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楔子 

八年前 

真不可愛啊……十八歲的葉子丹撇著嘴，看著不及自己腰身高度的小小人兒，心中忿忿，向天翻

了一個大大的白眼。 

他是被家丁從京城第一花樓—仙龍閣的花魁娘子床上拉下來的。 

自從知道他那宰相父親和賢妃姊姊要把他安插到太子的身邊，做什麼太子太傅之後，年少輕狂的

葉子丹就一頭紮進了花街，擺明了要和他爹爹作對。 

反正在世人眼中，他葉子丹就是一個不學無術的紈褲子弟，不屑為了姊姊的野心犧牲自己的自由。 

比起求取功名、拜相封侯，葉子丹更嚮往的是詩畫江湖、縱情寫意的人生。 

他愛美人，愛美酒，愛死這春色盎然的自由空氣，又怎麼甘心被束縛進那小小的宮殿，成為他人

的棋子？ 

只是，在葉家勢力遍布的京城，他又能逃到幾時？因此最終狼狽地被人從床上拖了下來，被打扮

得清清爽爽，以標準「為人師表」的模樣站在了朝華宮門口。 

「你就是太子劉薄？」葉子丹淡淡地道。 

行了拜師禮後，皇上、皇后、姊姊、父親都離開了書房，只剩下一人端正坐在席子上。 

劉薄抬起腦袋，一言不發地看著他。 

葉子丹心想，這孩子雖然一身貴氣打扮，卻沒有同齡皇族該有的跋扈囂張，甚至比起一般孩子都

來得文靜。 

和這個文靜的孩子比起來，自己明明已經十八歲了，為何會顯得如此的幼稚和狼狽呢？ 

「為什麼不回答我？剛才的拜師禮上，太子殿下也沒有按照定例問安。」葉子丹皺眉。唉，居然
對一個小童如此咄咄逼人，他簡直幼稚到極點了。 

小小的手指拿起毛筆，劉薄在紙上寫下了幾個字。 

先生不知道薄兒聽不到也不能講話嗎？ 

工整秀麗的筆跡略帶稚嫩，卻看得葉子丹猛地一驚。 

自己要教導的，是一個聽不見也不會說話的孩子？ 

天，父親和姊姊真會折磨自己！ 

手中的摺扇幾乎被葉子丹折斷，恨恨地咬著牙，他怒氣更甚……不對。 

「既然聽不見，你怎麼知道我方才說了什麼？」他瞇起眼。 

薄兒並不知先生說了什麼，不過看先生蹙眉的模樣，應該是在詢問薄兒的不回話，因此才如此回

答。 

原來是這樣啊……葉子丹點點頭，表示理解。 

先生不喜歡給薄兒教書嗎？寫完這句，劉薄停下筆，抬起梳著兩個總角的小腦袋。 

葉子丹不置可否，沒有點頭也沒有搖頭，存心想看看他會有什麼反應。 

忽地，劉薄挑釁似的一笑，低頭寫著：薄兒也不喜歡！ 

葉子丹瞪大眼睛，扇子差點滑落在地。 

不過也就驚愕那麼一會兒，他倒是正視起這個不起眼的太子。 

細細的眉眼勾起，透出譏諷之情，此刻的小太子與剛才在皇帝等人面前的克己穩重截然不同……

究竟哪個才是太子的真面目？ 



這神情只持續了短短一瞬，劉薄就又恢復了平常的表情，變得低眉順目起來。 

弟子不良於言，還請先生恕罪，先生請授業吧。 

葉子丹看著劉薄用毛筆將剛才「逆師」的文字輕輕抹去，又寫上了符合身分的溫順話語，接著抬
起頭，溫柔地朝自己一笑，好似什麼都沒有發生過。 

「喀嚓……」 

葉子丹聽到自己內心傳來了一記輕輕的、微小的破裂聲。 

從十四歲就開始混跡花街柳巷，年少輕狂的他，居然因為一個尚未成年的孩子心動了！ 

那年，葉子丹十八，劉薄十歲。 

第一章 

五月，皇宮裡石榴花開得最好，整個宮殿彷彿被映在了深深的紅色中，宮人們勤勞地穿梭在花叢

和遊廊間，掃著永遠都掃不乾淨的殘花和落葉。 

劉薄身著一襲杏黃色的常服，低著頭，緩緩地走在通往皇后所住的椒淑宮的路上。 

十八歲的年紀，這位未來的儲君有著一張只能算是秀氣的臉龐，纖細的眉毛，細長的眼睛，薄薄

的嘴唇，波瀾不驚的眼神和單薄的身材。 

沒有太子的威儀，沒有貴胄的張揚，如果換下身上這套織工精美的衣服，他看上去就只是個白面

書生而已。 

一朵橘紅色的花朵從樹梢悠悠蕩蕩地飄下，劉薄抬起頭，用那雙略顯修長的眼睛看著落英緩緩墜

地，腳步放慢。 

帶著夏日潮氣的暖風緩緩拂來，吹起劉薄腰間長長的綬帶，也帶起了他臉頰邊垂落的長髮，飄然

的身影總算多少顯出了皇室的矜貴。 

四、五個隨身服侍的宦官穿著藍色宮服排成兩排，有條不紊地跟在劉薄的身後。 

隊列緩緩地行進著，宮人們遠遠地見到太子一行人，紛紛退到一邊跪下，望著隊列漸漸走遠。 

「砰！」 

突地，走廊的盡頭不知是哪個人碰翻了欄杆上的擺設，一個酒紅色雙耳花瓶摔下，眾宮人聞聲都

挺直了腳步抬頭張望，唯有劉薄一人，依然不為所動地繼續前進。 

花瓶一路沿著青石板磚從走廊那頭滾了過來，徑直到了劉薄的腳邊，然後猛地炸開，灑得一地碎

片。 

劉薄這才停住了腳步，驚訝之餘微微蹙眉。 

「哪個不要命的，居然敢驚擾太子！」站在太子身後的宦官張同跳了出來，指著地上的碎片，用

他那雌雄難辨的嗓子高聲叫道：「快站出來，看咱家怎麼收拾你！」 

「太子饒命！張公公饒命！」 

只見一個年紀不過十五、六的小宮女急忙走過來，「撲通」一聲跪下，纖細的背脊瑟瑟發抖。 

「好大的膽子，來人啊，給我拿下！」 

張同尖銳地高叫著，誰也沒有注意到他身邊的劉薄微微皺起了眉頭。 

「張、張公公饒命啊！奴婢剛進宮，什麼都不知道，這才會驚擾到太子殿下的……」小宮女結結
巴巴地道。 

眼看侍衛們將自己包圍，她也不知道從哪裡生出的膽子，一下撲到了劉薄的腳邊，抱著劉薄的小

腿哭得梨花帶雨，抬起頭高聲呼救，「太子殿下，求您救救奴婢吧！奴婢不是有意的，奴婢真的



不是有意的！」 

劉薄的眼睛瞥了小宮女一眼，隨後，俯下腰。 

小宮女的雙眼微微發亮，彷彿看到了生的希望，「殿下，求您救救奴婢！」 

劉薄低下頭，午後的陽光照在他年輕的臉龐上，讓他平凡的五官變得生動起來。 

看到劉薄緩緩地從廣袖裡抽出手，像是要扶起自己，小宮女感激地伸出了自己的手。 

卻見劉薄彎下身子，伸手稍稍整理了下被水濺到的衣服下襬後，隨即起身，眼皮也不抬地繼續向

前走去。 

「殿下……殿下！」小宮女難以置信地看著劉薄遠去的背影，猶自伸在空中的手僵硬地定格。 

張同急急忙忙地跟上了劉薄的腳步，一邊回頭對著周圍看熱鬧的宮人們說道：「看什麼看？都幹

活去！那邊的侍衛，把這個丫頭拉下去治罪！」 

人群頓時鳥獸散，只留下一個侍衛走到小宮女身邊，蹲下身子，「向太子求助？妳不知道殿下他

聽不到也說不出嗎？看來妳真是剛入宮的。」 

「什麼？太子他是個……」小宮女的眼睛猛地瞪大。 

「沒錯，當今的太子是個不折不扣的啞巴！」 

母后。 

椒淑宮內，劉薄張開臂彎，朝著對面正坐的女子行了一個大禮，嘴唇微動，卻沒有聲音。 

薄兒起身吧。 

對面雲髻高聳的女子笑容可掬地抬起手掌，她畫著淡淡的妝容，長著一副和劉薄相似的面容。 

安靜，秀氣，不嬌不媚，沒有牡丹的艷麗，沒有芍藥的雅致，卻有著獨特的風韻，彷彿春天的迎

春花，。 

也許是太過平淡的關係，比起那些年輕時美艷逼人，年紀漸長後卻也老得迅速的女子，這位王皇

后的臉龐卻是幾年如一日沒有什麼變化，一如既往地安寧溫和。 

她便是劉薄的母親，當今皇上的正妻王依雲，掌管著鳳印，母儀大章國的女子。 

同時，也是一個啞子。 

啞子成為皇后已經是從未有過的事情，偏她又生了一個啞子兒子，還做了太子，已經只能用「傳

奇」兩字來形容了。 

但是這和當今皇上的種種遭遇比起來，啞子做皇后、做太子，倒不顯得突兀了。 

當今天子劉保，是先皇的第八個兒子，一個宮人所出，沒有背景靠山的庶皇子，註定從小就是個

被人忽視的存在。 

在冷宮，劉保和他那除了先皇某次酒後亂性，之後就再也沒有召幸過的母親，過著粗茶淡飯，有

一頓沒一頓的艱難日子，別說先皇，恐怕連宮人們都幾乎忘記了這對母子的存在。 

勢利的內宮總管在照料兩人的老嬤嬤過世後，只發派了一個不會說話、哪個宮殿都不想要的啞子

宮女王依雲去了他們破舊的住所。 

於是在母親的授意下，十八歲的劉保娶了這個不會說話的宮人，有了他人生中的第一個女人。 

在王依雲為劉保生下劉薄的第四個年頭，先皇駕崩，劉保的七個皇兄和兩個皇弟為了爭奪王位互

相殘殺爭鬥。 

而最後的結果，居然是一直默默無聞，沒有人注意到的劉保趁著兵亂，與遠在千里之遠封地上的

堂兄劉淵聯手，一舉奪下京城。 



劉保登基稱帝，王依雲封后，劉淵因為起兵有功，除原本的封地外，還被封賞了原本屬於劉保兄

弟的好幾個城池，並封為寧王，食世代俸祿。 

而劉薄這個不會說話的小皇子，也成為了大章國歷史上的第一個啞巴太子，從冷寂的冷宮搬入了

奢華的朝華宮。 

十四年前，恐怕誰也不會想到，這冷宮裡的三人，會成為今後的皇上、皇后和太子吧。 

近來過得如何？母后身邊很不太平啊…… 

王依雲伸出手，優雅地打起了只有母子兩人才看得懂的手語。 

監視兒臣的人這段日子倒是都撤得差不多了。劉薄微笑著比劃道。 

看著身邊一頭霧水的張同，他眼中笑意濃濃。 

不會說話，在某些時候反而更加方便，起碼，那些明裡暗裡監視他們母子的人無法得知兩人的對

話內容。 

由於母子二人都失聰又無法言語，因此很長的一段時間裡，劉保一家三口之間都只用手語來傳情

達意，直到劉薄長大了些，學會認字，才會用筆墨向旁人傳達自己的意思。 

雖然大多數長年伺候這對母子的宮人都多少看得懂他們日常所用的手語，但是這麼多年生活在困

境和危險中的三人之間為了傳達某些機密，會心照不宣地使用一些只有他們才看得懂的手勢—比

如現在。 

在外人的眼中，這對淺笑盈盈的母子，只是靜靜地在閒話家常，實際上卻是在談國家大事。 

薄兒可知道，聽說寧王今次要入宮為你的父皇祝壽呢。 

寧王？可是當年輔助父皇登基後就待在邊疆，一待十多年的寧王？ 

這位父輩級的人物劉薄不但知道，而且對他的名字如雷貫耳。 

寧王在十四年前就有戰神之稱，傳說他文治武功樣樣皆能，並且生得一副極好的相貌，也算是上

一輩中的風流人物，卻因為其父不受先帝重視，因此只能在北疆做一個閒散小王爺。 

但是是金子終究都會發光，因緣際會之下，當年還是小王爺的劉淵和劉保一路從北打進京城，開

創了新一代的王者基業，名垂青史。 

但是這位寧王自從當年封王之後，卻再也不曾踏足京城，即使是在每年藩王入京上供和述職之

際，也從來沒有見過這位王爺前來。 

對於這位長輩，劉薄的心中一直是惶恐的、尊敬的，不僅是因為他強大，也因為他神祕，所以聽

聞在父皇的千秋節可以見到這位傳說中的人物，他的心中是有一些高興的。 

只可惜，他的母后並不這麼覺得。 

薄兒是否知道，當年可是有很多大臣推舉寧王稱帝的。王依雲蹙眉。 

劉薄一驚，看著母親憂傷的臉。 

雖說你父皇是先皇的嫡系子孫，但是寧王在那場戰爭中的功勞和他的魅力，以及不遜你父皇的尊

貴血統，曾經一度威脅到你父皇的地位。 

那……為何最後登基的卻是父皇呢？ 

劉薄不解，為何在往事塵封了多年後的今日，母后會突然對自己提起當年的舊事。 

一貫溫良的王依雲露出了有些嘲諷的笑容。 

那個男人，恐怕誰都猜不出他到底要的是什麼吧？大好河山拱手相讓，也只有那樣跳脫的性子才

做得出來。總之薄兒你要當心，劉淵這次來，絕對不只是為了給你父皇祝壽那麼簡單！ 



劉薄皺眉，只覺得腦中一團亂麻。 

難道說……這次寧王入京是另有所圖？是為了重新奪回江山，還是為了其他什麼原因呢？ 

薄兒，聽太醫說，你父皇身子不好了…… 

似乎不想再糾結與寧王有關的話題，王依雲眼神暗了暗，隨即警覺地恢復了泰然自若的神態，只

是笑得有些勉強。 

是，剛才兒臣去建寧宮探望了父皇。父皇他……怕是熬不過今年冬天了。劉薄苦笑著比劃道。 

雖然做了十多年的皇帝，但是劉保自小就在冷宮中過著困苦的日子，身子早就種下了病根，加上

當年爭奪皇位之戰中受過重傷，沒有得到及時的醫治，因而這些年用了多少好藥也是枉然。 

而自打前年冬天在御花園裡賞雪的時候不小心著了風寒，劉保的身子便一日不如一日，藥喝了不

少，卻總不見好。 

御醫說是氣血兩虛，卻也沒有什麼辦法，只得一日日地見著皇帝越發消瘦。 

若是個無德無道的昏君也就罷了，偏劉保是個勤政的好皇帝，每日批閱奏摺到三更，五更雞鳴就

上朝聽政，如此下來，身子更是受不住，要不是靠著進貢來的千年山參吊著，早就一病不起，甚

至英年早逝了。 

王依雲只慶幸劉薄四歲就從那不見天日的地方出來，雖然現在看著清瘦，好歹身子比他父皇硬朗

許多。 

朝堂之內，對兒臣的太子之位仍舊多有異議……劉薄一臉無奈。 

薄兒，母后不會讓他們有機會的，我們這次一定不能輸！不管是那些對你有非議的大臣，抑或是

圖謀不軌的寧王，母后都不會讓他們成為你的絆腳石。王依雲蹙眉。 

劉薄伸手拉起母后布滿老繭的手掌。當年不是誰也不看好父皇會從這麼多皇子的競爭中脫穎而出

嗎？既然父皇可以做到，那麼兒子也可以做到的！ 

他堅定的眼神安撫了王依雲的情緒，漸漸地舒展開了眉頭。 

劉薄也展顏一笑，拍了拍母后的手背，那厚實的老繭、粗糙的皮膚，彷彿在無言地傾訴著他們一

家三口那段為了一口飯菜而奮力勞作的日子。 

他薄薄的櫻色嘴唇抿起，眼神中有精光。在心中暗暗發誓，無論如何都要保住這用父皇的生命和

一生的心血才得到的權勢，他們母子二人絕對不能再被人任意欺凌。 

絕不！ 

王依雲無言地反握住兒子的手，鼓勵地點了點頭。 

椒淑宮外的池塘內，含苞待放的睡蓮下，金色的鯉魚悠閒而無聲地游動著。 

遠遠看去，靜靜的母子兩人就像兩尾靜靜的鯉魚，被囚禁在皇宮這華麗的池水中，一對看似只能

做擺設，沒有絲毫反抗能力的金色魚兒，彷彿隨時都會被人任意處理…… 

劉薄眼光放遠，透過母后的肩膀，望著遠處的宮牆，淡淡一笑。 

柔弱嗎？有時候，柔弱也是一種自衛的手段，讓人不會提防你。 

離開椒淑宮，劉薄回到他所住的朝華宮。 

劉薄人如其名，許是因為從小的經歷，除了父皇和母后，他對誰都是冷冷淡淡的。 

這樣冷情的人住的宮殿自然也隨著他的性子，內斂而沉穩，甚至有些冰冷。 

前一任太子，也就是劉保的大皇兄當年住在朝華宮的時候大肆鋪張，宮殿裡一副奢靡的景象，而

劉薄隨他的母親，生性節儉，見不得這般奢華浪費。 



因此自打住了進來，他便將那些古玩裝飾一律撤下，換上了素雅的字畫和帷幔，宮內格調立刻變

得沉穩大氣了起來。 

一早就接連給父皇母后問安，劉薄有些疲倦地按了按太陽穴，一旁的張同見了，急忙機靈地吩咐

宮人去打熱水，給太子淨臉解乏。 

劉薄接過宮人遞來的帕子，突然外面宮人來報，太傅求見。 

聽到太傅二字，他只覺得太陽穴一陣跳動，今日本來就不怎麼暢快的心情越發的鬱悶。 

不是說回鄉祭祖要一個月嗎？這才過了多久，他居然就回來了！劉薄恨恨地咬唇。 

葉子丹，葉家的長子，那個自十歲起他就看不順眼的人。 

記得當年自己不過是個懵懂小童，因為聾啞的關係遲遲沒有啟蒙，別的同齡孩子差不多都已經能

咿咿呀呀地背些簡單的詩文了，自己卻只是跟著母后習得一些簡單的字而已。 

小小的劉薄自卑且敏感，童年在冷宮的生活讓他對於大人的言行眼神格外地注意，所以當跪在這

個不過大了他八歲的少年面前行拜師禮時，他將葉子丹眼底的不屑和輕視看得清清楚楚。 

他瞧不起自己，劉薄也瞧不起他。 

早就聽母后身邊的嬤嬤們說過，現在整個後宮裡最能威脅到母后地位的就是葉子丹的姊姊，如今

四妃之首的賢妃葉子眉。 

那個葉子眉把自己和母后當做眼中釘肉中刺，居然會推薦自己的弟弟來做什麼太子太傅，教導自

己的功課，不用想也知道他們家存了什麼樣的心思。 

那位心不甘情不願的葉子丹，他也是早就有所耳聞。 

京城中有名的紈褲子弟不少，葉大少更是個中翹楚，花街浪子的大名就算是深在皇宮之中，也是

如雷貫耳。 

這樣一個不學無術，而且怎麼看都和自己不是一個陣營的男人，讓小小的劉薄心中充滿了牴觸、

藐視和厭惡—想當然耳，這樣的人怎麼會好好教導自己的功課呢！ 

但是事情卻沒有像劉薄預料的那樣走下去。 

那個傳聞中除了花天酒地什麼都不會的浪蕩子，居然習得一手好字，寫得一手好文章，用滿腹經

綸來形容都不為過。 

非但如此，這麼多年來，他對劉薄的功課也是兢兢業業，從沒有因為自己尷尬的身分而放鬆對劉

薄的要求。 

在課堂上，葉子丹可以說完全稱得上是一個合格的太子太傅，劉薄雖然不情願，也不得不佩服他

的學識。 

只不過…… 

聽著外頭由遠及近的腳步聲，劉薄暗暗歎氣。 

不知為何，近年來葉子丹對自己的態度越發親暱，有的時候甚至可以說已經超出了一個老師對學

生、一個臣子對未來皇帝應有的態度。 

平日裡有課的日子相見就罷了，明明沒有課的時候，這位太傅大人都會找些有的沒的名目來親近

自己，這讓一向寡情的劉薄苦惱不已，真的不知道該如何應對才好。 

前段時間葉子丹回鄉祭祖，他的功課也停了十多日，這才讓劉薄好好地舒了口氣，沒想到一轉眼

又到了葉子丹回宮的日子，這讓最近本來就心煩的劉薄更加鬱悶不已。 

劉薄有時候會想，如果葉子丹真的如他當年所想的，只當一個掛名的太傅，從不過問自己的學業



和生活，是不是會更加合他的心意呢？ 

此時一道暗青色的人影已被宮女引入，劉薄放下帕子，整了整衣冠往几案後走去。 

「葉子丹見過太子。」進了門，葉子丹右手執扇，左手輕搭在右手上，朝著劉薄做了一個揖禮，
端的是一派世家子弟的風範。 

劉薄也躬身向著葉子丹回禮。 

行禮完畢，照例應該開始授業，於是服侍的宮人們魚貫而出，只留下張同一人在旁服侍。 

眼看人群散去，葉子丹放開顧忌，貪婪地看著低頭不語的劉薄。 

薄兒，我的薄兒……只有在夜深人靜的時候，他才能夠在心底喚出這兩個字眼。 

八年了，自從那日在書房裡被劉薄那冰冷的眼神吸引，到如今已經過了差不多整整八個年頭。 

本來對太傅這差事的不情願，本來對進宮服侍皇后之子的不甘心，早早就化為了烏有。 

每日給劉薄授課，手把手教導著小小的太子習字作畫，成了葉子丹最最幸福的時光。 

原以為過慣了隨心愜意的放蕩日子，被逼做一個怎麼看都很不討人喜歡的孩子的老師，是一份度

日如年的苦差事，未曾想到他居然會對這孩子一見鍾情，於是日復一日的教學、備課複習都讓他

甘之如飴。 

想見他，想看著他在自己的教導下成長，越來越耀眼，葉子丹在滿心甜蜜的同時，心中也有著無

限的苦楚。 

當初父親和姊姊送自己入宮，無非就是想靠他這個臭名昭著的浪子把本來就不怎麼被看好的太子

殿下引入歧途，誰曾想自己居然真的用心教學，太子非但沒有變得墮落無能，學問功課倒是越發

長進。 

父親和姊姊幾次暗示，都被他裝聾作啞地打混過去，八年來除非太子病重，不然就算是天上下雹

子，葉子丹都會準時出現在書房，為太子授業。 

心中有了這樣的小人兒，葉子丹自然洗心革面，一改過去風流浪子的作風，除非必要，甚少出現

在風月場所，讓全京城的人都大呼不可思議。 

他為劉薄的種種改變，用心之良苦，恐怕也只有天知道，畢竟這是一份禁忌的愛戀，他們的性別，

他們的身分，他們的年齡，甚至他們相反的立場，都註定了這條情路的辛苦。 

愛著，戀著，卻無法自由地表達，看著隨著歲月增長，那個水靈靈冷冰冰的娃娃長成了青蔥如玉

般的少年，看了八年都不厭倦的眉眼，那日日增長的修長身姿，都讓葉子丹忍不住想要多加親近，

哪怕只是稍微靠近一點，聞到他身上那淡淡的熏香，都能讓葉子丹激動不已。 

當年的情場老手早就成了昨日黃花，葉子丹自歎現在的自己只是一個沉溺於背德愛情中的癡子，

在心中低喃著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 

太傅，請開始今日的授業吧！ 

劉薄在微微泛黃的箋紙上寫下一句話，然後面無表情地放下筆。 

「唉……太子殿下還真是無趣啊。」葉子丹打開摺扇，掩住了自己微微抽搐的嘴角，「這麼多日

不見，當真一點都不想念為師？」 

劉薄自然聽不見他的抱怨，見他沒有開始上課的打算，便自己從几案上隨便抽出一本書籍，翻了

開來。 

下一刻，正在翻書的手腕猛地被抓住，劉薄皺著眉頭，抬頭看著臉色變得有些不豫的太傅大人。 

「我說太子殿下，殿下還有心情在這裡念書，難道你當真不知道寧王就要入宮了嗎？還是……你



故意裝作不知道呢？」 

葉子丹原本嬉笑的臉龐一下子變得嚴肅起來，一手緊握著劉薄的手腕，一手用摺扇挑起他單薄的

下巴。 

看著劉薄絲毫不為所動的表情，葉子丹不自覺有些惱怒。 

此次回鄉省親，他一路都心不在焉，根本不想離開劉薄一步，無時無刻都在計算著自己何時可以

回京，卻沒有想到，他到江陵老家還沒休憩多久，就聽到了寧王準備入京的消息。 

他有一位江陵的好友，其兄長在禮部任職，見到了十多年沒有進京的寧王上了千秋節的禮單，而

且要求京城準備好接待的驛館的文書時，不由得大為吃驚，寫信告訴了自己的弟弟。 

於是這消息輾轉到了葉子丹手裡，驚得他早早結束了祭祖一事，不顧父親的責罵，快馬加鞭地趕

回了京城。 

葉家在京城經營多年，對十四年前的帝位爭奪風波自然清楚的很。這寧王在邊疆隻手遮天，韜光

養晦了這麼多年，突然入宮，恐怕不會是什麼好事。 

再加上……再加上自家姊姊從宮內遞出的消息，說皇上的身子一日差過一日，能不能平安地過完

千秋節都是問題，兩個情況相加，讓葉子丹不得不對劉薄的處境擔心起來。 

他拋下一大家子日夜兼程地趕來，沒有想到身處漩渦中心的人兒依舊對自己一副不冷不熱的樣

子。 

非但如此，他一副絲毫不知道自己的處境有多危險似的，讓人實在是看不下去。 

他是太子啊，一點都沒有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的覺悟嗎？ 

劉薄嘴唇緊閉，只用那雙清澈的眼睛直直地盯著葉子丹狂暴的雙眼，聽著葉子丹的話，不禁嘴角

微翹。 

沒錯，他聽得到。 

整個皇宮除了父皇和母后，沒有一個人知道他聽得見。 

所有的人都以為他和母后一樣，是一個耳不能聞、口不能言的人，誰也不知道，劉薄的聽力一點

障礙都沒有。 

對於他和母后來說，他的聽力就是他們最後的武器，一種讓別人放下戒備的殺手鐧。 

如果可以說話的話，劉薄很想用嘲諷的語氣對著葉子丹鄙夷一回。 

怎麼，一向氣定神閒、睥睨天下的葉太傅，也有如此失態的一天嗎？聽到寧王到來的消息便如此

驚慌？ 

也對，正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如果寧王真的是為了造反而來，他們葉家恐怕也不得善終吧？ 

父皇登基後，除了冊封了母后為皇后，另外還納了賢、良、淑、德四位妃子。 

葉子丹的姊姊葉子眉受封為賢妃，也是宮中地位僅次於皇后的存在。 

劉薄明白，他的母后也明白，父皇納妃除了是遵照皇室的舊例外，最重要的便是平衡朝中的勢力。 

和貧民出身的王依雲不同，四個妃子都來自京城的四大門閥家族，其中以葉子眉代表的葉家最為

顯貴。 

葉家自從太祖皇帝開始就世代為官，到了葉子眉父親那輩，已經官居宰相，是名副其實的一人之

下萬人之上。 

劉保雖然是名正言順的皇帝，但是他從冷宮出來，多年來無依無靠，僅是靠寧王的兵權才奪取了

天下。 



可打天下容易守天下難，整個官場經營了數百年的關係，那些盤根錯節的複雜紐帶和利益，豈是

刀槍能解決的呢？ 

為了守住這份好不容易打下來的基業，劉保不得不迎這些門閥之女入宮，也不得不倚重權傾朝野

的葉家，於是整個京城，或者說整個王朝的上層關係，都處在了一種微妙且脆弱的平衡之中。 

劉薄自然也知道，那個賢妃娘娘可以說沒有一天不在謀取皇后的位置。 

在那個女人眼裡看來，自己那個身分卑微，連話也不會說的母后，自然是連給她提鞋也不配，又

怎能忍受她坐在自己頭上。 

可惜……父皇登基這麼多年來，除了自己這麼一個不會開口說話的啞巴兒子外，後宮的四位妃子

和那群宮女，連顆蛋也未給他父皇生下過。 

所以雖然百般無奈，他依然是太子獨一無二的人選。 

眼看葉子眉年華老去，生兒子的希望也逐漸渺茫，葉家不得不費盡心思和皇后以及太子搞好關

係，就怕一朝天子一朝臣，等到劉薄掌權的時候葉家會失了權勢，這也是當年葉家會送唯一的兒

子前來做太子太傅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而如果寧王突然發難，必然也會對葉家等名門望族下手，先動搖了父皇經營了這麼多年的根基，

再一舉擒獲，將皇位掌握手中。 

這麼說來，如今的葉家和自己，還真是一條繩子上的螞蚱，一損俱損一榮俱榮嗎？ 

劉薄抬眼，就見葉子丹眼中盛滿了愛意，還有完全無法掩飾的渴望。 

既然如此，就讓我們聯繫得再緊密點吧，只要憑著你、憑著你們葉家的勢力，能夠先讓我度過寧

王這一劫的話…… 

從思緒中回過神，劉薄依然眼睛眨也不眨地望著臉色越來越差的葉子丹，絲毫不懼怕威脅。 

忽地，他嘴角勾起了一抹艷麗的笑容，猛地掙開葉子丹的桎梏，在看到對方猝不及防的後退三步

後，那抹笑容越發燦爛。 

葉子丹狼狽地穩住了身形，驚訝地看著笑得嫵媚的劉薄。 

一來是沒有想到從小羸弱，不會抵抗他人的劉薄居然能夠掙脫自己，二來是從來不知道這個一向

面無表情，不讓人知道自己在想什麼的太子居然可以笑得這麼美，這麼媚，就好像是一株無名的

野花，忽地變成了妖嬈的罌粟。 

葉子丹的心猛地漏跳了一拍，心虛地別過臉去。 

劉薄張口，無聲地笑了笑，然後重新拿起筆，在紙上寫了幾個字後，展示在葉子丹的面前。 

太傅大人如此關心寧王的動向，不知是為了薄兒，還是為了葉家呢？ 

葉子丹看著白紙黑字，又看了看劉薄從未有過的表情，最終選擇閉嘴。 

太傅若是擔心葉家，其實寧王就算趁著我父皇龍體欠安時謀逆造反，那也不過是對我們父子下

手。寧王就算真的篡位成功，想必也不敢直接對葉家下手……就算真的要下手，也不會急於一時

吧？ 

劉薄臉色鎮定地寫下了讓人看著膽戰心驚的句子，謀逆、造反，這些旁人提也不敢提及的詞彙，

居然就這麼自然的從他的手中寫出。 

葉子丹看著劉薄沉著的側臉，突然覺得這些年來，他一點都不瞭解這個比自己小了不過八歲的孩

子。 

難道……太傅您是在擔心薄兒嗎？ 



看著葉子丹的臉色猛地一變，劉薄的雙眼笑成了彎彎的月牙，他拉起葉子丹的手，輕輕放在了自

己的胸口。 

感受到葉子丹不知是震驚還是激動而微微顫動的手，劉薄將身子輕輕地靠在了葉子丹的肩膀上。 

葉子丹的身體瞬間緊繃，卻沒有推開。 

太傅不是喜歡薄兒嗎？ 

劉薄提筆寫完，回頭看著葉子丹變換不定的臉色。 

「你……一直都知道？」不同於平日刻意為之的灑脫，葉子丹低沉著聲音說道，眼中帶著驚奇、
不確定，還有難以掩飾的，一點點的傷心。 

劉薄支著筆，不回答。 

這是當然的，他聽不見，怎能回答？ 

突然，他的身子騰空而起，又輕輕地落在了几案上，看著一邊拉下自己衣襟，一邊朝自己壓下的

男人，劉薄淡笑著緩緩閉上眼。 

這單薄無用的身體，看來也並不是全無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