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十七章 蘇離脫離險境 

蘇文錦已經三天未曾合眼。 

雖說孩子太小不懂事，蘇文錦也因為程晨不告而別，足足有一年多時間不親近孩

子，那時只消想起程晨就心中堵得難受，又急又恨，就連與程晨相關的兒子也是

不願見。 

蘇離現在兩歲多，不像其他孩子疼了會放聲大哭，這孩子就像天生不愛說話一

般，疼了也只是小聲的抽泣，蘇文錦看在眼裡是既心疼又後悔，只覺得心口像被

一根細小的銀針扎過，小小的傷口卻疼得她話都說不出來。 

孟凡是太醫院的太醫，不是外頭可以隨時替人看診的坐堂大夫，日日都能過來，

但只要稍有空閒就會過來。 

待孟凡再來的時候，眼前俏麗的女子面色疲憊，眼下的青黑觸目驚心，所謂關心

則亂，如今孩子臥病在床，命懸一線，她定是日夜擔憂得很。 

孟凡歎了口氣輕聲道：「去休息吧。」 

蘇文錦見孟凡過來眼中微微有了些神采，她搖搖頭，神情是掩飾不住的急切，「我

不累，孟大哥，阿離怎麼樣？」 

孟凡正巧瞧見蘇離不舒服，許是長了痘子會癢，伸出小手想去抓，他急忙走過去

抓住孩子的手，輕聲哄著蘇離好一陣子才道：「千萬不要讓他抓，會留疤。」 

蘇文錦忙點頭答應，待孟凡看診完後走過去將蘇離抱起來，逗著孩子玩了好一陣

子，想借此分散孩子的注意力，不讓他去抓痘子。 

孟凡開了藥，不一會兒丫鬟們煎了藥過來，蘇離因為生病的關係不願意喝，蘇文

錦柔聲哄他，看著他慢慢喝下去。 

待蘇離終於喝完了一小碗藥，在蘇文錦轉頭的一剎那，孟凡看見蘇文錦已經發紅

的雙眼。 

孟凡轉過頭不想再看，轉身去了小廚房，他剛剛開了兩副藥，一副給蘇離，一副

是給蘇文錦的。 

親自將藥倒入藥碗，走到蘇文錦身邊將藥遞給她時，蘇文錦詫異的抬起頭，孟凡

淺淺一笑注視著她發紅的眼睛道：「我知道妳無礙，只是些補氣的補藥。」 

蘇文錦不疑有他，感激地朝他一笑，道：「麻煩孟大哥還替我擔心。」說罷，也

不推脫，仰頭就喝了藥。 

孟凡是蘇文卿和徐子越介紹來的大夫，五叔說孟大夫雖然年輕，卻是太醫院裡首

屈一指的太醫，相較起前幾日請來的大夫，孟凡說話有條有理，蘇文錦也終於安

心了些。 

許是因為太疲憊，又許是終於得以放心片刻，蘇文錦坐在蘇離床頭，不知何時閉

上了眼睛。 

孟凡歎了口氣走過去，拾起放在軟榻上的披風輕輕蓋在她身上，剛剛那碗藥確實

是補藥，只是……多了一味百合。 

蘇文錦需要休息。 

孟凡站在一旁靜靜看著，蘇文錦年紀並不大，雖然已經做了母親，但瞧著也不過



二十歲。 

孟凡與蘇長明還算相熟，蘇長明已經二十七卻不娶親，他當初對此也有些好奇，

這次見到蘇文錦，他雖與蘇文卿認識，但也不會打聽蘇文卿的家事，所以很是詫

異蘇府居然也有女子，且除了女子還有一個孩子。 

然而他還沒來得及打趣蘇長明一聲，蘇長明就鄭重的請他醫治，孟凡才知道原來

這女子是蘇長明的侄女。 

為什麼侄女會孤身一人帶著孩子來投奔叔叔？為什麼孩子出事這麼多天，他從未

見過孩子父親的出現？ 

孟凡留意到，孩子姓蘇名離，跟的是母親的姓，雖說對此有些好奇，但孩子病重，

不是打聽私事的時候。 

為人醫者，救死扶傷是天命，孟家世代行醫，無論是否有把握，既然已經答應了

蘇文錦，孟凡自是盡力。 

蘇家人感激孟凡，蘇文錦更是，只是孟凡卻有些難以言說的私人感情。 

蘇離這孩子長得很可愛，臉小小的，一雙眼睛和蘇文錦一樣烏黑，唇邊還有一個

小小的酒窩。 

孟凡行醫數年，認為這個年紀的小孩子大多愛鬧愛哭，宮裡的皇子公主們更是如

此，鮮少有蘇離這樣不哭不鬧的小孩，他難受時會因為不舒服亂動，卻極少哭嚷，

只有一次哭了整整一個時辰，但就算如此也只是抱著蘇文錦小聲的啜泣。 

蘇文錦就趴在蘇離的床頭安睡，蘇離烏溜溜的眼睛盯著蘇文錦看了好一會兒才轉

過頭去看孟凡。 

孩子的眼神永遠最一目了然，但感情太過貧瘠，大抵只知道喜歡不喜歡，高興或

者不高興，而此時注視著孟凡的蘇離，讓孟凡覺得這個孩子是喜歡自己的。 

蘇離的臉上並未出痘，小臉依舊白白嫩嫩的，他望著孟凡就咯咯的笑了，但因為

沒有力氣，笑容看起來有些慘兮兮的。 

孟凡就這麼瞧著蘇離，恍惚間想起，自己的妻兒去世已經快三年了，若是他們還

活著，自己的孩子大抵也有這麼大了，不知道是不是和蘇離一樣聽話懂事。 

蘇離總想在身上亂抓，孟凡瞧見蘇離一隻小手又要伸向細嫩的皮膚，當即走過去

按住蘇離的小拳頭。 

蘇離抓不到，身上又癢又痛，不一會兒一雙大眼睛已經通紅，軟軟的哭腔小聲的

傳到孟凡耳邊，「疼。」 

蘇離已經兩歲多了，會用最簡單的詞語表達自己的感受，孟凡頓時覺得心口酸澀

難當，他當初也想像過自己做了父親會是什麼模樣，可如今面對一個孩子，他卻

不知道該如何哄孩子開心。他有些不知所措的開口，語氣是從未有過的溫柔，大

掌輕輕抓著蘇離的手不讓他亂抓。 

蘇離細細的小手抓住孟凡的手指，孟凡也不抽出手來，就這麼坐在一旁逗他玩。 

蘇離忘了疼時會咯咯的笑，又不舒服時才攥緊孟凡的手指，轉頭看見一旁的蘇文

錦便奶聲奶氣地道：「娘親……」 

孟凡轉頭看了眼就算睡著也皺著眉頭的蘇文錦，將蘇文錦肩頭滑落的披風又蓋緊



了些，這才轉頭小聲道：「乖，你娘親累了。」 

「累。」蘇離小聲的說道。 

孟凡聞言一笑，伸手輕輕的拍著他，大抵過了一炷香的時間，蘇離的眼睛裡逐漸

有了睏意，最後終於挨著一旁的蘇文錦睡了過去，只是小手還緊緊攥著孟凡的手

指。 

孟凡乾涸許久的心像是流進了一汪溫泉，暖暖的卻又澀澀的。 

他過了好一會兒才輕輕將手指抽出來，本想喚醒蘇文錦讓她躺下休息，可最後卻

是歎了口氣，俯身將人抱躺在床榻上，看到母子依偎在一起才轉身離開。 

 

天氣越來越冷，京城的天花蔓延得越來越嚴重，就連一有機會就想回府的徐心蓮

也沒了身影。 

期間孟凡也來得越來越頻繁，蘇府中人對孟凡已經很熟稔。 

蘇離的情況比孟凡遇到的其他孩子好很多，只是出痘沒有發燒、沒有風寒，蘇文

錦怕他亂抓，在他手腕上纏了柔軟的棉花，然後用緞帶將孩子的手固定起來。 

孟凡進來時，蘇離正睜著水汪汪的眼睛與蘇文錦對視，一瞧見他，小嘴一癟，軟

軟的喊他，「孟孟！」 

蘇文錦喚他孟大哥，其餘丫鬟婆子們都喚他孟太醫，蘇離最後只記住孟字，每每

見了孟凡都喊他孟孟。 

蘇文錦當時愣了片刻，繼而又沒忍住笑了，「孟大哥別惱。」 

「沒事。」孟凡笑著捏了捏蘇離的小臉，蘇離開心的笑個不停，一張小嘴不停的

喊孟孟。 

孟凡無奈的搖搖頭，孟孟就孟孟吧。 

短短二十來日，孟凡就與蘇文錦、蘇離相熟了，許是在蘇文錦最脆弱的時候，是

孟凡給了她一絲希望，讓她懸在空中的心慢慢落回原位，直到蘇離恢復得越來越

好，她這才羞愧的發現，自己曾經在孟凡面前哭得毫無形象。 

而孟凡也因此看見不加以掩飾的蘇文錦，無論是哭還是笑，她最真實的一面全部

暴露在他面前。 

之後提起這事，孟凡也會笑著打趣她—— 哭得醜死了。 

蘇文錦向來以最光鮮的模樣面對任何人，卻無視邋遢地與孟凡相處了這麼久，如

今再想起，恨不得時間倒退，讓她好好挽救一把已經丟失的面子。 

孟凡沒有注意到蘇文錦比平日漂亮一些的妝容，只是瞧著蘇文錦氣色好了很多，

一同走進去的時候轉頭問她，「昨晚可曾好好休息？」 

「睡了四個時辰。」她也是直到這幾日才能漸漸安睡，高興的對孟凡道：「阿離

肚子上的痘子開始結痂了。」 

「這是好事，如果開始結痂了，也就沒有什麼大礙了。」 

蘇文錦聽到孟凡肯定的回答終於放下了心，今天早上瞧見蘇離肚子上的痘開始結

痂，身邊嬤嬤高興的說這是快好了，她心裡還是七上八下的，嘴上念叨著「等孟

大哥來了再看看」。 



如今聽見孟凡也說快好了，蘇文錦眼圈驀地一紅，「還要多麻煩孟大哥幾日，我

始終不放心，可不可以等阿離完全好了你再走。」 

「這是應該的，若是沒有完全好，我也不放心。」 

聽了這話，蘇文錦展顏一笑，「對了，昨兒個我爹爹讓人捎了海味過來，孟大哥

今日就留下來嘗一嘗吧，若是孟大哥府上已經備好了晚膳……」 

「沒有。」孟凡表情淡淡的，「我府上只有我一人。」 

蘇文錦一愣，孟凡瞧著與五叔差不多年紀，難不成還沒有成親？ 

孟凡瞧見蘇文錦的表情，失笑解釋，「妻兒早就去世了，這是什麼表情？事情已

經過去很久了，不用這麼同情的看著我。」 

「沒有同情。」蘇文錦只是沒有想到，孟凡原來也是個可憐人，「五叔已經在等

了，我們過去吧。」 

「好。」 

 

 

京城中得天花的孩子越來越多，聽說陛下近日也是焦頭爛額，徐子越堅決不允許

蘇文卿踏出府門半步，從蘇府過來的人也不允許直接見面，有什麼話必須丫鬟通

傳。 

蘇文卿覺得徐子越太過緊張，徐子越卻鄭重的又與她說一遍，「不許出門，這些

日子京城人人自危，就連幾位公主進宮也少了許多。」連皇室都開始防範，可見

這次天花有多嚴重。 

蘇文卿不在意其他，只是擔心蘇離，自打上次孟凡去了蘇家已經將近一個月，孟

凡每日太醫院、蘇家兩邊來回，蘇文錦信中說多有虧欠，但又說自從孟太醫去後

蘇離確實好了一些，只要蘇離慢慢好了，以後再重謝孟凡便可。 

又過了兩日，蘇瑜打發了人來傳話，說傍晚會過來，蘇文卿正翻著書等蘇瑜過來，

不想門外進來一個窈窕的身影，正是徐心梅。 

蘇文卿一眼便瞧見徐心梅身上這件料子，正是上一次蘇瑜打發人送過來的。 

因為聽說蘇離情況不錯，蘇文卿這兩日心情好了許多，想起蘇瑜正巧要過來，兩

人說了幾句後，蘇文卿笑著打趣她，「我五哥可從沒送過女子這些東西，心梅，

妳說他為什麼送妳？」 

蘇文卿從表姊的身分變成了嫂子，但徐心梅除了叫她一聲嫂子，待她與以往沒有

什麼不同，自打蘇瑜上次借著蘇文卿的手送東西來後，蘇文卿經常拿她開玩笑，

徐心梅剛開始還辯解幾句，之後也漸漸由蘇文卿去說了。 

聽到蘇文卿又開始打趣她，徐心梅嗔了一眼，無奈笑道：「嫂嫂也收了，怎地不

把自己算在裡邊。」 

蘇文卿懶洋洋的靠在鋪了狐皮的座椅上，露出意味深長的笑，「妳同我比什麼，

我們可是兄妹，我能喊他一聲五哥，難不成心梅也和我一樣喚他五哥？」 

徐心梅轉過頭來笑罵著要擰她，蘇文卿躲開繼續道：「若旁人問起是哪門子的哥

哥妳可要怎麼說，難不成是情哥哥……」 



蘇文卿眼瞧著徐心蓮俏臉又紅彤彤的，之前自己在徐心梅跟前提起了一次，徐心

梅躲了她好一陣子，那時蘇文卿就覺得有戲，後邊更是一有機會就調侃幾句，徐

心梅也不惱，就是害羞了會與她打鬧一番。 

「妳快閉嘴吧。」徐心梅說不過她，伸手拿起一枚點心塞進蘇文卿嘴裡，轉身就

要走。 

蘇文卿咬掉半口點心，忙拉住她道：「走什麼啊，五哥一會兒要過來，我們一起

用晚膳。」 

這話一說出來，徐心梅本是鬧著玩說要走，現在是真的要溜了。 

蘇文卿看著徐心梅跑得飛快的身影，不禁目瞪口呆，直到蘇瑜來了，她才忍不住

道：「你對心梅做了什麼還是說了什麼，怎麼一聽你要過來轉身就走？」 

蘇瑜白了蘇文卿一眼，懶懶的接過茶杯，喝了口茶才道：「難道不是妳說了什麼？」 

蘇文卿沒承認。 

因為徐心梅不在，蘇瑜覺得有些可惜，但他來這邊並不是為了探望徐心梅的，知

道蘇文卿一直擔心蘇離，一口將茶喝盡，道：「妹夫請來的這位孟太醫極有本事，

我私下問過他，孟太醫說有七成的把握，大抵是沒事的。」 

蘇瑜也是見了孟凡以後才知道以前請的大夫有多敷衍，同時也看得出來孟凡很喜

歡蘇離，蘇離與他也很親暱，這幾天只要孟凡一來，蘇離總會纏著他，孟凡也極

有耐心，沒有半點不耐煩。 

蘇文錦也難得有了笑意，說想不到蘇離與孟凡這般投緣，若蘇離這次真的能平平

安安的，孟凡就是他們蘇家的恩人。 

蘇文卿想起之前時常開玩笑的孟凡，驀地覺得孟凡高大了許多。 

說著不免又提起程晨，西北軍大勝，齊光官拜將軍，只消聖旨送到就能班師回朝。

西北雖遠，距離京城也不過兩三個月時間，兩三個月後程晨回來，定有一番折騰。 

蘇家人不喜程晨甚至怨恨程晨，蘇瑜更是如此。他與程晨打小相識，正是因為他

們兩人太好，後來程晨也認識了蘇文錦，若說他人對蘇文錦只有同情與心疼，那

蘇瑜便多了幾分內疚。 

「如今定國公世子打了勝仗要回京，程晨是定國公世子手底下的人，大抵也是要

回來。」蘇文卿道。 

蘇瑜臉色逐漸變冷，程晨是他這輩子最不能原諒的人，如今提起來只剩下無盡的

恨意，「回來又如何？他欺騙妻子枉為人夫，拋棄蘇離枉為人父，他若是有臉再

糾纏我姊，就算他真有本事做了將軍，我也不會放過他！」 

 

蘇瑜留在越林院吃晚飯，待徐子越回來時蘇瑜正要離開，待蘇瑜走後徐子越失笑

道：「適才回來時瞧見心梅在外邊賞花，大冷天的，妳說她賞什麼花？」 

蘇文卿聞言愣了愣，罷了又是笑個不停，道：「心梅聽說五哥要來轉身就走，現

在倒是去等人了。」天寒地凍的，真是…… 

蘇文卿一言難盡，但蘇瑜瞧見裹著披風站在那裡的人卻止不住的笑了。 

徐心梅不好意思的移開視線道：「這麼巧。」 



蘇瑜也不點破，將蘇文卿塞給自己的暖爐放進徐心梅手中，眉眼一彎，「是啊，

好巧。」 

第七十八章 大軍凱旋 

蘇文卿在自家待了一個月有餘沒有出門，這陣子除了蘇瑜也未見過其他人，時間

久了漸漸有些無聊。 

徐子越有時會在府中處理公務，蘇文卿則坐在一旁看書臨帖，有時幫徐子越研墨

鋪紙，徐子越看著她細長的手指執著墨條不緊不慢地認真研磨，桌邊的香爐中是

她適才焚的香，不濃郁卻縈繞在鼻尖久久。 

紅袖添香，瞧得久了就有些把持不住。 

蘇文卿冷不防地被徐子越拉坐在他腿上，手中還緊緊捏著細長的墨條，生怕墨沾

在衣裳上，不由急道：「這是做什麼？」 

徐子越伸手接過墨條放到硯臺上，蘇文卿因為坐在他腿上，比他高出了一些，位

置相當美妙，蘇文卿居高臨下，緊張地注視著徐子越。 

徐子越笑容可掬的盯著她精緻的眉眼，啞聲道：「我們很久沒有親熱了。」 

蘇文卿還未適應這突如其來的轉變，聽見這話不由得一愣，實在不知道正在忙公

事的徐子越怎地突然動情了，距離兩人第一次行房已經過去五個多月，雖然她也

喜歡徐子越旖旎的撫摸與親吻，但因為記憶中的痛令她印象深刻，所以她對雲雨

之事沒有多少執念。 

孟凡說不是不可以行房，只要不太頻繁便可，比起頻繁，一根手指頭就能數得完

的次數，實在不算多。 

男子對這事似乎永遠很熱衷，就連徐子越也是如此。 

蘇文卿想起那夜徐子越的情動，有些臉紅，許是時間久了，覺得似乎沒有那麼痛，

徐子越若是想的話……她皺著漂亮的眉眼，好一陣子才攬著他的脖頸道：「那你

輕點，不許和上一次一樣沒有節制，我怕痛。」 

徐子越驀地將她騰空抱起，蘇文卿低呼一聲攬緊他的脖子，轉眼已被徐子越抱進

了書房的隔間，放在不大寬敞的軟榻上，徐子越的手指飛快地解開蘇文卿的衣

衫，撥開蘇文卿無意識擋在胸口的手，滑進裡衣，微涼的觸感貼在皮膚上激起一

陣陣酥麻。 

蘇文卿聲音微微顫抖的喊他，「表哥……」 

徐子越低頭，唇舌在蘇文卿脖頸上緩緩劃過，濡濕的觸感激起陣陣戰慄，蘇文卿

抑制不住的低吟一句，流連在耳垂的唇舌轉而封住了她微張的唇，半晌後，抬起

頭問道：「喜不喜歡？」 

蘇文卿羞得面色緋紅，身體早已沒了一絲力氣，雙手無力地攀著他的肩膀，心中

有期待又有些害怕。 

徐子越像是感覺到蘇文卿也漸漸情動，溫熱的手掌與她五指相扣，低聲道：「這

次不會痛了……」他伸手解了自己的腰帶俯身上去，恍惚間，蘇文卿聽見他喘息

道：「妳會喜歡的……」 

蘇文卿像一葉小舟，在徐子越身下載浮載沉，身子軟成了一汪春水。 



徐子越的動作輕柔得不像話，衣衫盡解，他觸及的每一處都點燃了情慾的火苗。 

蘇文卿攬緊了他，感受到他的慾望變得火熱，也不由升騰起難掩的歡愉，不像上

次一樣只有疼痛。 

徐子越伸手將她拉得更近，低頭吻上在身下低聲喘息的蘇文卿，「文卿……」 

蘇文卿眼神迷濛的盯著面前情動的男人，難以自制的將自己貼緊他。 

「我愛你。」 

第二日醒來時已是巳時一刻，窗外亮得晃眼，大抵是下了雪。 

蘇文卿這才發覺自己並不是在書房的軟榻，而是已經回到了廂房的床榻上，又讓

丫鬟們瞧見徐子越抱著她的模樣了。 

正巧綠袖進來探看，便服侍她穿衣，蘇文卿頓時有些赧顏，綠袖卻是高興得很，

將蘇文卿上下打量一遍，笑嘻嘻道：「夫人今日氣色好得很。」 

蘇文卿沒搭理她，卻半點不影響綠袖的興奮，服侍蘇文卿梳妝後端了早就熬好的

粥過來。 

蘇文卿喝著粥，沒有上次的無力與疼痛，比起上一次，這一次確實好了許多，蘇

文卿想起蘇文錦與自己說那事極舒服，現在才懂了，女子初夜要見紅，怪不得第

一次痛得厲害。 

 

 

又過了幾日，蘇府派人來，說蘇離手腳上的痘子也漸漸結痂了，因為沒有抓又日

日抹著孟凡做的膏藥，孩子身上未留下什麼疤。 

期間，徐心梅來過越林院幾次，問的也是蘇離的情況。 

蘇文卿沒有提起蘇瑜走的那日徐心梅特意等他的事情，免得她又害羞的跑掉，畢

竟徐心梅再如何大剌剌，遇上了感情也會變得矜持羞澀起來。 

倒是那天徐心梅送蘇瑜出去的事被李嬤嬤瞧見了，回頭就與徐老太太說了。 

蘇文卿過了幾日去清風堂的時候，沒想到清風堂還有其他人，是徐子玉正與徐老

太太說著話。 

瞧見她進來，徐子玉面色複雜的看了她好一陣子，才低低喊了她一聲嫂嫂。 

蘇文卿嫁進徐家已經有小半年，只在第二天見禮時見過徐子玉一次，之後得知了

徐子越的真實身分，本就淡薄的感情一瞬間全化成了憎恨與厭惡，更沒了見徐

賢、徐子玉的心思。 

如今再見，徐子玉已經十七，身量也有徐子越一般高，卻不似徐子越一般挺拔，

後背微微駝著，看起來沒有一點精神。 

今年八月秋闈，徐子玉又去了一次，只是不出所料又沒中，徐賢氣得將徐子玉狠

狠打了一頓，聽說是王氏衝上去攔著，鬧哄哄的一片。 

千知神采奕奕的與一眾人說，二老爺和二太太差些打起來，後來二老爺黑著臉轉

身走了。 

蘇文卿聽聞只是譏諷一笑，本就不是個念書的料子，徐賢就算打死徐子玉也是無

用。 



上一世，因為王氏始終不同意蘇文卿嫁給徐子玉，又拗不過徐老太太，所以只能

一拖再拖，最後拖到了十七歲，等到蘇文卿一命嗚呼，才重新替徐子玉尋了一門

親事。 

那時徐子越只考中了解元，還未成為天下皆知的三元狀元郎，雖然有些名聲卻比

不過徐子玉侯府世子的身分，且那時的徐子玉也不是現在這懨懨的模樣，那時的

背是直挺挺的。 

但這一世，相比起只比自己大了兩個月左右的徐子越，徐子玉連鄉試也考不中，

而徐子越已經是五品大理寺少卿，深得皇帝恩寵，更是各位皇子爭相拉攏的對

象，就算徐子玉再如何不學無術，這種落差也足以讓他自尊大受打擊。 

只不過短暫的打擊沒有什麼長久的作用，徐子玉也曾振作過一段時間，在王氏、

徐老太太等人感到欣慰時，卻被徐賢瞧見徐子玉與房裡丫鬟玩鬧的模樣，堅持不

到十天就被美色勾走，徐賢除了大罵孽畜再無他法。 

徐子玉瞧見蘇文卿走進來，她穿了身鮮亮的正紅長裙，裙襬是精緻的金色蝴蝶，

妝容淡淡卻美得攝人心魄，不知何時，自己記憶中那個懦弱膽小的表妹已經變得

如此氣勢逼人。 

徐子玉驀地生出一種難言的羞愧，尤其在想起蘇文卿已經嫁給了徐子越，而當年

蘇文卿是喜歡過他的。 

當蘇文卿清冷的眼神掃過他時，徐子玉頓時生出一種想奪門而出的自卑，他急匆

匆地與徐老太太告別，慌張的離開，沒有和蘇文卿說一句話。 

蘇文卿藏住眼中一閃而過的譏誚，不知是對徐子玉的，還是對自己；對徐子玉的

悲憫與早已散盡的憎恨，對當初自己的自嘲與悔恨。 

還好，一切都過去了。 

徐老太太喚蘇文卿過來坐，歎了口氣道：「若是子玉有子越三成的聰明，也不至

於連個舉人也中不了。」 

蘇文卿不置可否，徐老太太望著外孫女精緻的五官，三年前，這張臉遠比現在稚

嫩得多，那時外孫女就隱晦的告訴她子玉一生也就這樣了。她早知孫子的斤兩，

但總是抱持著一些希望，但是失望太多，希望也漸漸消磨乾淨。 

「考不中就考不中吧，子玉如今不小了，也到了成親的年紀。待成親後求娘娘替

他尋個差事，也不算白活。」 

徐家如今有兩個娘娘，宮中的徐心竹，東宮的徐心蓮，替徐子玉尋個差事不算難，

只是現在徐子玉的人生也提前了兩年，也許徐府的結局會更早出現。 

當初因為徐子玉的無能失誤，不但丟了手中的差事，還將整個徐府拖進了泥潭，

也就是那樣，將女兒嫁進東宮，如日中天的徐府惹得陛下大怒，從此漸漸沒落。 

那一切，就是從徐子玉娶親開始。 

蘇文卿掩住眼中的精光，能夠目睹徐府一步步消亡，無論是她還是徐子越，都已

經等了很久。 

徐老太太也看得出蘇文卿不大願意聊徐子玉，只當是還記恨王氏的緣故，無奈地

換了話題道：「我聽下人們說，前幾日蘇瑜來府上，是心梅送他出府的？」 



蘇文卿微微一怔，沒想到這事兒居然被徐老太太知道了。 

徐心梅始終不願意嫁人，徐老太太想起這個孫女也是心頭著急，如今終於有了些

端倪，徐老太太又怎麼能不高興？況且蘇瑜是蘇文卿的堂兄，徐老太太也很是喜

歡蘇瑜的聰明懂事。 

本想著只要能讓徐心梅同意成親，徐老太太就謝天謝地了，若是能嫁個讓徐心梅

滿意的，徐老太太都想去廟裡燒一炷高香了。 

蘇文卿也不瞞著徐老太太，只不過沒有提徐心梅，「我五哥確實喜歡心梅，這次

本是要回蘇州，後來留下來也是因為心梅的緣故，我看他對心梅是動了真心。」 

「極好極好。」徐老太太大喜，「我瞧著這兩孩子極好。」 

蘇文卿點點頭，又擔心徐老太太心急壞事，便多說了兩句，「五哥與心梅年紀不

大，成親這事不用著急，若是他們有意，水到渠成時五哥定會來提親，祖母您千

萬別和心梅說什麼。」 

徐老太太聽到了準信也不在意其他事了，自是答應，「小孩子之間的事情讓他們

自己鬧去，我也老了，等著聽好消息便是。」 

 

 

年底的最後一天，京城送去西北的聖旨終於到了，齊光封大將軍後便能起身回

京，如今已經住進主帳的齊光站在書桌前，手中的狼毫沾滿墨汁，筆鋒鋒利，就

連字跡也透著殺氣，筆起筆落，一個「卿」字躍然紙上。 

昨日又夢到她了，在春光無限好的蘇州，他見到想念了許久的臉龐，那時他不過

十七歲，聽到她說自己不願成親，他用幾分玩世不恭掩飾話語中的忐忑。 

他說：「若是三年後妳還沒有嫁人，那時我還活著，我娶妳如何？」 

眉眼明媚的女子沒有掩飾自己的驚訝，她怔了怔，笑了，「世子開什麼玩笑？」 

但後來她還是答應了，齊光看著女子笑意盈盈的模樣，心道：她是真的將這句話

當成一句玩笑。 

可直到後來他真的來尋她時，她卻苦笑著說—— 真是出乎意料，我居然還活著。 

齊光沒有給她拒絕的機會，他大勝歸來，陛下大喜問他想要什麼賞賜，當著文武

群臣的面，他直言要娶蘇文卿為妻。 

天子賜婚，蘇文卿不願意還是嫁了，後來她才說本以為自己十七歲那一年就會魂

歸故里，根本等不到齊光說的三年，這才隨口應了。 

他聽罷，大笑著將人攬進懷裡，霸道的說：「上天憐我，不捨妳離我而去。」 

齊光的唇邊不由勾出一絲淺淺的笑意，冷峻的面龐頓時多了幾分柔和，但當思緒

回歸，又變成之前的模樣了。 

帳外，眾人因為要返京的消息興奮異常，一眾五大三粗的大漢們毫無顧忌的說起

渾話，瞧見齊光出帳時便大喝一聲將軍。 

齊光擺擺手示意不用理他，眾人都是戰場上一同廝殺的兄弟，將士們敬佩他卻不

懼怕，罷了又說笑起來。 

多年不見女人的漢子們，說起女人個個眼睛都在發亮。不敢打趣齊光，便抓了年



紀最小的程晨。 

程晨忙搖頭說自己不喜歡勾欄院那些風塵女子，說他家娘子還在家中等他，兒子

如今也快三歲了。 

提起家人，一眾漢子皆是歎了口氣，有人笑著打趣道：「你小子倒是深情，你媳

婦長得俊不俊？」 

程晨身量極高又很結實，但因為唇邊有一個小小的酒窩，笑起來有些孩子氣，他

道：「我娘子很漂亮的。」 

眾人大笑著說等回去定要見見弟妹，人常說小別勝新婚，程晨與媳婦成親不到一

年就來了西北，這已經不是小別了。 

齊光聽著這話，目光有些複雜的從程晨滿是笑意的臉上移開，有些話並沒有說出

口。 

待齊光真正返京的時候又過了兩個月，二月的京城依舊料峭，卻阻擋不住京城百

姓們的熱情。 

大軍近日就要返京，皇帝派了太子親自相迎，站在城樓之上，逐漸感受到馬蹄踏

在地面的震動，身著玄衣鐵甲的肅殺之軍才出現在視線之中，驟然間已經風馳電

掣的逼近了。 

這種在戰場上廝殺過的氣勢，就連太子也忍不住的嚥了口唾沫，馬蹄就像重重的

踏在心口，久久不能平靜。 

齊光只帶了三千精騎返京，他不像馮博每次回京時的鄭重與穩當，他肆意又野

性，馬蹄踏響京城，還未進城就已經讓人感到驚心動魄。 

玄衣鐵軍到達城門口時，齊光就騎在為首的駿馬上，勒緊韁繩，胯下的黑色駿馬

前蹄高高提起發出一聲嘶鳴，他握緊韁繩，穩穩地坐在馬背上，在白雪皚皚中，

黑髮迎風肆意飛揚。 

去時他還是個十七歲的少年，回來時他已是人人敬畏的殺神。 

他迎風站在城樓之下，幽深的目光緊緊鎖住城樓上一抹月白色的身影。 

那人挺然卓立，簡單的玉冠素衣也掩不住他的風姿，就連身邊的太子也因為他黯

然失色，城樓上多少人因為升騰的殺氣而微微變色，只有他依舊面不改色，清淺

的眼中是根本看不透的冷意。 

當初兩人扶持蕭沈君登基的惺惺相惜，直到後來各為利益爭鬥數年形同陌路，這

雙冰冷的眸子，他早已見過無數次。 

第七十九章 哪門子的姑爺 

齊光只帶三百親兵入城，其餘精騎皆原地待命，但就這三百人，也鎮住了京城一

眾百姓。 

這日的盛況，只有三年前徐子越連中三元，被點狀元後打馬遊街可以一比。只是

與那時不同的是，鐵騎壓迫太重，即使人山人海，也是寂靜的目視新封的大將軍

騎馬走過。 

世人這才知道，原來這位殺神一般的世子爺居然如此英俊，玄色勁裝勾出精瘦的

腰身，足以讓未出閣的女子個個紅了臉。 



除去看熱鬧的百姓，酒樓、茶樓二樓的貴人小姐們也不少，安慶郡主本約了蘇文

卿來看齊光回京，打發了人去請蘇文卿，蘇文卿還沒收到信倒是先讓徐子越知道

了。 

徐子越直言不許安慶郡主帶著蘇文卿去看齊光。 

安慶郡主沉默片刻道：「修雲當初是喜歡文卿，如今你們已經成親，你又何必如

此忌憚他？」 

徐子越清越的眼中是一抹化不開的沉重，無論是這場提前了一年的勝仗，還是齊

光寫的摺子上面熟悉的字跡，這都說明齊光已經不是當初去西北的那個齊光。 

他並不是忌憚齊光，文卿也確實已經嫁給了他，他從未懷疑過文卿對自己的感

情，他只是無論如何也無法接受文卿與齊光有一絲一毫的關係，齊光得勝歸來又

如何？文卿又何必一定要去湊這個熱鬧。 

安慶郡主勸說無果，對於徐子越與齊光，她實在不知道如何是好，一個是一起長

大的兄長，一個是有血脈關係的弟弟，無論是誰她都無法偏幫，徐子越不許蘇文

卿去那就不去吧。 

安慶郡主歎了口氣，道：「你也太霸道了些。」 

徐子越淡淡一笑，沒有言語。 

安慶郡主沒請到蘇文卿，倒是徐心梅拉著她想去看熱鬧。 

蘇文卿這幾日一直倦倦的，沒有太想去的衝動，更何況若是看見程晨還惹得自己

心情不好，至於齊光，她早就知道齊光的本事，倒沒有像其他人那般驚訝，看與

不看沒有什麼干係。 

徐子越瞧了蘇文卿一眼，提議道：「程晨也會進城，三姊心情定是不太好，妳若

是有空不如過去陪陪她。」 

這話倒是極對，就算是她，想起程晨回來都覺得心裡堵得慌，更別說三姊了，因

此蘇文卿便早早去了蘇府，沒有瞧見與以前大不相同的齊光，也沒有看到徐子越

垂眸時陰鬱的眼神。 

到了蘇家，蘇文錦果然沒有去湊熱鬧。 

蘇文錦知道徐子越是大理寺少卿，但他為何知道這次要進京之人，尤其是對齊光

身邊幾個親信的名字知之甚詳，蘇文錦並沒有多想，心想許是妹夫有本事罷了。 

她之前也猜測程晨會回來，兩年來，自從上一次那封和離書後她就再也沒有寄過

信，程晨許是寫了信，但絕不會送到她的手中。 

程晨是死是活，是傷是殘，她一概不注意，她不願意提起這個名字，直到蘇文卿

來了蘇府，明確地告訴她，程晨回來了，不但回來了，而且立了戰功，這次許是

會有封賞。 

見五妹擔憂的看著自己，蘇文錦不由笑道：「有什麼好擔心的，難不成我還能被

他再欺負一次不成？」 

她確實是笑著的，蘇文卿仔仔細細的端詳著蘇文錦的臉，沒有在這個笑容裡看出

一絲苦笑還有隱瞞。蘇文卿稍稍放心，她始終怕蘇文錦還是念著舊情，總有一日

會原諒程晨。 



不過程晨大抵是不知道蘇文錦在京城的，當年蘇文錦一封和離書差點讓程晨廢了

一條胳膊，自那以後，程家就再不敢寄這些給程晨了。 

蘇文錦來了京城，程家就算在蘇州有些路子，但是到了京城無權無勢也無可奈

何。其實程家之前也曾讓人來請蘇文錦回去，見蘇文錦不願意便又要接蘇離回去。 

蘇文錦冷笑著對當說客的婆子道：「妳回去告訴程家二老，這孩子自打程晨去了

西北後就不姓程了。」 

那人碰了一鼻子灰，許是回去後加油添醋說了些什麼，程家二老倒是未曾說什

麼，但程家小姑子罵了蘇文錦好幾天。 

自那以後，程晨有信寄回來，有寫給二老的，也有寫給蘇文錦的，但程家人怕程

晨擔心，始終沒有告訴程晨，蘇文錦早就不在蘇州了，而那些信蘇文錦根本沒有

收到過。 

不一會兒蘇文錦身邊的大丫鬟紅兒過來，說小少爺醒了，這會兒正在找娘親。 

自打蘇離得了天花，徐子越便不許蘇文卿出府，更不用說到蘇府探望蘇離，好不

容易等蘇離徹底好了，京城中天花散佈的情況慢慢好轉，蘇文卿才來過一次。 

蘇離的臉頰依舊白白嫩嫩的，只是圓乎乎的臉蛋消瘦了許多，顯得眼睛越發的

大，看著比以前更可愛了。 

蘇文錦與蘇文卿進去時，蘇離正在玩手中的波浪鼓，聽到聲音轉頭，瞧見兩人頓

時咧嘴笑了，「姨！」 

蘇文卿頓時覺得心都要化了，孩子軟軟的聲音帶著許久未見想念的驚喜，她伸手

將蘇離抱起來，道：「想不想小姨？」 

「想。」蘇離小嘴甜得很，乖巧地抱著蘇文卿的脖子笑，待將他放下來，蘇離使

勁搖晃著手中的波浪鼓道：「孟孟！」 

蘇文卿頓時一呆，孩子還不到三歲，只會說一些簡單的詞語，但有時因為太過言

簡意賅，讓人聽不明白，蘇文卿一時沒聽清楚，蹙起眉頭道：「什麼？」 

蘇離著急了，使勁晃著手中的波浪鼓，「孟孟！」 

孟孟？蘇文卿不明所以。 

蘇文錦笑了好一陣子才走上來解釋，「他一直管孟大哥叫孟孟，小孩聽話只會聽

半句，讓他叫孟叔叔怎麼都不肯，就要叫孟孟，好在孟大哥不計較。」 

蘇文卿恍然大悟，覺得蘇離奶聲奶氣的管孟凡叫孟孟實在是說不出的可愛，若她

是孟凡，當然也不會拒絕這個稱呼。 

「孟大哥前天過來時帶了這個波浪鼓給他，這兩天就不離手了，連睡覺也要放在

枕頭邊上。」不但如此，只要見了人，都要高興的告訴他人這是孟孟送的，只是

大夥兒都不太懂他的意思。 

蘇文卿聽了心中微微一動，道：「孟大哥經常過來？」 

蘇文錦坐在一旁的高凳上就這麼瞧著蘇文卿與蘇離玩鬧，眼中不由柔和起來，「經

常來，五叔與孟大哥本就相熟，現在比以前來得頻繁些。我還從未見過孟大哥這

樣喜歡孩子的男子，阿離現在瞧見他，連我都不要了。」 

蘇文卿想起徐子越說孟凡的妻子因為難產去世，許是這個原因所以格外喜歡孩



子，況且孟凡是個大夫，心細又有耐心，願意陪著孩子玩，蘇離又怎麼會不喜歡

他？ 

待蘇文卿走後不久，剛巧孟凡派人送了一盒藥丸過來。 

蘇文錦拿過藥盒，不由有些臉紅，那日她小日子到，肚子疼得厲害，正巧被孟凡

瞧見，孟凡替她診了脈、開了藥，又說過些天送些藥丸過來讓她好好調養，結果

今兒個就送過來了。 

紅兒站在一邊欲言又止，看到蘇文錦拿著藥盒發呆，一時沒忍住，道：「小姐，

現在姑爺都回來了，您再和孟太醫這般親近，若是讓姑爺知道怎麼辦？」 

蘇文錦適才還笑意盈盈的臉頓時冷了下來，轉頭看了紅兒一眼，冷笑道：「哪門

子的姑爺？」 

紅兒沒想到蘇文錦居然臉變得這麼快，心中一怕，當即跪在蘇文錦面前，道：「小

姐，我知道您記恨姑爺當初丟下您和少爺，但您已經嫁給姑爺了，如今姑爺回來

了，還封了官，指不定哪天就接您……」 

「妳如今年紀也不小了。」蘇文錦打斷紅兒的話，冷然道：「過些日子我給家中

寫封信，替妳尋門親事，妳回蘇州去吧。」說罷，也不看呆在原地的紅兒，拿起

藥盒轉身進了廂房。 

 

 

齊光回京後受封三品懷化大將軍，因為其父是定國公，倒是不好封賞，最後只能

對齊光身邊一眾親兵大加賞賜。黃金白銀自是不必說，更是賜了宅邸奴僕，齊光

身邊七人皆封武義將軍，其中就有程晨。 

程晨殺敵確實勇猛，又因為他年輕，所以引來不少人注意，有不少人已經開始打

聽他是否婚配。 

同僚們打趣他是各家閨秀眼中的新貴，程晨忙擺手推脫道：「我已經娶了親，自

是不會背叛娘子的。」 

眾人笑他像個癡兒，程晨笑了笑沒有反駁，目光越過酒樓窗子向外邊看去，最後

停留在不遠處一個女子身上，那女子背對著他，看不清容貌，但背影像極了蘇文

錦。 

正想再看清楚些，那女子身旁走過來一個高瘦的男子，兩人很是熟稔的說著話，

然後一同離去。 

程晨收回目光，眉頭不由皺起，那女子實在是太像蘇文錦，但爹娘說文錦一直在

蘇州，怎麼可能出現在京城，而且身旁還有其他男子。 

再抬頭看去時那兩人已經沒了蹤影，程晨暗道：許是太想念文錦了，這才將那女

子錯看成她。當下也不再糾結，轉過頭與同僚們繼續喝酒，這事就這麼拋在了腦

後。 

 

 

待安定後，程晨派了人去接蘇文錦來京，除了一隊英武的親兵，還有許多黃金白



銀隨行。當初人人不贊成他去西北，如今得勝歸來，自是沒有掩著藏著的必要，

就準備這樣熱熱鬧鬧的將娘子、兒子接來。 

如今程晨在京城有了官職府邸，自是不能再回蘇州，而程家在京城並沒有什麼人

脈，倒是有蘇長明與蘇文卿在。 

程晨與蘇瑜過往關係好，經常到蘇家玩，程、蘇兩家又算是世交，蘇家一眾長輩

對程晨很熟悉，程晨小時候與蘇瑜便常跟著已經是少年的蘇長明身後，管蘇長明

叫聲五叔也沒什麼不妥當，後來與蘇文錦成了親，叫聲五叔名正言順。 

現如今人在京城中，娘子、兒子雖然還未接到，但作為蘇家的女婿去拜訪蘇家的

長輩是禮數，於是這日程晨備了好禮，恭恭敬敬的送了帖子去蘇府，等待通傳時

心中很是忐忑。 

當初一走了之，如今兩年過去，就算蘇家已經原諒他了，可他到底是欠了蘇文錦

和蘇家，因此這次來蘇府，除了是拜訪長輩，同時也做好了挨訓的打算。 

只是他這一等便等了許久，過了好一會兒，前去通傳的小廝回來了，卻有些閃閃

躲躲地道：「老爺不在府裡，程將軍改日再來吧。」 

聽見這話，程晨還有些笑容的臉頓時僵住了，他緊盯著低頭的小廝，一字一句問

道：「蘇五爺真不在府中？」 

就算再年輕，程晨也是在戰場上廝殺過的，渾身上下有著尋常人不曾有的殺氣與

厲色，如今收了笑容，殺伐之氣更是撲面而來，眼角的一道傷疤讓他看起來更加

駭人。 

那小廝冷不防地打了一個哆嗦，抖著聲音道：「老、老爺確實不在府中，程、程

將軍您……您改日再來吧。」說罷，看也不看程晨一眼就轉頭進了府。 

程晨面色沉重的佇立在蘇府門口，半晌後，仍是一言不發的轉頭離開。 

蘇府中，蘇長明正與蘇文錦坐在暖房中喝茶，聽到程晨終於走了，蘇文錦緊握茶

杯的手才微微放鬆。 

蘇離乖巧地坐在一邊，他打小聰明懂事，看見娘親面色沉重也不吵鬧，只是靜靜

地窩在蘇文錦懷裡吃點心。 

蘇長明親自燙了一壺酒慢慢的喝著，抬眼看去，這個自己最喜歡的侄女此刻表情

半點不輕鬆，文錦一直是個要強的女子，從不願意在人前表現出一絲脆弱，平日

裡她言笑晏晏說早已看開，但當程晨真的回來，她還是會情緒波動，會難以控制。 

她與程晨相識十幾年，就算沒有成親、沒有做夫妻，也會有感情，即便程晨做了

糊塗事，也不可能一刀斬斷所有聯繫。 

蘇長明淡淡開口，「他總會知道。」 

蘇文錦閉上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氣道：「那就等他知道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