罵⼀頓就⾛了。
李富貴點了點頭，然後呢？
⼩⽼弟害羞地低下頭，然後我就發現我有⼀點點喜歡上她了。
李富貴：
嗯？？？？？？？
他還在震驚著，⼩⽼弟還在旁邊描述著他們之間甜蜜的故事，⽽

且所有的⼥⽣都崇拜我，想跟我在⼀起玩，她卻總是躲我躲的遠遠
的，我靠近她她還罵我。
然後我就覺得這個，這個⼥⽣好有趣，和那些因為想要我的玩具

⽽靠近我的⼥⽣都不⼀樣。
李富貴：已經無⼒吐槽了好嗎！
李富貴真誠地想問問他這⼩⽼弟，你是不是抖m啊，就那種，電

視劇裡很常⾒的那種？
或者，是不是你們家裡⼈都喜歡這種調調，舅媽的脾氣也特別⽕

爆來著。
李富貴想起他的舅舅和舅媽的愛情故事。
當時他還在初三，有⼀天突然被舅舅打電話讓他去參加他的婚

禮。
在婚禮上，舅舅和他新晉的舅媽聊起了他們的愛情故事。這其實

並不是秘密了，他們兩個⼈的⽠已經被全國⼈吃了個七七⼋⼋，有⼀
段時間甚⾄持續佔據了娛樂板塊的頭條。
事情，要從那個記憶混亂的夜晚說起



英俊多⾦的總裁和醉酒不⼩⼼⾛錯房間的貌美⼥⼈，在度過了你
們都懂的夜晚之後，⼥⼈意外懷上了他的孩⼦，但是得知總裁的私⽣
活混亂後⼥⼈離開了祖國，去外國進修服裝設計，並把孩⼦⽣下來獨
⾃撫養，那個孩⼦也就是⼩⽼弟天才兒童賀雲澈。
多年之後，成為國際知名設計師的⼥⼈帶著她的兒⼦回國，意外

和總裁⼆度春宵，總裁感慨著那個⼥⼈的味道真是該死的甜美，在經
歷了賀總裁和這個孩⼦⻑的就像⼀個模⼦刻出來的種種事件之後，⽗
⼦倆成功相認，並在和⼥⼈相處的過程中逐漸愛上了⼥⼈，然後就結
婚HE了。

 

第3章
在外⼈眼裡賀向榮總裁在商界翻雲覆⾬，說⼀不⼆，雷厲⾵⾏，

只有深⼊內部的吃⽠群眾李富貴才知道，在證實突然冒出來的⼩⽼弟
確確實實是他的崽之後，賀向榮經歷了他姐賀興興（也就是李富貴⽼
媽）和賀⽼爺⼦的混合雙打，場⾯⼀度⼗分慘烈。
⼩⽼弟還在嘰嘰喳喳地說他和珍珍的事，珍珍和她⼀個鄰居關係

特別好，他們倆從⼩⼀起⻑⼤的，會不會
李富貴不以為然，你才幾歲啊，你們⼀起讀書，過幾年你們也是

從⼩⼀起⻑⼤的了。
今年⼗歲的⼩⽼弟卡了殼，好像、好像有點道理？
還有⼀句話李富貴沒說出⼝：更何況，根據他多年的經驗，⽵⾺

⽐不過天降是恒古不變的真理！
李富貴露出成年⼈⾼深莫測的微笑，拍了拍⼩⽼弟的肩膀，所以

不要⼤意的上吧，表弟！
⼩⽼弟正感動著，突然
啪！
在⻑達⼀個⼩時的欲⾔⼜⽌，⽌⾔⼜欲，蠢蠢欲動之後，李富貴

終於做了⾃從下午⾒到他就⼀直想做的事。
突然被拍了腦袋的⼩⽼弟⼀臉懵逼，捂著他的⼩腦袋不敢置信地

看著收回⼿的李富貴。
偏偏李富貴還不要臉地問⼀句：我這樣打你，你會喜歡我嗎？
聽了⼀個多⼩時珍珍對⼩⽼弟做的事，⼩⽼弟還喜歡上她了，李

富貴突然想試驗⼀下。
他緊張⽽期待地看著⼩⽼弟。



只⾒⼩⽼弟的表情從懵逼，到憤怒，眼裡逐漸積攢起淚⽔，;後
哇的⼀聲哭出來。
哇哇哇哇哇哇嗚嗚嗚你欺負我我要告訴我媽哇哇哇哇哇哇嗚嗚嗚
第4章 冷酷王⼦尉遲徵
好話說了⼜說，終於把⼩⽼弟哄好了，可這貨眼淚這才剛收回去

吧就開始冷酷地提各種要求，眼裡的不屑和狂傲重出江湖。
;後還順⾛了他的遊戲機和床底下藏著的⼀箱零⻝。
李富貴才不會告訴他裡⾯有⼀包乾脆⾯過期了呢，哼。
把⼩⽼弟提溜回給他收拾好的客房後，李富貴回到⾃⼰房間，準

備去浴室洗完澡就睡覺。
然⽽有股神秘⼒量吸引住了他的視線。
那股神秘⼒量在桌⼦上散發著七彩的光芒，它忽遠忽近，欲拒還

迎，格外奪⽬，格外誘⼈，仿佛有條千年的美⼥蛇在誘惑著他：來啊
〜快活啊〜
就在耀眼光芒的中⼼，⼀本五顏六⾊花裡胡哨的書靜靜地躺在桌

⼦上。
《四⼤公主vs四⼤王⼦》
李富貴頓了頓，喃喃道，賀雲澈怎麼把這本書落下了。
他⼼想管它呢，現在洗澡睡覺才是;要緊的，然⽽他的視線被那

本書牢牢勾住了，當他回過神時，他發現⾃⼰已經站在了這本書⾯
前。
李富貴：咳咳。
⼿指悄悄爬上書桌，按在了書上。
那就、那就看⼀⼩會兒？
像是終於下了什麼決⼼⼀般，李富貴喜笑顏開，露出了⼀排⼤⽩

⽛，他光速拿起書，猛地⼀下趴在床上，興沖沖地翻開第⼀⾴。
楔⼦是⼈物簡介，四個公主四個王⼦再加兩個惡毒⼥配，從他們

的名字⾝份年齡頭髮顏⾊性格星座再到喜歡的東西擅⻑的東西⼀⼀介
紹，⼀應俱全。
李富貴無趣地撇了撇嘴，這是寫還是⼥媧造⼈還是投⼯作簡歷

啊，要不要把他們⼀歲的時候⽤的什麼牌⼦的尿布也寫上。
不過問題不⼤，繼續。
正式到了第⼀章 。
開頭是景物描寫。



【克利斯蒂貴族學院佇⽴在市郊的⼀⽚巨⼤的空地中，校址占地
120萬平⽅⽶，從鑲⾦的⼤理⽯⼤⾨⾛進去，名貴的樹⽊和花叢鋪滿
整個校園，歐式⾵格的建築群鱗次櫛⽐，精緻的如同城堡⼀般佈局優
美⽽嚴謹地排布著。這裡，是所有富⼈⼦⼥即使頭破⾎流也要擠進的
聖地，是上流社會的敲⾨磚。】
李富貴驚訝了⼀下，這和我的學校還挺像的。
校址占地120萬平⽅⽶氣派是氣派，就是平時容易迷路，⾛到教

室容易累趴⽽已。
鑲⾦的⼤理⽯⼤⾨貴氣是貴氣，就是每天都會擔⼼發⽣踩踏事

件，更擔⼼哪⼀天被踩死的是⾃⼰。
名貴的樹⽊和花叢佈滿學校空氣清新是清新，就是夏天⽐較招蚊

⼦，還要⾛在路上容易看到⼩情侶躲在⼩樹林接吻，⽣氣，嫉妒。
好吧，景物描寫跳過，繼續。
滴答滴答滴答
時針悄悄轉到兩點鐘。
【神聖莊嚴的禮堂裡，王⼦們各⾃牽著⾃⼰的公主，幸福地⾛向

婚姻的殿堂。四公主和四王⼦，他們⼋個⼈終於都找到了屬於他們⾃
⼰的幸福。（全⽂完）】
李富貴：
emmmm...怎麼說呢
就是那種有很多想要吐槽的卻不知道從哪裡開始吐起的感覺。
就是那種明明知道是雷⽂卻⼜不知怎麼就看完了的感覺。
咳咳，First of all，這個CP配置啊，他尼瑪都傻眼了都，這到底是

搞物件還是排列組合啊，怎麼⼋個⼈剛好就組成四對了呢？中間沒有
什麼A喜歡B、B喜歡C、C喜歡D的情感糾葛就精准連線了？連線題都
沒有這麼百發百中啊！就像上帝把⼀堆男⼥原材料塞進⼯廠，加⼯，
包裝，⽣產出來的是⼀包⼜⼀包⼩情侶，由於情侶太多導致產品滯銷
供過於求，跳樓價⼀包⼩情侶只要9塊9啊！

Second，楔⼦的⼈物簡介已經把主⻆的屬性都分配好了，公主們
⼀個⾼冷⼀個嫵媚⼀個溫柔⼀個可愛，⽩紙⿊字寫的明明⽩⽩的，平
均分配，誰也不多拿⼀點，誰也不占誰的便宜，可是怎麼⼀到⽂裡這
個⾼冷公主就時⽽⾼冷時⽽嫵媚時⽽溫柔⼜時⽽可愛了呢？作者你這
樣不⾏啊，你這是搞特殊！你當了爹就得把⼀碗⽔給端平了，你不能



像這樣偏袒⼀個公主就把其他公主落下了，這樣你讓其他公主怎麼
想？反正他這個讀者是看不下去了！

In addition，作者為了把四個公主寫的⽜逼哄哄，除了把她們設
定為世界第⼀殺⼿之外，還為她們增加了雖然我是哈佛/劍橋/⿇省理
⼯已經畢業的博⼠後，但是為了體驗久違的校園⽣活選擇回到貴族學
院上學的這種設定，⾮常平平無奇，就只是隨便出⼀道數學題就能難
倒全世界數學教授並成為數學界未解之謎載⼊史冊這種程度⽽已。
說到這李富貴不禁想到他有⼀個親哥，很不巧現在也在哈佛攻讀

經濟學博⼠，如果李富貴問他願不願意來聖安複讀體驗⼀下⾼中⽣的
⽣活，當然，直接問太傻逼了，好像他看了什麼四⼤公主和四⼤王⼦
的奇奇怪怪的⼀樣，所以他在後⾯⼀定要打親情牌，說我我⼀個⼈在
學校，⾵好⼤，我好怕，然後他哥⼀定會冷漠⽽不失嫌棄地回答：弟
啊，櫥櫃裡還剩⼀些兒童奶粉，快讓王媽沖給你，別餓著⾃⼰。
說起他哥，賀安康（他哥隨⺟姓，他隨⽗姓），那可是跟他完全

不⼀樣，他哥三歲因為太過聰明被譽為神童，以他的智商和學識來說
完全可以跳級，但是爸媽為了讓他有⼀個完整的童年就讓他慢慢讀
書，多交朋友。但儘管這樣他還是養成了⼀個冷漠的性格，⼼裡除了
家⼈就只有學習，將來毫無意外是要繼承家產的。
不過也正因為賀安康這種上進⼜讓⼈省⼼的性格，他爸媽近幾年

也開始放下⼯作，出去旅遊，享受⽣活，這不，昨天他們還從某島嶼
給李富貴發了幾張照⽚，先禮貌性地問兩句他的學習和⽣活怎麼樣，
第三句⾺上進⼊正題，富貴兒啊，這兒的⾵景真的好好吧啦吧啦吧啦
吧啦
果真是親爸親媽，在他開學後才去旅遊也就算了，還要特地打電

話來刺激他們的兒⼦。
(ノ=Д=)ノ┻━┻
咳咳，扯遠了，讓我們回到這本上。
Finally，就是啊，在這本的⼈物配置上，有個地⽅讓他有億點點

在意
⽽且是越來越在意，逐漸抓⼼撓肝的那種，怎麼都在腦海中揮之

不去。
雖然這本讓⼈⾮常迷惑，看著看著就讓⼩朋友有很多問號，但是

由於它對貴族學校的設定和王⼦的設定都和李富貴的現實⽣活⾮常相
似，所以李富貴就把它當作⼀直在抽象的寫實派。



既然是寫實派，就不得不讓他把裡的設定和現實中的⽐較起來。
所以他越看到後⾯，就越難受。
那就是
在這本裡，有四個王⼦。
就像四個公主分別有⾃⼰的屬性⼀樣，四⼤王⼦也都有⾃⼰的屬

性：冷酷王⼦、邪魅王⼦、溫柔王⼦和可愛王⼦。
在聖安，邪魅王⼦是淩哲夜，溫柔王⼦是歐陽宇，可愛王⼦是祁

軒，那麼
冷酷去哪了！冷酷！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啊！！！！
三缺⼀啊兄弟！
這就像拼圖缺了⼀塊、書本少了⼀⾴、抽卡怎麼都抽不到;後⼀

張SSR⼀樣難受啊啊啊啊啊！！
強迫症犯了有⽊有！
收集癖很難受有⽊有！
為什麼三缺⼀為什麼三缺⼀為什麼沒有冷酷為什麼沒有冷酷為什

麼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
惡魔在他⽿邊低語：就是三缺⼀啊嘿嘿嘿〜
李富貴越想越難受，在床上翻來覆去翻來覆去，怎麼也睡不著。
早上六點，清晨的陽光照射在李富貴⽣無可戀的⿊眼圈上，陽光

雖暖，卻驅不⾛李富貴⼼中的陰霾。
他遊魂似的⾛進教室，迎來林殊的⼀聲驚呼：富貴兒，你昨晚⼜

做賊去了吧！
這個⼜字就很有靈性。
李富貴擺擺⼿，往桌⼦上⼀趴，快別說了，讓我睡⼀會
下⼀秒。
李富貴：zzZ...
林殊：
他輕歎了⼀聲，瞧把孩⼦累的。然後就讓他睡覺了。
不知過了多久，李富貴睡的迷迷糊糊的，半夢半醒中好像聽到惡

魔⼀樣的新班主任的聲⾳。
什麼呀，吵死了，還讓不讓他睡覺啊不！別⾛！冷酷你快回來！

回來zzZ



突然，有⼈猛地推了推他的胳膊。
李富貴皺了皺眉，不滿地抬起頭。
迷迷濛濛中，對上了⼀雙黝⿊冰涼的眸⼦。
班主任的聲⾳響起，尉遲同學，你就坐在李富貴同學旁邊吧。
那⼈點了點頭，朝李富貴這邊⾛過來。
李富貴靜靜地看著轉學⽣越⾛越近，;終站在他⾯前，那雙淡漠

的雙眼似不近⼈情，渾⾝上下散發著⼀種冷意。
李富貴：
尉遲徵：
兩⼈四⽬相對，相顧無⾔，空氣中似乎彌漫著⼀種針鋒相對的激

烈的□□味，⼤戰⼀觸即發！
終於來上課的祁軒皺了皺眉，低聲對前桌歐陽宇說，他們倆好像

不太對頭。
歐陽宇也微微蹙眉，柔和的眼睛裡有著不易察覺的擔憂，嗯
沒有⼈知道，處在⾵暴中的李富貴的⼼情。
李富貴表⾯淡定，內⼼狂喜。
出現了！冰⼭王⼦！
冰⼭尉遲徵√
溫柔歐陽宇√
邪魅淩哲夜√
可愛祁軒√
四⼤王⼦！集合！
收集度99%→100%
全圖鑒get！√
第5章 旋⾵抄作業⼤法
⼩林⼦，你知道我現在是什麼⼼情嗎？
課間⼗分鐘，李富貴對前桌林殊說。
什麼⼼情？
林殊漫不經⼼的回頭，下⼀秒就被李富貴仿佛散發著的⾦□□⾊震

住了，你你突然變得好精神？
林殊驚奇道，⿊眼圈也不⾒了！
李富貴滿臉舒爽，⼀掃之前的頹靡，從頭到腳容光煥發，整個⼈

似乎散發著（嗶）（嗶）事後的饜⾜和輕鬆。



李富貴陶醉地閉上眼，那當然，我現在就像是⼀下⼦剝開⼤半個
雞蛋、從床底下找到;後⼀⽚拼圖、把優酪乳蓋⼦上的優酪乳全部舔
乾淨、捏爆整個塑膠泡泡包裝、免費單抽出圖鑒上;後⼀個SSR⼀樣
快樂！
林殊抽了抽嘴⻆，那還真是挺快樂的哈。
今早上課前，李富貴與尉遲徵四⽬相對，正當全班同學都認為他

們下⼀秒就要打起來的時候，李富貴伸出了⼿，你好，我叫李富貴。
尉遲徵握住了他的⼿，尉遲徵。
然後轉學⽣就坐下來，開始上課。
令⼈提⼼吊膽的畫⾯並沒有發⽣，全班同學不約⽽同松了⼀⼝

氣，同時還有點⼩遺憾（？）
也許有⼈會認為，新同學打招呼僅僅說名字有些冷漠，但是這對

於他們來說已經⾜夠。畢竟頂層富豪圈⼦這麼⼩，誰不認識誰啊，細
⼼⼀點的還能把對⽅世代的家族譜都背出來。
歐陽宇⼩時候尿褲⼦還是李富貴去告的狀呢。
但是尉遲徵他們還真不太熟悉，只知道⼀些基本的資訊，因為他

從⼩就⽣活在國外，社交宴會之類的場合也甚少⾒到他的⾝影，A班
同學對於他，也只知道他是四⼤家族之⼀的尉遲家的繼承⼈，是⾮常
需要搞好關係且忌憚的物件。
當然，還⾮常帥！！！
李富貴不經意瞥到尹真真⼀眼，果然後援會會⻑兩眼放光，嘴⻆

勾著不明的笑容，同時抬了抬眼鏡，就連後腦勺都寫著四個字：我要
⽇萬！
說實話，李富貴有點懷疑《四⼤公主vs四⼤王⼦》這本就是後援

會會⻑寫的。
早上第⼀節 課是歷史課，⽼師的聲⾳像和尚念經似的在他⽿邊嗡

嗡作響，李富貴聽著聽著，睜著的眼睛逐漸變成半睜，腦袋也跟打地
⿏似的⼀點⼀點，他啪啪拍了拍⾃⼰的臉，想要強⾏提起精神，結果
不⼩⼼轉頭⼀看，嘿，冷酷王⼦趴在桌⼦上睡的正⾹呢。
李富貴⻁軀⼀震！
李富貴從⼩就有⼀個做惡霸的夢，惡霸的宗旨就是能占的便宜就

⼀定要把它給占了，什麼都能吃就是不能吃虧（咳，當然，屎也不能
吃），所以他現在還在睡覺和聽課中苦苦掙扎呢，他這個新同桌居然
就已經沉浸在甜美的夢鄉了，這還得了？！



 

第4章
少睡了半節課的李富貴覺得⾃⼰虧了⼀個億。
於是他決定及時⽌損，腦袋往桌⼦上⼀趴，以運動冠軍五⼗⽶短

跑的速度沖去和周公下棋了。
睡的正⾹的李富貴選擇性地遺忘了，他在睡覺，⽽其他同學在聽

課，少聽了⼀節課不也是虧了⼀個億？
下課鈴響起，上課鈴⼜響起，李富貴無知無覺地睡了個昏天⿊

地，他還做了⼀個夢，夢裡他變成了⼀名英俊的勇者，穿著鎧甲提著
劍，⼀劍⼀個⼩boss，簡直不要太爽！
直到惡魔的聲⾳從⽿膜順著腦神經飄進他的夢裡，讓⼩boss蠢萌

的臉瞬間變成他班主任魔⻤的臉，張⼤嘴巴變成⾎盆⼤⼝⼀⼝就把李
富貴給吃掉了。還嚼了兩⼝，吧唧脆，雞⾁味！

Game Over！
李富貴蹭的⼀下被嚇醒了。
他⼼有餘悸，擦了擦鬢⻆冒出的冷汗，同時聽⾒⼤boss班主任

說：好了，課代表現在把作業收上來吧。
！！！！！
李富貴：嗯？？！！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聽到驚呼的林殊回過頭來，⼩聲地問他：怎麼了？
李富貴絕望地呐喊，我忘記寫作業了！
林殊驚了⼀下，他先回頭看了看站在⾨⼝的班主任，後者應該是

接了哪個領導的電話，沒有注意到這邊。
林殊重新回頭，疑惑，你上節課不是跟我說你昨晚教你表弟寫作

業嗎，怎麼會忘記？
李富貴整個⼈都崩潰了，對啊，我教我表弟寫作業但是我忘記寫

⾃⼰的作業了啊啊啊啊！
林殊：
林殊嘴⻆抽搐了⼀下，還是不能接受他朋友居然這麼蠢，這讓他

微妙的有點沒⾯⼦，雖然只要他不說就沒⼈會知道，真的忘記了？
李富貴頓了⼀下，眼神飄忽，嘴裡含糊不清，額，這個、那個就

是剛開始我是記得的，但是我選擇性地把它拋在⼀邊，後來慢慢的就
真的忘記了



林殊忍不住吐槽，你總是能精准地遺忘⼀些不想回憶起的事呢。
或許他還能把李富貴稱之為⼼理學帶師。
李富貴不滿地癟了癟嘴，你別再說⾵涼話了啦，快把作業借我抄

抄，⼈命關天！
林殊就把作業借給了他。
下⼀刻，天空烏雲密佈，電閃雷鳴，⼀股妖⾵呼嘯⽽起，猶如千

軍萬⾺奔湧⽽來，其威⼒不亞於北美的⿓捲⾵！⼥⽣的裙⼦被掀起，
試卷和書本亂⾶，所有⼈不得不緊緊扣著桌⼦才不會被吹翻這⼀刻，
這間教室猶如⼈間煉獄！
尉遲徵皺了皺眉，睜開了⾃從第⼀節 課就沒有睜開的眼，不明所

以地看著周圍。
狂⾵⼤作，在⼀⽚混亂之中，同學們⼀邊保命⼀邊往妖⾵的源頭

望去。
A班同學：驚！
這是！這是！！
旋⾵抄作業⼤法！
畫⾯中，只⾒李富貴奮筆疾書，握著筆的⼿刷刷在作業本上⼀秒

⼀⾏，速度快到讓⼈無法⽤⾁眼捕捉到他的動作！同時因為速度極
快，在筆間形成了⼀股強勁的氣流，呼嘯著往教室擴散，在教室內掀
起⼀股颶⾵！
如果不是現在保命要緊，全班同學都想給李富貴⿎掌了。
同樣作為多年闖蕩校園的江湖中⼈，沒有⼈不知道這個秘技，也

沒有⼈不嚮往這個秘技，那就是：旋⾵抄作業⼤法！修煉這個秘技的
⼈即便平時是⼿殘，在抄作業的時候也能夠發揮出超常的速度⼀秒⼀
⾏，同時在周圍卷起旋⾵。這對於每⼀個在校園裡打拼的俠⼠都⾮常
有⽤，但很可惜，即使每個⼈都修煉這個秘技，卻不是所有⼈都能夠
學有所成的，⼤多數⼈只能學得這個秘技的⽪⽑，卷起的氣流頂多在
夏天給⾃⼰扇扇⾵，還不如⼩⾵扇來的爽快，但是李富貴！他不⼀
樣！
看！即使李富貴掀起的氣流強度堪⽐北美⿓捲⾵，能輕易地把他

們吹⾶，但是他依然直直地坐在⾃⼰的位置上，不動如⼭！再看看他
的眼神，⽬光如炬！對周圍惡劣的環境視若無睹，眼睛堅定地看著⾃
⼰的作業，筆⾶快地揮動，顯然已經達到了⼈筆合⼀的境界！
毫無疑問，李富貴可以堪稱修煉旋⾵抄作業⼤法的⼀代宗師！



事後，⽬睹了整件事情的經過的不願意透露姓名的某位A班同學
接受了聖安校報記者的採訪，他眼神恍惚⽽悠遠，似是當時的場景重
現在眼前，他卻不願多吐露⼀字⼀句，只是故作⽞虛精神恍惚地說了
⼀句，如果世間有神明，那也不過如此了。
再返回到A班現場，狂⾵繼續呼嘯，宗師李富貴抄到;後⼀⾏，

他的眼裡爆發出希望的光亮，突然，⼀個⾼⼤的⼈影籠罩了他，李富
貴疑惑地抬起頭，下⼀秒，⾬過天晴，天空甚⾄留下了⼀道彩虹。
郝歌葛⿊著臉：李富貴，把林殊同學的作業給我。
李富貴打哈哈，好的⽼師，我這就把他的作業和我的作業⼀起交

了。
郝⽼師冷笑道，抄別⼈的作業就別交了。
李富貴⽴⾺正⾊，義正⾔辭，這怎麼能是抄呢！我只是借鑒⼀下

林殊同學的作業，我覺得他的作業⾮常優秀，⽼師你看這優美的字
跡，這充滿邏輯的解題步驟，這清晰的思路，這對我們這些學物理困
難的同學是多麼⼤的幫助啊！
郝歌葛：
郝歌葛：你下課來我辦公室。
他頓了頓，改變了主意，算了，現在就跟我⾛吧。
李富貴：QAQ
李富貴苦著⼀張臉跟在班主任的⾝後，離開的那⼀瞬他好像對上

他那新同桌的眼神。
那雙向來淡漠的不帶⼀絲感情的眸⼦裡出現了⼀種李富貴輕易就

能看懂的情緒。
⼈們把這種情緒叫做
無語。
第6章 李富貴怒懟班主任
李富貴⼀臉灰敗地回到教室。
林殊看他的表情，⼩⼼翼翼地問：他體罰你了？
林殊能有這樣的猜測也是因為之前班主任讓他們跑步這件事太過

深刻。
李富貴卻搖了搖頭，沒有。
林殊，他讓你放學去補課了？
李富貴再次搖搖頭，也沒有。
林殊忍不住了，那他怎麼你了？



李富貴⼀臉絕望，他讓我做物理課代表！
林殊：臥槽！！
他同情地拍了拍李富貴的肩膀。
在A班，課代表⼀直是⼀個吃⼒不討好的活，⾸先是催這群富家

⼦弟交作業就很難辦到（當然，這並不是說他們是不學無術的紈絝⼦
弟，只是他們志不在此，⽐起寫⼀些無⽤的作業，他們更願意花時間
去學習管理公司的課程），⽽且，雪上加霜的是，李富貴還是物理課
的課代表
想到李富貴慘不忍睹的物理成績，林殊再次⼼疼地拍了拍好友的

肩。
拍著拍著，發現他把他的校服都拍皺了，於是⼜⼀次啪啪地拍了

拍。
李富貴皺了皺眉，你⽼拍我肩膀幹嘛？
林殊咳了咳，我這不是安慰你嘛。
李富貴，你安慰我幹嘛，我拒絕了他。
林殊傻眼了，哈？？
李富貴得意地咧開了⼀排⼤⽩⽛，他讓我做物理課代表，我什麼

都沒想就拒絕了。
說完，他極度膨脹地哼了聲，不愧是我。
林殊收了收⾃⼰因為震驚得⼤張差點脫⾅的下巴，你、你沒有省

略什麼細節嗎？
被拒絕了就放⼈⾛，這可不像這個魔⻤班主任會做的事。
李富貴就給他複述了⼀遍他和班主任的對話。
「郝歌葛：李富貴，那你來做我的課代表吧。
李富貴頓時驚恐：不要！
郝歌葛微微詫異，隨後眯了眯眼，陰惻惻道：那我只好打電話給

你家⻑了。
李富貴想了想，囂張了起來：那您打吧，他們;近在國外度假，

不會管我的。
郝歌葛這次是真的震驚了。
俗話說的好，做⼈不要專挑硬⻣頭，軟柿⼦捏起來不⾹嗎？⾃認

不是個東西的郝歌葛⼀進A班就盯上了他認為A班;軟的柿⼦，那就是
李富貴。可以正當他得意洋洋地⼀⼝咬上這個柿⼦的時候，才發現它
裡⾯是個堅硬的⽯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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