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改變前世的宿命  

陽春三月，草長鶯飛，庭院裡嬌豔的花兒紛紛綻放，一陣清風吹過，空氣中猶帶著一絲花草

的香甜。  

一個身著暗藍色繡花褙子、頭髮齊整的嬤嬤帶著兩個丫鬟快步走過抄手遊廊，抬起腳進了院

子。  

院子裡靜謐無聲，只有兩個才留了頭的小丫頭坐在廊廡下繡著花。  

她們聽到腳步聲，抬起頭來，見到來人忙站起身福了福身子叫了聲，「池嬤嬤。」  

池嬤嬤是老太太陳氏跟前得力的人，在淮安侯府，連老爺、太太們都要給她幾分臉面，更別

說是她們這些小丫鬟了。  

「姑娘今日可診過脈了？」  

兩個小丫頭點了點頭，答話道：「一早大夫就來過了，說姑娘沒什麼大礙了，姑娘還說，等好

些了就要去給老太太請安呢。」  

聽著小丫頭的話，池嬤嬤只笑道：「可不許姑娘折騰，回頭老太太又要心疼了。」  

小丫鬟撩起簾子，引池嬤嬤進去。  

剛進去，她就聞到一股濃濃的中藥味。  

大丫鬟懷青見著池嬤嬤進來，忙迎了上去，朝裡頭道：「姑娘，池嬤嬤來了。」說完又吩咐小

丫鬟們上茶。  

「老太太那裡還有事情，我看看姑娘就走，別麻煩了。」池嬤嬤說著就朝裡屋走去。  

懷青聽著這話，笑著在前頭帶路，眼中卻閃過一抹異樣。  

因著姑娘的緣故，她和池嬤嬤打的交道也不少，看得出來池嬤嬤臉上有幾分不快，不知是為

何。  

這幾日姑娘病著，想來應該不會是因為姑娘。  

池嬤嬤方走進內室，就看到一個身著梨花白素錦寢衣的女子靠在身後的淺粉色繡蔥綠折枝花

大迎枕上。  

女子見她進來，忙要起身。  

「姑娘快躺著，老太太就是怕姑娘顧著禮數，反倒折騰了自己，不好養病，這才差老奴前來

看看姑娘。」  

「勞煩嬤嬤了，等我好些了就去陪著外祖母，外祖母這幾日怕是悶壞了。」她軟軟糯糯的聲

音帶著幾分嬌憨的味道，聽在耳中，不由得叫人疼到了骨子裡，再加上一雙瑩亮的眸子，端

的是乖巧可人。  

怪不得老太太寵著這個外孫女兒，府裡的少爺、小姐加起來都比不上表姑娘在老太太心裡的

分量重。  

池嬤嬤忍不住抿嘴一笑，面上不自覺帶了幾分親近，「可不是這話，就是為了老太太，姑娘也

該快些好起來。」說著，她叫兩個丫頭將東西拿過來，又道：「老太太說了，姑娘這幾日喝藥，

嘴裡定是苦得很，叫姑娘嘗嘗這些瓜果就不覺得膩味了。」  

傅沅聞言眼睛一亮，轉頭對著站在那裡的懷青道：「快收起來，我少喝幾次藥，病就能好全了。」  



聽著這話，屋子裡的人全都忍不住笑出聲。  

池嬤嬤說完話，就說老太太那裡離不得人，準備告辭。  

懷青親自送她出去，過了好一會兒功夫才回屋裡。  

才進內室，懷青就見自家姑娘靠在迎枕上，手裡拿著一本書，一邊看一邊吃著的橘子。  

聽到腳步聲，傅沅也沒抬頭，只問道：「可有什麼要緊的事情？」  

懷青聽了，又一次感慨自家姑娘聰慧，什麼都瞞不過她，當即上前道：「方才奴婢瞧著池嬤嬤

臉色好像不好，便去打聽了，才知道今兒個大太太給老太太請安時不知說了什麼，惹老太太

生氣，竟當著一屋子丫鬟、婆子的面落了大太太的臉面。」  

傅沅聽著，這才抬起頭來，眼中帶著幾分詫異。  

大舅母寇氏掌管府中中饋，將府裡上上下下管得井井有條，外祖母對這個兒媳婦很是看重，

可今日偏偏當著眾人的面叫大舅母下不來臺…… 

傅沅想著前幾日她落水時，表哥謝遷差點跳入水中救她的事情，又想到昨日她聽懷青說大舅

母下了帖子請鄭國公世子夫人鄭氏和嫡出的大姑娘崔貞來府上做客，不禁微微皺了皺眉。  

懷青看著自家姑娘臉上的神色，小聲道：「許是大太太見著表少爺過了十六歲生辰，有些著急

了。」  

傅沅聽了，看了面前的懷青一眼，哪裡還能不明白，大舅母面上喜歡她，心裡不見得喜歡。

喪母長女，又是客居在府中，大舅母不過是見外祖母偏疼她，在眾人面前對她好罷了。  

她前腳落水，大舅母就迫不及待請了鄭氏和崔貞進府，饒是從未對表哥有過心思，這樣被人

嫌棄，她心裡也覺得有些怪怪的，不知是該氣還是該笑。  

幸好那日湖邊正好有會水的婆子跳下去救了她，又有小廝拉住表哥沒叫他跳下去，不然還不

知大舅母會多麼討厭她呢。  

見著自家姑娘的臉色，一旁的丫鬟書蝶忍不住安慰道：「姑娘別擔心，老太太最疼姑娘，表少

爺對姑娘又好，如今雖住在外院，可也日日叫人來問姑娘吃得可好、睡得可好，生怕姑娘有

一絲不舒坦。那日姑娘落水，表少爺見了，可是想都沒想就要跳下去救姑娘。這些年奴婢瞧

著，表少爺對姑娘……」  

她的話還未說完，懷青就對著她使了個眼色，搖了搖頭。  

懷青想著，她日日在姑娘跟前伺候，哪裡不知姑娘的心思，姑娘和表少爺雖玩得好，可不過

是兄妹之間的情分。姑娘自打落水後，她更是瞧出姑娘和表少爺疏遠了幾分，想來姑娘是不

想叫旁人說些什麼。  

再說，姑娘如今雖在淮安侯府，可姑娘畢竟大了，總有一日府裡會派人來接姑娘回府的。淮

安侯府再好，到底也是客居，不比宣寧侯府，姑娘才是正經的主子。  

只有一點，就是繼室二太太黎氏，姑娘回去了，少不得要受些委屈。  

好在三少爺自幼聰慧，天才橫溢，九歲時拜在荊川先生門下，十五歲考中解元，十八歲又中

了進士，乃一甲第二名，奉旨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修撰。有三少爺這個嫡親哥哥護著，想

來是不會叫姑娘吃虧的。  

「姑娘如今大了，老爺總是要接姑娘回府的，上回少爺來看姑娘，不是說老太太如今年紀大



了，越發想念姑娘了。這回節禮又是老太太親自派人送來的，禮更是重了幾分，依奴婢看，

老太太的意思多半是要接姑娘回去了，不過是怕姑娘驟然說要離去，太過突然，叫人傷心。」  

傅沅聽了點點頭，心裡也是明白的。往常的節禮不是父親派人送，就是兄長親自送來，這回

卻是祖母派府裡的管家送來。外祖母定是看出了什麼，這些日子才日日叫她在上房陪著，更

叫人給她做了好幾套頭面。  

她從三歲那年醒來，就成了宣寧侯府二房嫡出的姑娘，原身的記憶她一點兒都沒有，腦海中

只有被接來淮安侯府後的日子。可前幾日落水後，她斷斷續續作了好幾日的夢，看到了另一

個「傅沅」的一生。  

這便是她這幾日刻意疏遠謝遷的緣故。  

夢中，她和謝遷是青梅竹馬，被謝遷的體貼感動，兩人互相喜歡，卻被鄭國公世子的嫡長女

崔貞設計陷害，害她被誤會勾引謝遷，壞了名聲。寇氏本就不喜歡她，只是礙著外祖母施恩

許了她一個妾室的位置。  

後來崔貞進府，自然是處處難為她這個妾室，寇氏更是看低她，罰跪、抄寫經書似乎成了平

日裡做最多的事情。便是外祖母肯信她，處處護著她，也奈何不了寇氏和崔貞私下裡作踐她，

因此她心思鬱結，身子一日不如一日。  

謝遷常常來看她，可那日的事情傳出去帶累了他的名聲，為了證明自己不是好色之人，他雖

娶她，卻從不碰她。  

她是個氣性高的，從不刻意討好他，日子長了，到底沒有最初的愛慕。等到外祖母過世後，

崔貞汙衊她與人有私情，將她趕出府去，貼身的丫鬟發賣的發賣、杖斃的杖斃，她萬念俱灰

想要跳崖而死，卻被人擄走，帶到了一座別院裡。  

「看在妳救過本王的分上，本王給妳個機會，將害妳、欺妳的人都送到地下去。」  

「妳既清白，日後就跟著本王吧。」  

隔著幔帳，她聽到裡頭的人那清冷的聲音。  

那時，她恨極了寇氏，也恨死了謝遷和崔貞，約了謝遷出來，求他收留她幾日，暗地裡卻拿

了一封信偷偷藏到舅父的書房裡。淮安侯府很快就因為通敵之罪被誅殺，滿門抄斬。  

刑場上，她見到寇氏、謝遷還有崔貞，所有人狼狽不堪，人頭落地，只有她因為被休棄而撿

回一條性命。  

看著一地的血，她骨子裡都在發寒。  

那個「傅沅」從始至終都沒有回到宣寧侯府，而是留在那個人身邊，最後等到他登基稱帝，

才選擇用一條白綾結束自己的性命。  

她不知道這個夢會不會是真的，直到聽到寇氏下了帖子請鄭氏和崔貞到府上做客，才相信她

夢中的一切怕是上輩子「傅沅」的命運。  

所以，為了改變「傅沅」的命運，她定要回宣寧侯府，再也不能和謝遷有什麼牽扯。  

 

 

 



這日一大早，在大夫診過脈後，傅沅終於可以出去透透風了，頭一件事自是去雁榮堂給外祖

母請安。  

「前些日子老太太叫人給姑娘新做的衣裳還未上身，姑娘今日就換上吧。」懷青拿了衣裳笑

著從衣櫃那邊走了過來。  

這件蘇繡月華錦衫和翡翠煙羅綺雲裙是老太太專門叫府裡的蘇州繡娘給姑娘新做的，只是姑

娘這些日子病著，所以沒穿出去過。  

聽著懷青的話，傅沅笑著點了點頭，隨著丫鬟碧竹到了楠木櫻草色刻絲琉璃屏風後，由她伺

候著換好了衣裳，接著坐到梳妝鏡前，叫懷青重新梳頭髮，插了一支紫玉鑲明珠流蘇簪子，

並兩朵粉色的桃花珠花。  

鏡中的女子肌膚白皙，皓齒星眸，彷彿清晨裡綻開的一朵玉蕊嬌花，靈氣逼人，只是臉上微

微帶著幾分嬰兒肥。  

傅沅忍不住伸手捏了捏，輕輕歎了口氣，「病了幾日，倒是又長肉了。」  

一旁的書蝶見著自家姑娘這樣，忍不住抿嘴一笑，「老太太日日叫小廚房的人專門做姑娘愛吃

的東西送來，還有表少爺，自打姑娘病了，就變著法子往咱們這裡送補品，想不長肉也難。

奴婢倒覺得，姑娘胖些更好看。」  

幾個丫鬟裡，書蝶最是嘴甜，傅沅平日裡也格外縱著她些，可誰能想到，這樣的人最後會背

叛她，投靠崔貞，成了謝遷的通房呢。  

想到那個夢，傅沅微微皺眉，看了書蝶一眼，站起身來。  

沒得到自家姑娘的回應，書蝶臉上帶了幾分尷尬和不安，一時間有些手足無措。  

「時候不早了，奴婢隨姑娘去雁榮堂給老太太請安吧。」懷青笑著給書蝶解圍，又轉頭吩咐

書蝶道：「小廚房還煨著銀耳紅棗羹，妳過去看看吧。」  

書蝶喃喃應了一聲，等到懷青扶著傅沅出了屋子才回過神來，有些錯愕地看著一旁的碧竹，「姑

娘怎麼……」  

碧竹上前一步，握住了她的手，只說道：「姑娘這幾日遠著表少爺，妳倒好，偏偏在姑娘跟前

提這個。」  

書蝶抬眸看了碧竹一眼，語無倫次地解釋道：「我、我也是為了姑娘好，表少爺對姑娘是真心

的。」  

「妳說這話就該打，少爺如何、姑娘如何，哪裡是咱們這些奴婢能議論的，妳好好想想姑娘

該不該惱妳。」  

碧竹原是在陳氏跟前貼身伺候的，自打傅沅來後就調到了蕙蘭院，行事很是穩重規矩。因為

陳氏的關係，在這蕙蘭院裡，碧竹的身分很是不同。  

聽著這話，書蝶怔在當場，面色微微有些蒼白。  

 

與此同時，懷青扶著傅沅從院子裡出來，一路上什麼都沒問。  

她深知姑娘的性子，並非是那種會隨意給人臉色看的。方才落了書蝶的臉面，定是書蝶什麼

地方做錯，惹得姑娘惱了。  



兩人一會兒功夫就到了陳氏所住的雁榮堂。  

雁榮堂在淮安侯府的北側，院內東西兩側為廊廡，北向為正房，另配有兩個耳房，其中一間

佈置成了小佛堂。後院是個內花園，蒔花種樹，假山奇石，又有戲臺供陳氏看戲。  

院子裡的碧桃開得很盛，樹姿婀娜，枝條拱垂，花朵重瓣，紅、白、粉紅相映，燦爛絢麗。  

傅沅剛踏進院子，門口的婆子便迎了過來，福了福身子道：「聽大夫說姑娘病好些了，老太太

高興得早飯都多用了些，姑娘快進去吧。」  

傅沅避過身子受了她半禮，對著她點了點頭，她便領傅沅朝正屋走去，早有小丫鬟撩起簾子，

恭敬地請她入內。  

陳氏穿著一件寶藍色八寶紋的杭綢褙子，頭髮花白，梳得整整齊齊，額間是金鑲祖母綠抹額，

耳上墜著點翠鎏金耳墜，面目和善，眼神極為慈愛。  

見丫鬟領著傅沅進來，她臉上的笑意更是多了幾分。  

「外孫女兒給外祖母請安。」傅沅緩步上前，福了福身子。  

「好，快過來，瞧著氣色是好了些。」陳氏將傅沅上下打量一番，終於放下心。  

「老太太成日擔心著，我看沅丫頭若是多病幾天，老太太就該吃不下飯了。」說話的是二太

太盧氏。因為是庶子媳婦，平日裡很是奉承陳氏。  

傅沅對寇氏和盧氏福了福身子，叫了聲，「大舅母，二舅母。」又和大姑娘謝茹、二姑娘謝琦

互相見禮。  

早有丫鬟搬了繡墩放在陳氏跟前，傅沅挨著坐了。  

剛坐下來，就聽陳氏問——  

「那日送過去的瓜果可吃完了？若是不夠，再叫人給妳送過去。」  

陳氏這話一出，寇氏的眼中立刻閃過一抹不快。她倒不是在乎這些東西，只是看不慣老太太

這般寵著個外人。  

寇氏不著痕跡地看了一旁的閨女謝琦一眼，見她笑得沒心沒肺，心裡頭更是堵得慌。  

傅沅知道外祖母疼她，也知外祖母這般疼她定會叫大舅母心裡不快，可她身為晚輩，總不能

拒絕這些疼愛，惹得外祖母傷心。  

所以，聽著這話，傅沅笑著抬起頭來，噘了噘嘴道：「外祖母您看看，我如今臉上這麼多肉，

再吃就不能見人了。」  

這話逗得陳氏笑出聲來，指著她道：「妳這孩子哪裡曉得什麼好看不好看，胖些才有福氣。」  

正說著，外頭有小丫鬟進來，回稟道：「回老太太，大少爺來給老太太請安了。」  

聽著丫鬟的話，寇氏面色一變，傅沅拿著茶盞的手也一時頓住。  

自打這回落水生病，她到現在都還未見過謝遷，病中他過來兩次，她都以怕過了病氣為由沒

叫他進來。  

很快就有丫鬟挑起簾子，一個男子走進來，身著靛藍色團花錦衣，面如冠玉，清貴逼人，臉

上帶著淺淺笑意，說不出的俊雅。  

謝遷一進來，視線就落在早已起身的傅沅身上，只是她微微移開眼，避開了他的視線。  

這一幕落在寇氏眼中，臉上的笑意越發僵硬，她哪能不知他今兒個到底是為何過來。  



「孫兒給祖母請安。」謝遷收回視線，上前給陳氏請安。  

陳氏笑著叫他起來，問道：「今天怎麼這個時候過來，可用過飯了？」  

謝遷點了點頭，對陳氏道：「聽說祖母這幾日睡得不好，孫兒就想著過來看看。」  

陳氏聽著他這話，便笑道：「我不過是擔心你妹妹，如今你妹妹大好了，有她陪著，你不用操

心。」  

盧氏平日裡最會揣摩陳氏的心思，知老太太想叫傅沅留在淮安侯府當孫媳婦，當下就笑著道：

「老太太還不知，那日沅丫頭落水，大少爺想都沒想就要跳下去，定是知道老太太疼沅丫頭，

怕出了事老太太跟著擔心呢。」  

盧氏話音剛落，寇氏就沉下臉。這事她早就發了話，不准人傳出去，沒想到如今卻被盧氏抖

出來。  

一時間，屋子裡的氣氛變得有些詭異，眾人都知道前幾日寇氏請了鄭氏和崔貞來府裡做客，

心裡是中意那崔大姑娘的。  

盧氏是巴結老太太，可這盧氏也太不會說話了，一點兒都不顧著寇氏這個嫂嫂。  

傅沅看著大舅母的臉色，突然站起身來，福了福身子，開口道：「外祖母的擔心我都知道，今

兒個過來除了請安，外孫女兒還有一事要回稟。」她頓了頓，繼續道：「上回哥哥來府裡，說

是祖母年紀大了，這些年越發想我，想來是要接我回府的。」  

傅沅一句話就叫眾人愣住，陳氏更是眼圈都紅了，半晌才開口道：「我就知道遲早有這麼一天

的。」  

對於這個外孫女兒，她是打心眼裡疼，比起嫡親的孫女兒都要疼上幾分，要不然也不會想叫

她一直留在淮安侯府。  

這些年，她知道遷哥兒的心思，也想著往後外孫女兒若是留在府裡，有她護著，又得遷哥兒

喜歡，那是一絲委屈都不用受的。  

聽著傅沅突如其來的話，謝遷身子當即僵硬了一下，剛想說什麼，就聽陳氏道——  

「都退下吧，我有話要和沅丫頭說。」  

眾人知老太太這會兒心裡難受，都起身退了出去。  

待人都走光，陳氏看著傅沅，忍不住落下了淚，「年前妳祖母派人送節禮的時候，我便知道妳

在我這裡住不長了。」  

這些年外祖母待她格外的好，傅沅自然也是捨不得，聽著這話忙說道：「外祖母放心，便是外

孫女兒回了宣寧侯府，也要時常過來給您請安的。」  

傅沅陪著陳氏說了好一會兒話才從屋裡退出來。  

待她離開，池嬤嬤才上前寬慰道：「您也寬心些，表姑娘沒說具體日子，想來那邊怕您傷心，

一時半會是不會接表姑娘回去的。」她遲疑了一下，又開口道：「老奴說句不該說的，大太太

對表姑娘怕是沒面上那麼喜歡。雖說大少爺待表姑娘好，可到底還有大太太這個當母親的。」  

聽著池嬤嬤這話，陳氏皺了皺眉，不滿地道：「這些年，她是連面上的功夫都不願意做了。沅

丫頭可是皇上親封的儀安縣主，自小養在我跟前，最是知道禮數。她兄長十八歲就中了進士，

進了翰林院，哪一點比不過那崔家大姑娘？」  



寇氏出自廣平侯府，嫁進來沒出過什麼錯，只這些年一直是她當家，對陳氏這個婆母便不那

麼忌憚了，不然哪裡會當著陳氏的面給傅沅委屈受。  

 

 

 

從雁榮堂出來，傅沅心裡難受得厲害，以至於一路上都沒有說話。  

懷青瞧著自家姑娘臉上的神色，想要安慰些什麼，可話到嘴邊又全都嚥了下去。  

這些年，謝老太太對自家姑娘的好她全都看在眼中，也難怪姑娘會捨不得。可她一直覺得姑

娘回了宣寧侯府才是正經，畢竟謝老太太對姑娘再好，到底歲數也大了，不能庇護姑娘一輩

子，且姑娘如今十四歲，已到了說親的時候，姑娘的親事總該由自家老爺和老太太做主才是。  

表少爺待姑娘再好，恐怕也拗不過舅太太去。  

方才她在門外站著，舅太太出來的時候，那臉上的怒意藏都藏不住。姑娘既無意表少爺，何

苦繼續住著惹舅太太的嫌？左右都得回宣寧侯府，倒不如早些回去，便是開始不習慣，也終

歸不是客居在別家。  

只一會兒功夫，兩人就回了蕙蘭院。  

懷青扶著傅沅坐下，一旁的碧竹端了煲好的紅棗銀耳羹過來，「姑娘早起喝藥，沒吃多少東西，

這會兒喝碗粥吧。」  

傅沅伸手接過她手中的蓮紋青花小碗，拿勺子攪了幾下，小口小口喝了起來。  

還未喝完，就聽到外頭一陣腳步聲，有丫鬟進來回稟道：「姑娘，大少爺來看姑娘了。」  

傅沅一聽，微微愣了愣。  

不等她開口，那丫鬟就吞吞吐吐地道：「大少爺說了，姑娘今日若是不見，他日日來看姑娘，

直到姑娘肯見他。」  

那丫鬟說完，眼中不由得帶了幾分不安。她雖伺候著表姑娘，可到底是府裡的家生子，如何

敢攔著大少爺。  

傅沅看了她一眼，思忖了片刻才對著她點了點頭。  

那丫鬟得了吩咐，這才鬆了一口氣，轉身朝外頭走去。  

很快，謝遷就從外頭進來，定定地瞧著坐在軟榻上的傅沅。  

傅沅見他不說話，一時很是躊躇，片刻後才打破屋內的沉靜，對著謝遷道：「表哥今日怎麼過

來了？」  

謝遷轉頭看了一眼站在一旁的懷青，道：「我有話要和妳家姑娘說，先退下吧。」  

見著他的臉色，懷青遲疑了一下，下意識朝傅沅看去，心裡有些不放心。  

傅沅隱隱能猜出他要說些什麼，屋裡還是留人為好，免得傳到大舅母耳中，平白生出誤會來，

於是開口道：「她二人自幼服侍我，表哥有什麼話盡可直說。」  

聽著她的話，謝遷突然笑了一聲，帶著幾分苦澀道：「妹妹如今是越發疏遠我了。」  

傅沅聽他這樣說，心裡不大好受，想著兩人自幼一塊長大，她一直都將他當成兄長，不想彼

此有了什麼誤會，便道：「表哥誤會了，只是因為咱們都大了，礙著規矩，不好和小時候一樣



親近。」她還想說些什麼，卻在謝遷瞭然的目光下全都嚥了下去，一時竟不知該如何解釋。  

謝遷看著她，突然走向她。  

懷青見狀忙上前一步，福了福身子道：「表少爺何苦難為我家姑娘？姑娘出自宣寧侯府，如今

長大了自該回去的。」  

謝遷也不理會懷青，只看了傅沅，半晌後開口道：「祖母想叫妳留在府裡，我也如此，妳可願

意？」說著，就把手伸到腰上，取下一塊雕琢精緻的羊脂玉佩來，遞到傅沅面前。  

傅沅沒料到他會有這樣的動作，怔了一下，才要開口，又聽他道——  

「母親那裡，妳不必在意……」  

沒等他將話說完，傅沅就搖了搖頭，溫聲道：「我自小將你當哥哥，如今也一樣。」看他張了

張口，還想說什麼，她微微轉頭，避開了他的視線，「大舅母中意鄭國公世子的嫡長女，我覺

得她和表哥很是相配。」  

雖然那個夢中，崔貞對她這個妾室百般刁難，可對謝遷卻是事事在意，小心討好著。  

若沒有「她」的存在，兩人定會舉案齊眉，不會落到最後那般境地。  

她的話令謝遷的臉色立時陰沉下來，臉上終究帶了幾分頹然，拿著玉佩的手遲疑了半晌才收

了回去，並道：「妹妹好生養著，我改日再來看妳。」說完這話，就轉身朝門外走去。  

傅沅看著他離開的背影，不由得有些失神。  

懷青知道她心裡難受，便道：「姑娘也該委婉些，何苦提那崔家大姑娘。」  

方才她在一旁看得清清楚楚，自家姑娘說完那句話後，表少爺的臉色變得有多難看。  

「既然他今日過來，那該說的總是要說清楚的。」傅沅深知謝遷的性子，她說那句話是想叫

他徹底斷了心思。  

這樣，對彼此都好。  

傅沅輕輕歎了口氣，拿起桌上的茶盞喝了起來。  

第二章 丫鬟的小心思  

青芷院中，寇氏臉色鐵青，坐在軟榻上，心裡的那股怒氣怎麼樣都平息不下來。  

方才在老太太屋裡，見著兒子一點都不避諱地看著傅沅，她恨不得拉他出去。  

一個喪母長女，被老太太寵得太過，哪裡配得上她的遷哥兒。  

「去，去將明路叫來。」寇氏的氣息有點不穩。  

聽了她的話，丫鬟半松應了一聲，轉身走了出去。  

明路是謝遷跟前的小廝，謝遷的事情，他全都知道。  

只一會兒功夫，半松就帶著明路進了屋裡，走到寇氏跟前，湊到她耳邊道：「太太，奴婢去的

時候，大少爺並不在書房。」  

寇氏一聽，面色越發難看，看著跪在地上的明路，沉著臉問：「說，你家少爺去了哪裡？」  

明路被嚇得身子哆嗦了一下，咬了咬牙回道：「回太太的話，少爺、少爺給老太太請過安就出

府去了，說、說是東平侯的世子找他—— 」  

他的話還未說完，寇氏手中的茶杯就重重放在桌上，發出「砰」的一聲。  

她罵道：「滿嘴瞎話，真行啊。平嬤嬤，去將看門的婆子叫來，我倒要問一問今兒個你家少爺



是不是出府了。」  

聽著寇氏這話，明路臉色都白了，立刻磕頭道：「太太饒命，太太饒命，少爺去了表姑娘那裡，

不叫奴才跟著。少爺是因著表姑娘病了，才去看望的。」  

寇氏冰冷的目光落在明路的身上，帶著幾分不屑道：「她病了，自有府裡的大夫診治。怎麼，

蕙蘭院的人常常打擾你家大少爺？」  

明路哪裡見過這樣的陣仗，知老太太最疼表姑娘，萬不敢隨意編排表姑娘，嚇得臉色越發蒼

白，顫抖著身子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正當這個時候，門外突然傳來一個極冷淡的聲音——  

「母親知道兒子的心思，何必說出這些話。」  

「大少爺。」門外的丫鬟沒來得及通傳，聽到這話，嚇得立刻跪了下去。  

平嬤嬤見這情景，忙揮了揮手，叫屋子裡伺候的丫鬟婆子全都退下去。  

謝遷看了一眼跪在地上的明路，吩咐道：「這裡沒你的事了，還不下去？」  

明路聽著這話，忙不迭地站起身來，轉身退出門外。  

「怎麼，我這當娘的，連兒子的事情都不能過問了？」寇氏一雙眸子陰沉地看著他。  

謝遷歎了口氣，「母親知道兒子並不是這個意思。」  

「那你是什麼意思？你是瘋了才被那丫頭給迷住！你也不想想，她一個喪母長女，被你祖母

寵愛太過，往後如何持家？不是白白讓人看了笑話？」  

謝遷靜靜看了寇氏半晌，才開口道：「兒子這輩子若要娶親，只能是她。」  

寇氏一聽這話，越發覺得驚心，自己這兒子真真是被迷了心竅，心裡越發遷怒起傅沅來。  

「你死了這心思，我活一日，就絕不會叫她進謝家的門！」寇氏正在氣頭上，說話儼然沒了

平日裡的顧忌，就連素來知道她心思的平嬤嬤心裡都咯噔一下。  

府裡都知老太太將表姑娘當眼珠子似的疼愛著，自家太太說出這話來，若是不小心傳到老太

太耳朵裡，可是了不得的事情。  

謝遷聽到寇氏這麼說，也沒有覺得意外，語氣平靜而堅定，「母親知道兒子的性子，可這世上

的事情哪裡有什麼絕對。母親若沒有什麼別的吩咐，兒子就先退下了，等改日再來給母親請

安。」說完這話，他轉身朝門外走去，全然不顧及寇氏的臉色。  

「這、這就是我一手養大的兒子！」寇氏氣急，指著謝遷離開的背影，半天才說出話來。  

平嬤嬤見她生氣，忙上前寬慰道：「您暫且放寬心，大少爺如今只是鑽牛角尖，一時出不來罷

了，這事情您得慢慢來，您越是阻撓他，他越是聽不進去。左右用不了多久，表姑娘就會回

宣寧侯府，到時候太太再好好想想法子看如何勸大少爺。」  

聽著平嬤嬤的話，寇氏臉上的表情緩和下來，但還是忍不住道：「我真是不明白，遷哥兒怎麼

會被她給迷了心竅，他以前可是個聽話的孩子，哪裡會說出這些忤逆的話來。」  

平嬤嬤沒有說話，只走到桌前倒了杯茶過來，遞到寇氏手中。  

寇氏接過茶盞，抿了一口，重重歎了口氣。  

未等她開口，外頭就有丫鬟挑起簾子，回稟道：「太太，姑娘過來了。」  

說話間，謝琦蹦蹦跳跳地走了進來，穿著一身桃花雲霧煙羅衫，下頭是縷金百蝶穿花雲緞裙，



臉上帶著幾分笑意道：「這是怎麼了？我一進院子，丫鬟、婆子一個個低著頭像木頭似的杵在

那裡，一點聲音都沒有，若不是母親在，我還以為我走錯了地方。」  

謝琦性子活潑，平日裡寇氏又寵著她，所以她並不畏懼寇氏這個母親。  

寇氏正在氣頭上，聽著這話，沒好氣地瞪了她一眼。  

謝琦察覺到母親是真的在氣頭上，不好意思地吐了吐舌頭，規規矩矩地福了福身子，「女兒給

母親請安。」說完這話才站起身來，緩步走到寇氏跟前，問道：「好端端的，誰惹母親生氣了？

您告訴女兒，女兒替您教訓他。」  

對著女兒的笑臉，寇氏重重歎了一口氣，抬起手來摸了摸她的頭，「妳呀，什麼時候才能長大？

就慣會說這些話哄娘開心。」  

說這話的時候，寇氏的臉色到底是緩和了幾分。  

謝琦聽著這話一怔，遲疑了一下才抬起頭來，小聲道：「母親是為了沅表姊的事情生氣嗎？女

兒聽說祖母有意將沅表姊嫁給大哥，母親卻是中意鄭國公府的崔姊姊。」  

寇氏聽著，皺了皺眉，她就知道這事情瞞不住，拖得越久越是麻煩。  

老太太心裡既有了這個意思，這話自然會在府裡傳開。  

「妳管好妳自己就是了，妳大哥的事情，別瞎摻和。」  

謝琦點了點頭，之後帶著幾分不解道：「沅表姊出自宣寧侯府，又是皇上親封的儀安縣主，詢

表哥前年又中了進士，入了翰林院，母親為何偏偏不喜歡她？」她眼中滿滿都是困惑。  

在她看來，傅沅這個表姊出身侯門，又是皇上親封的儀安縣主，身分尊貴，相貌又極好，哪

裡就配不上自家哥哥了。  

寇氏聽了，視線落在她的身上，重重歎了口氣，「妳呀，看到的不過是面上的風光，她那縣主

不過是太后給黎氏做名聲罷了。黎氏親生的女兒也十歲了，這親疏有別，太后自然是站在黎

氏那邊。  

「雖說高門嫁女低門娶婦，可咱們這樣的人家，娶進來的媳婦自然是門第越高越好，外人瞧

著體面，於妳哥哥也有幫助。再說，那崔家大姑娘打小就跟著母親管家，行事穩重，不像沅

丫頭，被妳祖母疼愛太過，哪裡比得上崔家大姑娘。」  

還有個原因，寇氏從沒對人說過，甚至連平嬤嬤也不知道。  

傅沅若是嫁過來，遷哥兒有那樣一個大舅子，免不了被人拿來比較。遷哥兒再怎麼努力，也

不可能十八歲就中進士，還是一甲第二名，被皇上看重進入翰林院。  

世人的嘴最是不饒人，到時候倘若遷哥兒失意沮喪，可不就毀了他一輩子的前程。  

在她這個當娘的看來，什麼事情都比不過兒子的前程，所以她是無論如何都不會同意傅沅進

這個門的。  

謝琦聽了，若有所思，心裡卻依舊覺得比起崔貞來，她更願意讓傅沅當她的嫂嫂。  

她雖然平日裡表現得心思單純，實際上卻很有想法。這些年看著祖母那樣疼愛傅沅，卻一點

嫉妒都沒有，還和傅沅玩得好，不過是想叫祖母心存愧疚，母親也因這事更疼她一些。  

她知道，崔貞若真像母親說的那樣，往後她這小姑子怕是免不得還要討好崔貞。倒不如讓傅

沅嫁過來，兩人打小一塊長大，傅沅自然不會端著嫂嫂的架子，甚至為了討母親喜歡，還要



越發對她這個小姑子好。  

 

 

 

青芷院發生的這一切傅沅並不知道，謝遷離開後，她看了會兒書，許是喝了藥的緣故，沒一

會兒就覺得有些犯睏。  

懷青見著她臉上疲憊的神色，忙上前道：「姑娘若是睏了，就躺下來歇上一會兒。」  

傅沅點點頭，將手中的書放在一旁的小几上，正要躺下，就見到外頭服侍的小丫鬟緋兒躡手

躡腳地從外頭走進來。  

懷青順著傅沅的視線看過去，有些詫異，「妳怎麼進來了？可是有什麼事情？」  

緋兒只是三等丫鬟，依著規矩是不能隨意進傅沅屋裡的。  

她看著懷青，遲疑了一下，才上前一步跪下來，「奴婢有話要回稟姑娘，若是不說，怕往後書

蝶姊姊會做出什麼出格的事來。」  

傅沅聽了，面色微微變了變，心裡隱隱有些計較，看了緋兒一眼，示意她說下去。  

「說吧，到底怎麼回事？」懷青也在一旁道。  

緋兒嚥了嚥口水，有些緊張地道：「方才大少爺過來和姑娘說話，奴婢正巧從小廚房裡出來，

見到書蝶姊姊趴在門縫上偷聽。奴婢不敢吱聲，就回了小廚房，心裡卻一直不安，才想著將

此事回稟給姑娘。」  

她的話音剛落，懷青和碧竹俱是露出了詫異的神色，目光不自覺朝傅沅看去，卻見自家姑娘

臉色平靜，竟一點也不吃驚。  

「好了，我知道了，妳下去吧，只當什麼都沒看到。」傅沅吩咐道。  

「是。」緋兒小聲應了聲，站起身轉身朝門外走去，心裡卻有些奇怪，姑娘看起來並不怎麼

生氣，難道真是因為書蝶伺候了姑娘多年的原因？  

可偷聽主子說話這樣的事情，哪個府裡能容得下。  

待緋兒退下去，懷青上前道：「姑娘，這事可要問一問？」  

她說著，就聽到一陣腳步聲，小丫鬟打起簾子，書蝶端著茶水和點心從外頭走了進來。  

懷青將嘴邊的話全都嚥了下去，若有所思地看了書蝶一眼，出聲道：「妳做什麼去了？怎麼一

上午都沒見著妳？姑娘問了妳幾次了。」  

書蝶有些吃驚，解釋道：「是繡房的佟嬤嬤過來找我，說是要我替她畫幾張花樣子，我陪著佟

嬤嬤說了會兒話。」她說完，緩步上前，將手中的茶水和點心放在桌上，「姑娘看了一上午的

書，定是有些餓了，奴婢做了姑娘愛吃的牛乳菱粉香糕，姑娘嘗嘗，看看味道可好。」  

她一進來就察覺到屋子裡的氣氛有些不對，還以為是因著謝遷的關係，並沒有多想，繼續自

顧自地道：「奴婢聽說姑娘今兒個和謝老太太說了要回去，可是老爺、老太太寫了信給姑娘，

定了日子接姑娘……」  

她的話還未說完，就見傅沅坐在軟榻上，滿是審視的看著自己，當即緊張起來，「姑、姑娘。」

她心裡做了虧心事，自然是最怕自家姑娘知道。  



傅沅淡淡地看了她一眼，輕聲道：「妳自小跟在我跟前，知道我待人最是寬和，妳說說，今天

妳去了哪裡、做了什麼？」  

傅沅話音剛落，書蝶的心裡咯噔一下，卻強自鎮定，小聲回稟道：「奴婢畫了花樣子後，陪佟

嬤嬤說了會兒話。」說完這話，怕傅沅不信，又著急道：「姑娘若是不信，可派人叫佟嬤嬤過

來問。」  

「哦，那佟嬤嬤離開後，妳怎麼不過來伺候？」傅沅挑了挑眉，拿起茶盞喝了一口，又問道。  

書蝶微愣，她方才送佟嬤嬤出了院子，就偷偷去打聽，看看大少爺去了哪裡。一打聽才知道，

大少爺從姑娘這裡離開後，便去了大太太的青芷院，聽說好似還頂撞了大太太。  

她怕人起疑心不敢多問，又怕回來晚了姑娘生氣，才急急忙忙趕過來，去小廚房做了姑娘愛

吃的點心，哪裡知道，姑娘會這樣追問她。  

書蝶越發不安，半天才支支吾吾地道：「奴婢、奴婢聽說園子裡的花開得極好，便去了園子裡。」  

傅沅聽著這話，突然笑了，「妳跟了我這麼多年，什麼時候起竟連最起碼的規矩都忘了？還是

說，有什麼別的原因，叫妳連規矩都顧不得？」  

「姑娘，奴婢不敢。」書蝶臉上是掩飾不住的震驚，腿一軟，撲通一聲跪在地上。  

她不知道姑娘為何會說出這種話來，不由得揣測起姑娘是隨便說說，還是話裡有話，存了別

的意思？  

傅沅看了她半晌，歎了口氣，「罷了，妳起來吧，往後沒事別隨便走動，叫人找不著。妳是我

跟前的人，若是沒了規矩，旁人只會說我這當主子的治下不嚴。」  

方才那句意有所指的話叫書蝶的心提到了嗓子眼，這會兒聽到這句話，她的心落了下來，有

一種劫後餘生的感覺。  

想來姑娘方才的話並不是試探她，是她自己心虛想多了。  

「是，奴婢記著了。」書蝶應了一聲，站起身退到一邊。  

懷青不著痕跡地看了書蝶一眼，在心中微微歎了口氣。  

她伺候姑娘這麼多年，最是知道姑娘的性子。姑娘若是肯責罰書蝶，證明姑娘還未打算疏遠

她，可如今姑娘幾句話就叫她起來，從頭到尾也沒提起她偷聽表少爺和姑娘說話的事情，便

表明姑娘是再也不肯信她了。  

懷青看著書蝶身著一身藕綠色繡花褙子，腕上戴著一只翠玉手鐲，肌膚白皙，髮髻上簪了一

支碧玉棱花雙合簪，是往日她生辰時姑娘賞她的。  

當下，懷青腦子裡突然閃過些什麼，越想越是心驚。  

府裡人人都知道表少爺最喜竹子，泊墨院外頭種了一片小竹林，就連平日裡表少爺作畫，也

最愛畫竹子。  

她不由得聯想到這些日子書蝶時常和姑娘提起表少爺，又說表少爺待姑娘好，勸姑娘留在府

裡的行為。  

她還以為書蝶是替姑娘著想，想著有謝老太太這個外祖母護著，好過回宣寧侯府對著黎氏這

個繼母，處處都要小心謹慎。  

如今看來是她想岔了，書蝶竟是生出了不該有的心思來，想攀高枝。  



書蝶是姑娘跟前的人，這樣的心思若是被人察覺出來，姑娘的臉面豈不是都丟光了。  

懷青想著，一顆心揪起來，尋了個由頭叫書蝶下去，自己這才走到傅沅跟前，開口道：「姑娘

打算怎麼辦？若是處置了，難免叫人疑心。」  

書蝶自小就在姑娘身邊伺候，府裡人人都知道，姑娘若是趕她出去，或是不叫她在跟前伺候，

定會引出好些猜測來，老太太知道了怕也會過問。再者，不知道的人會覺得姑娘苛刻，連伺

候了自己多年的貼身丫鬟都容不下。  

想來姑娘方才沒急著處置，也是因著這個的緣故。  

傅沅拿起手中的茶盞又喝了一口，心裡一時也想不出法子來，只說道：「不著急，她若是個聰

明的，會安分一些日子的。」  

她沉吟著，一會兒後道：「下個月就是祖母的壽辰了。」  

懷青不解地看著她，想了想才道：「姑娘覺得老爺和老太太會在這個時候接姑娘回府？」  

傅沅點了點頭，「外祖母疼我，我想祖母多半會藉著壽辰的由頭將我接回府裡。我細想著，若

是下個月來接我，過幾日就該有消息了。」  

懷青聽了，思忖片刻，點了點頭，「許是和姑娘想的一樣，到時候總要先叫幾個人收拾行李送

回府裡，姑娘再給三少爺修書一封，言明緣由，叫三少爺尋個理由將書蝶留在府裡便是，左

右等姑娘回了府裡再慢慢處置，也不會叫人起疑心。」  

懷青說著，心裡越發覺得姑娘該回宣寧侯府，倘若留在淮安侯府裡，可不是事事都要像今日

這樣，顧忌著怕人懷疑。  

若是回宣寧侯府，姑娘是正兒八經的主子，處置自己跟前的丫頭，誰敢說半個不字？  

第三章 宣寧侯府的來信  

果然如傅沅所料，這月十五，陳氏便接到了宣寧侯府老太太的書信，信中言明，藉著壽辰想

將傅沅接回府去，叫她在京城的勛貴圈子裡露露面，帶她認識幾個人，免得各家太太、夫人

都忘了她這個皇上親封的儀安縣主、宣寧侯府二房的嫡長女。  

陳氏看著信，不由得歎了口氣。  

池嬤嬤見著她臉上的神色，問道：「信裡說了什麼？可是定了日子要接表姑娘回去？」  

「妳看看。」陳氏伸出手將信遞到池嬤嬤面前。  

池嬤嬤也不避諱，接過信看了一遍，才知老太太為何會歎氣。  

原想著還能留表姑娘多住幾個月，哪裡想到那邊會這麼心急，下個月就要將表姑娘接回去。  

「您寬心些，即便表姑娘回去了，還是能時常過來給您請安。再說，往後您若想見表姑娘，

老奴陪您去宣寧侯府，總叫您安心了才是。」  

陳氏聽著池嬤嬤的話，笑斥道：「妳呀，就會說這些好聽的。沅丫頭若真回去了，我能去看一

兩次，總不好常常去看她，否則落在別人眼裡，還以為我怕她祖母和父親苛待了她。」  

雖說她捨不得沅丫頭離開，可既然早晚都有這麼一天，總是要替沅丫頭打算的。藉著宣寧侯

老夫人的壽辰，叫沅丫頭在圈子裡露露面，對沅丫頭來說總是好的。  

這些年她顧忌著宣寧侯府那邊，甚少帶沅丫頭出去，若是回了宣寧侯府，就不必再有什麼顧

忌。  



陳氏想著，看了站在那裡的池嬤嬤一眼，吩咐道：「妳去將沅丫頭叫來，我親自和她說。」  

「是，老奴這就去。」池嬤嬤聽著吩咐，應了一聲，轉身出了屋子，朝蕙蘭院的方向去了。  

雁榮堂距離蕙蘭院並不遠，只需約一刻鐘的功夫，她沒一會兒便到了。  

見池嬤嬤進來，門口的小丫鬟忙迎了上去，恭敬地福了福身子，叫了聲，「嬤嬤。」  

「妳家姑娘可在屋裡？」  

小丫鬟點了點頭，打起簾子領著池嬤嬤走進去。  

傅沅正坐在桌前看書，聽到廊下丫鬟報「池嬤嬤來了」，便放下手裡的書，從桌前站起身來，

笑著迎了出去。  

「今兒個嬤嬤怎麼有空過來？」傅沅說著，轉頭吩咐一旁的懷青上茶。  

池嬤嬤含笑阻止了，「不敢耽擱姑娘的功夫，是老太太找姑娘有事。宣寧侯府來了信，說是要

趁府裡老太太壽辰的機會，將姑娘給接回去，好叫姑娘在一家子親戚面前露露面。」  

傅沅聽了，便問道：「外祖母看了信，可是又難受了？」  

沒想到傅沅頭一句話便是問這個，池嬤嬤心裡很是感慨，怪不得老太太這些年將表姑娘當眼

珠子似的疼，便是親孫女兒也未必能事事頭一個就想到老太太。  

她含笑道：「姑娘不必擔心，這幾日的功夫，老太太也想開了些，知道姑娘遲早都要回去，與

其捨不得，叫姑娘跟著傷心，不如高高興興的，左右往後又不是見不著姑娘。」  

聽著池嬤嬤的話，傅沅這才放心，隨著池嬤嬤出了院子去了雁榮堂。  

 

傅沅進了雁榮堂的時候，陳氏正坐在桌前，看著桌上擺放著的兩個紫檀木匣子。  

她福了福身子，不解地道：「外祖母這是做什麼？」  

聽到說話聲，陳氏這才抬起頭來，面上露出笑意，朝她招了招手，「妳也過來看看。」  

傅沅聽了，點了點頭朝桌旁走去，才發現兩個檀木匣子裡其中一個放著一沓銀票，而另一個

則分了三層小抽屜，第一層放著簪釵和步搖—— 金絲八寶攢珠釵、鏤空蘭花珠釵、金累絲紅

寶石步搖、金海棠珠花步搖，蝴蝶圖案鑲藍寶石花鈿簪、墜珍珠流蘇金玉步搖簪。  

第二層放著各種鐲子和手串—— 金鑲九龍戲珠手鐲、鎏金水波紋鐲子、赤金環珠九轉玲瓏

鐲、琥珀連青金石手串、碧璽香珠手串，還有一對紅翡翠滴珠耳環、一對東珠木蘭紋飾耳墜；

第三層則是放著幾個方形的玉盒。  

「打開看看。」陳氏對著她道。  

傅沅聽了，取出一個玉盒打開後，發現上面鋪著一層白色的絨布，上頭放著四粒拇指大小的

藥丸，發出陣陣藥香味，其餘幾個玉盒裡，想來放著的也是藥丸。  

「妳叔外祖父和外祖父一母同胞，性子卻大不相同，十六歲那年中了舉人，就撂下書本離家

拜了無塵大師為師，說是學醫，事實上和出家沒什麼兩樣，只是一門心思鑽在醫藥裡，到三

十了還沒成親。妳外祖父提議將妳二舅舅過繼到他那一房，被妳叔外祖父拒絕了，說是兒子

終究無趣，不如女兒粉妝玉琢，叫人疼愛。  

「那時妳母親才剛十歲，我只有一個女兒，雖捨不得，卻也得顧及著妳外祖父的心思，就叫

妳外祖父請了族裡的長輩們，想將這事定下來，將妳母親的名字記在妳叔外祖父名下。哪裡



想到妳叔外祖父根本就沒露面，只派個人回來傳話，說他雲遊四海，不知哪一日會在府裡，

叫妳母親繼續留在我跟前，不必在乎這些形式上的東西，他若哪一日不在了，他的東西都會

留給妳母親。」  

傅沅剛開始還當故事聽著，聽到後來，越聽越是詫異。  

這樣禮教森嚴的地方，竟還有叔外祖父這樣的人，由著自己的性子來，頗有幾分魏晉之風。  

「前些年他才知妳母親去了，只留了妳和妳哥哥兩個，寫了書信說妳哥哥若是缺什麼，叫他

自己去掙，妳是個姑娘家，原就該嬌養著，便提前將東西都給妳。這些只是一小部分，其他

還有地契、古玩、名畫，至於一些莊子、鋪子的，我都叫妳哥哥幫妳打理著，等妳出嫁那一

日再給妳。」  

傅沅從來都不知道還有這樣的事情，哥哥也沒對她說過。  

見著她吃驚的樣子，陳氏忍不住抿嘴一笑，「瞧妳，旁人知道這事情只顧著歡喜，妳倒好，只

顧著吃驚。」  

傅沅坐直了身子，小聲道：「平白得了這麼多東西，我被嚇住了。我想著，這東西還是一半給

哥哥，一半給我吧，我一個姑娘家，哪裡需要這麼多東西。」  

陳氏聽了，知道她這是真心話，一臉欣慰的點了點頭，「既然是給妳，妳做主就是了，只妳以

哥哥的性子，怕是不會要。我聽說妳哥哥自打進了翰林院，在府裡越發有威嚴，連黎氏都要

懼他幾分。也是，妳哥哥若不是這樣的性子，也不會小小年紀就進翰林院。我只是擔心，他

這樣的性子娶了哪家的姑娘過來，怕都不敢在他面前說話。」  

傅沅卻是道：「哥哥雖厲害些，待親人卻很好，嫂嫂若是知道，定不會怕他。」  

陳氏聞言深深看了她一眼，「倒是我想岔了，不如妳通透明白。」  

傅沅笑道：「外祖母這是笑話我。」  

陳氏抿嘴一笑，繼續道：「妳屋裡的人，懷青和書蝶都是隨妳從宣寧侯府過來的，自然是妳帶

回去。碧竹是我安排過去伺候妳的，她父親跟著妳叔外祖父做事，時不時給她捎些醫書回來，

她也跟著學了不少藥理，有她在妳跟前，我也能安心些。這些日子，妳就好好準備妳祖母壽

辰的禮物，還有黎氏那裡，妳也做些帕子、荷包，免得到時候缺了禮數，叫人挑出錯來，在

孝字上做文章。」  

傅沅見陳氏處處替她打算，心裡有種說不出的感動和感激，想著這些年她在淮安侯府處處受

著庇護，不禁心中一酸，撲到了陳氏的懷中，哽咽著叫了聲「外祖母」。  

陳氏愣了愣，抬起手來輕輕撫摸著傅沅的後背，心裡也是不捨。  

又說了幾句後，她才道：「好了，去洗把臉，紅著眼睛出去，不知道的還以為我訓斥了妳。」  

聽著這話，一旁的池嬤嬤上前道：「姑娘隨老奴來吧。」  

傅沅知道外祖母是不想叫她繼續傷心，站起身，隨著池嬤嬤到了三扇松柏梅蘭紋屏風後。  

早有小丫鬟打了熱水進來，她淨了面，重新梳妝打扮好，方從屏風後出來。  

「這樣才好，往後可不許在我面前哭了，這新換的衣裳都叫妳的眼淚給打濕了。」陳氏看著

站在面前的傅沅，打趣道。  

當著一屋子的丫鬟、婆子撲在外祖母懷中哭鼻子，傅沅先時還不覺得如何，這會兒聽著這話



卻忍不住臉紅。  

陳氏見她這樣，抿嘴一笑，而後道：「回妳屋裡去吧。」  

傅沅聽著這話，才紅著臉告退。  

「這兩匣子東西等會兒妳送到沅丫頭院裡去。」陳氏吩咐一旁的大丫鬟平萱。  

平萱應了聲，見陳氏神色間透著幾分疲憊，便說道：「奴婢扶您回內室躺上一會兒。」接著扶

著她進了內室。  

 

傅沅從雁榮堂出來，許是因為害羞，剛才心裡的那點酸楚一時間煙消雲散。  

回了蕙蘭院後，懷青告訴她，說是方才二姑娘來了一趟，送了一盒沁芳齋的松仁粽子糖，見

她不在，就先離開了。  

傅沅打小就喜歡吃甜的東西，謝琦知道，時不時就會送上一盒過來。  

其實她一直有些不明白，寇氏明明不喜她，謝琦為何還要和她相交？  

「妳裝一盒荷花酥，當作回禮送到傾櫻院去吧。」傅沅說著，撚起一塊松仁粽子糖放到嘴裡。  

懷青應了聲是，福了福身子，朝外頭走去，屋子裡留了碧竹和書蝶伺候。  

傅沅尋了個藉口將書蝶遣出去，對著碧竹道：「方才我去外祖母屋裡，外祖母說要妳跟我回宣

寧侯府去，妳是怎麼想的？若是不願，我便回了外祖母，讓妳回雁榮堂伺候。」  

自她三歲那年來了淮安侯府，外祖母就將碧竹派過來伺候她，如今她要回宣寧侯府，自然要

安排好碧竹的出路。雖說外祖母叫碧竹跟著去，可她好歹也要問一問碧竹的意思，畢竟淮安

侯府才是碧竹長大的地方，也更親近些。  

碧竹聽著這話也不覺得詫異，上前一步跪了下來，回道：「姑娘若不嫌棄奴婢愚笨，奴婢自是

願意跟著姑娘回府。」  

她原先雖是老太太房裡的大丫鬟，可這些年在姑娘跟前伺候，老太太房裡早就沒她的位置了，

倒不如一直伺候姑娘，老太太怕也是這個心思。  

再說，她父親是二老太爺跟前的人，在她過來伺候姑娘的時候，老太太就將姑奶奶當年差點

過繼給二老太爺的事情告訴了她，她自然是願意跟著姑娘。  

更何況這些年她伺候自家姑娘，知道姑娘性子最是寬和，待她們這些下人也好，彼此雖是主

僕，感情卻比尋常的主僕要深上許多。她跟著姑娘，不必日日都提心吊膽，怕一不注意哪裡

惹惱了主子，叫人給發賣或是趕出府去了。  

碧竹知道自己嘴不甜，也不會巴結奉承，平日裡還很喜歡看些醫書，這樣的丫鬟怕也只有自

家姑娘容得下。  

 

 

 

翌日一早，傅沅照例去雁榮堂給陳氏請安。  

她進去的時候，屋子裡已坐滿了人，除了兩個舅母外，還有表姊謝茹、表妹謝琦，大房的柳

姨娘、二房的方姨娘也在。  



傅沅緩步上前，福了福身子，「外孫女兒給外祖母請安，今兒個來遲了，是外孫女兒的不是。」  

陳氏聽著，忙叫她起來，「並非妳的錯，是我起得早，便叫妳大舅母、二舅母早些過來了。」

她說著，看了坐在那裡的寇氏一眼，繼續道：「昨日宣寧侯老夫人來信，說是趁著下月初九她

壽辰，想將沅丫頭接回府裡。這樣算算，這幾日就該忙碌起來，先收拾行李，派幾個婆子送

回宣寧侯府去，免得真正回府的時候手忙腳亂，出了什麼差錯。」  

寇氏聽著這話，眼底瞬間閃過一抹喜色，心下終於鬆了一口氣，開口說道：「老太太說的極是，

只是不知是怎麼個章程？沅丫頭跟前只有幾個大丫鬟，連可用的嬤嬤都沒有，既要收拾行李，

定是要騰出時間清點東西，該歸置的歸置、該登記的登記，需有個可靠得力的人才是。」  

她說這話的時候，舉手投足與平常沒有什麼不同，因顧忌著陳氏，語氣中也沒有什麼喜色，

可任誰都能聽出她心中巴不得傅沅這個外甥女下一刻就離開。  

陳氏臉上沒有什麼表情，眼底卻閃過幾分不滿來。  

盧氏最會揣摩陳氏的心思，幾乎是寇氏的話音剛落，她就笑道：「這事哪裡需要大嫂擔心，老

太太平日就疼沅丫頭，難不成這會兒會撒手不管？定是要派得力的嬤嬤過去幫襯的。再說了，

沅丫頭跟前三個大丫鬟，懷青和書蝶就不說了，是沅丫頭從宣寧侯府帶過來的，單單碧竹就

是個聰明穩重的，行事很有章法。也是，她原先就是從老太太屋裡出來的，若是不穩重，老

太太也不會叫她伺候沅丫頭去。」  

傅沅站在一旁，聽著盧氏這話，又看著寇氏臉上有些掛不住，突然覺得二舅母也真是個妙人，

氣了人還偏拉著外祖母，大舅母就是生氣也不會不顧臉面，當眾和她爭辯起來。  

「這不打緊，這幾日叫池嬤嬤早起就去妳那裡，晚上再過來伺候。」陳氏對著傅沅道。  

傅沅福了福身子謝過，又開口道：「您還是派其他人過來吧，池嬤嬤平日裡伺候您，沒她在跟

前您肯定不習慣。」並不敢應下來。  

「不礙事，屋子裡丫鬟、婆子一大堆，哪裡就缺人服侍了。」陳氏顯然是定了主意。  

見到陳氏偏寵傅沅，謝琦心中閃過一絲嫉妒來，面上卻是一派平靜，掩唇笑道：「祖母您偏疼

表姊，孫女兒可不依，趁著池嬤嬤不在，我要過來黏著您，也看看能不能討得什麼好東西。」  

聽著她這話，陳氏噗嗤笑了，抬起手來點了點她的額頭，「妳呀，又不是小財迷，不知道的還

以為我這當祖母的缺妳吃喝了。」  

這話便是默許了，謝琦輕笑起來，拽著陳氏的袖子撒嬌道：「才不是，祖母取笑我，這話傳出

去了我可不依。」  

比起謝茹的端莊穩重，謝琦著實有幾分俏皮可愛。  

陳氏一笑，「好，若是傳出去，祖母替妳跟人解釋。」  

一時間，屋子裡的丫鬟、婆子全都笑了，謝琦臉一紅，站到了寇氏身後。  

陳氏又說起別的事情。  

傅沅驀然明白過來，方才謝琦分明是在給寇氏解圍，免得寇氏落了臉面。  

她不著痕跡看著謝琦，覺得自己可能是低估了這個表妹。  

也是，有大舅母這樣的生母，表妹怎麼可能真的單純到那個地步。  

這些年外祖母偏疼她，表妹肯定是嫉妒死她了，可偏偏對她最是親近，時常到蕙蘭院來，叫



府裡的人都知道，府裡幾個姑娘中，她們兩個最是親近。  

這樣的心思，哪裡會是一點城府都沒有的小姑娘。  

傅沅收回視線，心裡卻是暗暗打定主意，往後和這個表妹相處定要小心些才是。  

陳氏又閒聊了一會兒就命眾人散了，傅沅跟在寇氏與盧氏的身後，和謝茹、謝琦一塊走了出

來。  

目送大舅母、二舅母她們離去後，傅沅才對著站在那裡的池嬤嬤福了福身子，「我跟前幾個丫

頭毛毛躁躁的，這幾日還得勞煩您。」  

池嬤嬤哪裡敢受她一禮，忙把她扶起來，心裡卻對她的懂禮暗暗點頭。  

她看得出來，表姑娘是真心謝她，並非是因著老太太的緣故。  

寬和有禮，行事又穩重，在長輩面前既孝順，嘴又甜，不像個只知道規矩的木頭人，府裡的

幾個姑娘真沒哪個能比得過表姑娘去，也怪不得老太太喜歡。  

池嬤嬤笑道：「哪裡敢擔姑娘這話，能替姑娘辦事，可是旁人求都求不來的。姑娘先回去，容

我收拾收拾，等回過老太太，過了晌午就去姑娘院裡。時間緊，老奴可不敢耽擱半點功夫。」  

傅沅點頭，池嬤嬤親自送她出了院子，才回正屋。  

「沅丫頭可是謝妳了？」陳氏坐在軟榻上喝著茶，見池嬤嬤進來，頭都沒抬就問道。  

「您真是什麼都知道，表姑娘既懂事又孝順，是個可人疼的。只是往後回了宣寧侯府，在傅

二太太手底下討生活，怕多少要受些委屈。」池嬤嬤忍不住多了句嘴。  

陳氏靜默了一會兒才道：「有她兄長在，想來會護著她的。這些年我看沅丫頭眉眼間越發和念

娘相似了，她父親當年對念娘極好，見了她，一定會喜歡的。」  

到了這個時候，她們只能往好的方向想了。  

「希望能如老太太說的一樣。可老奴實在不明白，姑爺這些年怎麼一次都沒來看過表姑娘？

每年林林總總送來的東西倒是不少。」  

這些年府裡不是沒人私底下嚼舌根，說宣寧侯府早就忘了表姑娘這個嫡出的姑娘，可她瞧那

些禮物都是用了心思準備的，姑爺也不像是真的忘了這個女兒。  

陳氏歎了口氣，「若見了只是徒增傷心，倒不如不見，他多半是怕見了女兒就會想起念娘來。」  

她活到這個歲數，很多事情心裡都有數，倘若傅呈修這女婿真是那種薄情寡義之輩，這些年

對沅丫頭這個親生的女兒不管不顧，她就算會被外頭的人議論，也要將沅丫頭留在府裡，許

配給遷哥兒。  

大媳婦便是再不願意，她一個「孝」字壓下來，就能叫大媳婦同意這門親事。  

 

 

 

傅沅回去練了兩個時辰的字，丫鬟們都知道她練字的時候不喜人打擾，所以等到她放下筆來，

已過了晌午。  

「奴婢這就叫人去膳房領飯菜過來，姑娘先將就著吃些瓜果。」懷青將瓜果切成了一小塊一

小塊的，讓姑娘拿竹籤插著吃，不會髒了手。  



傅沅點了點頭，在碧竹的伺候下淨了手，才問道：「中午吃些什麼？」  

聽著傅沅的話，懷青忍不住抿嘴笑了，「姑娘練字太入神了，都忘了之前說想吃清燉蟹粉獅子

頭和花香藕了，奴婢又要了西湖醋魚、水晶蝦仁、銀芽雞絲和櫻桃肉山藥、火腿鮮筍湯。姑

娘若是還想吃別的，奴婢派人告訴膳房，叫她們去做。」  

傅沅聽著她最後一句話，忍不住笑道：「妳這會兒再去就招人嫌了，廚房的管事嬤嬤肯定要說，

表姑娘矜貴，咱們做了定會親自送來。」  

這是她有一回聽小丫鬟們說的，聽說是柳姨娘過了飯時想吃酒釀清蒸鴨子，廚房掌勺的嬤嬤

怪裡怪氣地說了好些諷刺的話。  

因著這事，柳姨娘沒臉見人，稱病在屋裡躲了好些日子。  

傅沅的話音剛落，懷青和碧竹皆笑出聲來。  

「她們可不敢這樣編排姑娘。」懷青說著，吩咐外頭的小丫鬟去膳房。  

只一會兒功夫，就有兩個小丫鬟提了雕紅漆九攢食盒進來，懷青和碧竹親手將飯菜擺好。  

懷青盛了一碗火腿鮮筍湯放到傅沅面前，還是忍不住道：「虧得老太太不知道，不然定要怪罪

我們沒有好生伺候姑娘，連飯也不按時吃。」  

傅沅笑著討好道：「懷青姊姊別生氣，我再也不敢了。」  

她的話音剛落，懷青頓時臉紅了，「哪個跟姑娘說的，姑娘又拿來打趣我。」  

說起這話，就要提起幾日前的事。  

那時有個花匠來府裡修剪花枝，不小心將海棠上的花剪了一朵，不等懷青開口，就忙作揖道：

「懷青姊姊，奴才再也不敢了。」  

偏偏這花匠二十三、四歲的樣子，年齡比懷青大了許多。許是聽小丫鬟都叫懷青姊姊，一時

著急，話就這麼說了出來。  

懷青一邊替傅沅佈菜，一邊道：「姑娘今日心情好像不錯。」  

傅沅拿著筷子的手微微頓了頓，抬起頭來，「我也好生奇怪，原來還覺得定了回府的日子定會

捨不得，心裡頭難受，可今早從外祖母屋裡出來，卻突然輕快得很。」她看了懷青一眼，問

道：「我這樣說，會不會很不孝？」  

懷青看著自家姑娘的眼神，突然有些心酸，嘴上卻笑著安慰道：「怎麼會，姑娘和老太太一樣，

傷心過了，就該想著往後的日子了。」  

她早就說過姑娘是該回宣寧侯府的，謝老太太待姑娘再好，這淮安侯府都不是姑娘的家。  

只有回了宣寧侯府，姑娘才能沒了寄人籬下的感覺。  

第四章 各人自有算計  

宣寧侯府，寧壽堂上房。  

過了晌午，老太太周氏睡了半個時辰的午覺，才剛醒來，在丫鬟婆子的伺候下淨了面，就聽

外頭有婆子回稟，說是外院的閔嬤嬤回話，淮安侯老夫人派了貼身的方嬤嬤來府裡了。  

周氏聞言，臉上露出笑意來，「快，快叫她進來。」說著，對著一旁的大丫鬟青馥道：「早上

才去信，這會兒就有回音，親家那邊也是知道我有多想這個孫女兒。」  

這些日子，周氏時常提起這個常年住在淮安侯府的孫女兒。  



青馥笑道：「可不是，過不了幾日，您就能天天見著四姑娘了。」  

正說著，閔嬤嬤親自領了一個身著深棕繡金撒花褙子的嬤嬤從外頭進來，這人便是方嬤嬤了。

方嬤嬤平日也在雁榮堂伺候，是除了池嬤嬤外，陳氏最倚重的人。  

一進來，方嬤嬤便看向坐在軟榻上的人，福了福身子，恭敬地道：「老奴給老太太請安。」  

「快起來吧。」周氏抬了抬手叫她起來，吩咐一旁的丫鬟平煙搬了繡墩過來，並問道：「親家

母派嬤嬤過來，可是看了信，問過沅丫頭的意思了？」  

方嬤嬤謝過，只挨著坐了半邊，回道：「我家老太太接到您的信，就叫表姑娘去上房說話，問

了表姑娘的意思。表姑娘雖在府裡多年，卻也著實想念自己的親祖母，就說一切都聽您和老

太太的意思。老太太琢磨著，表姑娘下月初九回府怕是有些遲，不如這幾日就開始收拾，先

叫幾個得力的丫鬟、婆子將行李搬回來，等下月初一，府上的續絃二夫人再過去接表姑娘回

府。」  

方嬤嬤一番話說下來，不僅條理清晰，而且不卑不亢，將陳氏的話全都轉達了。  

「續絃」兩個字哪裡是方嬤嬤說的，分明是陳氏藉著方嬤嬤的嘴說出來。  

周氏聽著也不惱，點頭道：「是這個理，她是沅丫頭的嫡母，按理也該她去接。」  

接著她問了一些傅沅在府上的事情，方嬤嬤一一答過，因著還要回府裡回話，不敢耽擱太久，

就起身告辭，「您若沒有什麼別的吩咐，老奴就先告退了。」  

「替我向親家母問好，這些年叫她費心了。」周氏說完，叫青馥親自將方嬤嬤送出去。  

不過片刻的功夫，青馥就回來了。  

周氏坐在軟榻上，喝了小半盞茶才吩咐道：「去，派人將二太太叫來，就說我有事找她。」  

「是。」青馥應下後使了個眼色，叫平煙去傳話，心裡忍不住想，這麼一來，二太太頭疼的

毛病怕是要加重幾分了。  

自打年前老太太提起四姑娘，說今年要接四姑娘回府，二太太就一直不太開心，雖然面上依

著老太太，說是四姑娘回府，府裡會更熱鬧，可府裡上上下下誰看不出來，二太太巴不得四

姑娘住在淮安侯府，最好是一輩子也別回來。  

聽說這些日子，二太太頭疼的毛病又犯了，叫太醫來診治也沒什麼作用，想來是思慮太過，

常生悶氣的緣故。  

青馥正想著，就見小丫鬟掀起簾子，衛嬤嬤端著一碗熬好的藥從外頭進來。  

一時間，屋子裡充斥著濃濃的中藥味。  

周氏皺了皺眉，對著衛嬤嬤道：「這藥不是昨兒個就喝完了？」  

她去年年年底下雪時著涼，體內進了寒氣，病了好些日子，等到開春才斷斷續續好了些。  

衛嬤嬤解釋道：「這是老奴叫太醫給您開的調養身子的藥，一共十副，您喝完保准氣色就好了。」  

衛嬤嬤是當年周氏帶過來的陪房，年齡比周氏還要大上三歲，身子骨卻好得很。因著這個，

雖說上了年紀，可一直留在寧壽堂伺候周氏。  

聽著衛嬤嬤這話，周氏只能接過藥碗，幾口灌了下去。  

一旁早有丫鬟遞了漱口水伺候周氏漱口，青馥則拿起檀木桌上的一碟梅子過來。  

周氏撚起一粒來壓在舌根底下，皺著的眉頭這才舒展開來。  



「老奴方才在小廚房聽說淮安侯府派人來了，可是定了四姑娘回府的日子？」衛嬤嬤一邊接

過周氏手中的藥碗，一邊問道。  

周氏看了她一眼，臉上浮現出笑容來，指著衛嬤嬤道：「妳呀，一輩子都是個精明的。和妳料

得一樣，那邊要先收拾行李送過來，等下月初，叫老二媳婦親自去淮安侯府接沅丫頭。」  

衛嬤嬤抿嘴一笑，「老奴精明，老太太您不比老奴還要精明？前日就吩咐老奴派人給四姑娘收

拾院子，您可別說您一早沒料到。」  

一旁的青馥聽了，笑道：「嬤嬤您別和老太太爭了，您是自幼伺候老太太的，論眼力，您和老

太太可是不相上下，奴婢們若是能得您和老太太一分通透，也就知足了。」  

她一句話就將周氏和衛嬤嬤全都逗笑了。  

兩人陪著周氏說話，約莫過了一盞茶的功夫，就聽到外頭響起腳步聲，有丫鬟進來回稟，說

是二太太到了。  

周氏放下手中的茶盞，對著那丫鬟道：「叫她進來吧。」  

「是。」那丫鬟福了福身子，領命退了下去。  

很快，就見一個身著繡金牡丹紋亮緞滾邊褙子、約莫三十多歲的婦人帶著貼身的丫鬟從門外

進來。她梳著流雲髻，頭髮上簪了一支嵌藍寶石花形金簪，戴著紅珊瑚手串，耳朵上墜著一

對赤金石榴花耳墜，整個人看起來高傲貴氣。  

這婦人便是宣寧侯府二房的夫人黎氏，自幼養在太后的慈安宮，尚在襁褓之中就被皇上封了

平淑郡主。  

「媳婦給母親請安，不知母親叫媳婦過來，有什麼事情要吩咐？」黎氏緩步上前，福了福身

子，臉上帶著幾分笑意。  

周氏沉默了一下，看了她一眼才開口道：「起來吧，這會兒叫妳過來，是因著沅丫頭的事情。

淮安侯老夫人派了貼身嬤嬤過來，說是定了下月初一叫沅丫頭回府，我找人查了，是個好日

子，到時候妳這當嫡母的去淮安侯府親自將沅丫頭接回來。」  

周氏的話音剛落，黎氏嘴角的笑意瞬間僵在那裡，有些為難地看了周氏一眼，片刻才出聲道：

「母親，這事情原該我走一趟，只這幾日府裡事情多，媳婦又恰巧犯了頭疼的毛病……」  

親自去接繼女，明顯是放低自己的身段，她可不願意去接那個女人的女兒。  

黎氏的話還未說完，周氏的臉色便沉了下來，臉上露出一絲冷笑，「妳若是不願意，我也能叫

別人去，不過妳是沅丫頭的嫡母，妳去總比別人去要好。不然我叫妳大嫂去，左右沅丫頭也

是她的親侄女兒。」  

周氏幾句話便叫黎氏的臉色變了變，氣得暗自咬牙。  

她是傅沅的嫡母，而且還是個繼室，她不去旁人挑不出錯來，可若真叫張氏去了，傳出去還

不知她會如何被京城裡的人議論，老太太分明是由不得她拒絕。  

想著這些，黎氏強嚥下堵在胸口的悶氣，笑道：「都是媳婦一時想岔了，沅丫頭回來，我這當

母親的自然要去接，正好親自謝過淮安侯老夫人這些年對沅丫頭的照顧。」  

周氏看著她口不對心的樣子，眼底露出幾分不滿來，揮了揮手，對著黎氏道：「也沒別的事了，

妳去準備吧。淮安侯老夫人規矩多，平日裡又最疼沅丫頭，妳去了要好生應付著，別叫人挑



出錯來，說咱們宣寧侯府缺了禮數。」  

「是，媳婦知道了。」黎氏說著，對著坐在軟榻上的周氏福了福身子，轉身走出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