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十二章 賜婚消息傳天下 

徐子越的信是在瓊林宴後的第六天到蘇家的，蘇長宇接到信後沒有忍住先看了。

女兒這些日子一直心不在焉，旁人不知，他卻知道是徐子越的關係。 

為了蘇文卿，蘇長宇打開了這封信，卻在看到一半後就匆匆將信裝了回去。 

這麼肉麻的內容真的是出自徐子越之手？徐子越怎麼可以寫這麼露骨的東西給

女兒！ 

什麼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然後蘇長宇便不知是喜是怒的糾結了許久，這信到底要不要給女兒看？ 

 

 

徐子越是新科狀元，瓊林宴上雖然直言要提親，但新官上任卻沒有時間讓他跑一

趟蘇州。 

徐子越要成親的女子是誰，這事兒最終還是傳了出來，惋惜者多如牛毛，徐子俊

卻宛如被驚雷劈了一般，久久不知如何動彈。 

他原以為蘇文卿喜歡的是徐子玉，卻不想原來是徐子越。 

徐子俊失落萬分，心中戚戚然，若這人是徐子越，表妹定是看不上自己了。徐子

越敢在天子面前直言與表妹的關係，他卻連母親也不敢反抗，徐子俊怔愣了許

久，這才回了家門。 

江琦等與徐子越相熟的公子哥們也是一時無語，只不過權貴之家的子弟，皇上賜

婚自是美妙至極，可賜的若是公主，相較而言還是覺得尋常女子好一些。 

除了定國公這種立了軍功的武官，京城其他駙馬皆是掛了閒職的閒散之人，徐子

越那樣的人，又怎麼甘願做一個碌碌無為的勛貴？ 

男子們皆喜歡討論京城的小姐，說起這位蘇姑娘，此刻提起極大的興趣，太子少

師的二公子司馬舒神祕兮兮地道：「聽說那位蘇姑娘可是絕色，難怪連徐子越也

難過美人關。」 

驃騎將軍家的劉公子惋惜歎息，「可惜未曾一見。」 

毅勇侯府的世子爺與齊光關係甚好，是這群人裡鮮少不怕齊光的，轉頭問他，「修

雲可曾見過？聽說比起安慶郡主也是毫不遜色，及笄禮時這位蘇小姐還去了你們

定國公府，問你你準知道。」 

齊光晃了晃酒杯中清冽的酒，俊美的臉上沒有一絲一毫的表情，聽到這句話後將

酒杯中的酒一飲而盡。 

外疆送來的烈酒，味辛辣，沒有一絲酒香，並不好喝。 

「沒見過。」齊光淡淡地道，放下酒杯站起身，「府中還有事，改日再聚。」說

罷，也不管其他人如何想，轉身就走。 

他不想聽所有人無時無刻的談論徐子越，不想聽所有人說那個自己一見就無法忘

懷的女子，更不想聽這兩個名字一同出現。 

眾人不知他為何突然沒了興致，但直到齊光離去後，他們這才敏感的發現，自從

說起徐子越，齊光就一直沒開過口。 



齊光回到府上時，就見安慶郡主正在與母親說話，說起蕭沈君最近正在杭州查辦

李俊德貪汙一案。三皇子奉旨辦案已經離京十餘天，來信中說那邊並不順利，安

慶與母親皆有些擔心。 

三皇子的母親是個並不得寵的昭儀，在眾皇子中並不突出，皇帝難得能將這麼大

的案子交給他，蕭沈君自是重視。 

長安長公主說起蕭沈君也是不由擔心，「江南富庶，蘇杭一帶這些年官商勾結，

皇兄一直睜隻眼閉著眼，李俊德這事鬧到了御前，牽扯出的可不只他一人，也不

知道沈君能否鎮得住？千萬別出了什麼岔子。」 

齊光心中微動，蕭沈君現在正在杭州……一旦有了念頭，便再也壓不下去。 

「母親，我近來也無事，不如去杭州一趟，也算助沈君一臂之力，妳覺得如何？」 

 

 

徐府，徐賢聽聞徐子越拒了皇帝的賜親後，氣衝衝的來找徐子越，陛下可是有心

招徐子越做駙馬的啊。 

徐賢始終對徐子越做了江聰的弟子這件事耿耿於懷，徐王兩家有姻親，宮中徐貴

妃又與皇后親善，就算徐賢從未表態，但他也已經被打上了東宮的標籤，而徐子

越被江聰收為弟子，所以王崇不滿他也覺得晦氣。 

現在太子殿下有心招攬，甚至願意下嫁公主，徐子越竟然這麼不留情面，太子回

東宮後大怒，徐子越是他的兒子，徐賢免不了被牽連一句，回來後又怎會沒有怨

氣？ 

徐子越最近風頭太盛，又已經正式出入朝廷，頓時讓徐賢有了滿滿的緊張與不

安，因為以往從未將徐子越看在眼裡，如今倒是有些擔心被徐子越爬到頭上，丟

了他的面子。 

徐賢有心想找徐子越的晦氣，順便殺一殺徐子越的威風，因此一進越林院便指著

在竹蔭下看書的徐子越怒道：「你可知你今日惹得太子動怒，做事怎麼如此莽撞，

太子有心提拔你，可你看你到底幹了什麼？你何時定了親？你可知你這是欺君之

罪？」 

徐子越看著手上的書本，不冷不熱地道：「老爺若是想告訴陛下我還尚未訂親，

此時再去也不遲。」 

徐賢被堵得頭頂冒煙，嘴唇抖了抖，徐子玉、徐子敬見他皆是一副老鼠見了貓的

模樣，只有徐子越半點不把他看在眼裡。 

徐賢當即便想動怒，正要訓斥時卻陡然想起當年徐子越孤身一人去了南嶺的模

樣，一時又啞了，最後才強忍著怒氣道——  

「當初若不是你小小年紀就如此心狠手辣，我又怎會將你送去南嶺？如今你大

了，心中有怨恨，我無話可說，但我到底是你父親，自是為了你好，文卿這孩子

雖然不錯，但哪兒比得上安成公主，你有此福分，我不免為你惋惜幾分。」 

聽到這番話，徐子越放下手中的書卷，無論何時，徐賢都是如此的讓人看不起，

分明是曲意逢迎，偏偏裝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樣子。 



前世陛下駕崩新帝繼位，太子黨分崩離析，徐家、王家東窗事發，他與定國公府

一起為當年的韓家翻案，樹倒猢猻散，徐賢進了天牢，那時候在得知了他的真實

身分後，那模樣倒比現在順眼得多。 

「這樣的好福氣還是留給徐子玉吧，太太定是相當願意。不過老爺這麼多年倒是

一直未變，當年娶了王家女，現在當起了媒人。只是現在多說無益，我已經與皇

上說過我已訂親，此時再反悔才真是欺君。」說罷，徐子越站起身來，擺出送客

的模樣，「時辰不早了，老爺若無事還請自便。」 

徐賢眼瞅著徐子越進了屋，不由得大怒，暴喝了一聲徐子越。 

「千知，送客，關門。」徐子越在屋內淡淡地道。 

千知一雙小眼睛在徐子越和徐賢兩人身上來回看了好一陣子，最後戰戰兢兢的走

到徐賢跟前，「老爺，請。」 

徐賢面色鐵青，徐子越這分明是在罵他靠著裙帶關係娶了王家貴女，又送了女兒

進宮才換來今日的富貴，平日裡最忌諱被提起的事情被親兒子提了出來，徐賢怒

極，腳下一個踉蹌，差些站不穩。 

千知小心翼翼地忙扶了他一把，徐賢卻喘著粗氣狠狠拂開千知的手，甩袖離開。 

徐老太太當晚聽完兒子暴怒的抱怨後，沒有說什麼，只是讓徐賢早些歇息，第二

日讓人請了徐子越過來清風堂說話。 

徐子越來的路上遇到了徐心梅，徐心梅懷裡抱了隻胖得找不到臉的波斯貓，眼睛

亮晶晶的問他那人可是蘇表姊，徐子越難得有笑意的點點頭，徐心梅會心一笑這

才離開。 

待到了清風堂後，徐老太太打發了一眾丫鬟下去，身邊只有李嬤嬤伺候著。 

許是早早就知道徐子越會被賜娶公主，徐老太太在得知後並未像徐賢那樣驚訝，

直到聽說徐子越拂了太子的意思，說自己早已訂親，而且那人正是蘇文卿，這才

有些詫異，但似乎又覺得早該如此。 

「你真的願意為了文卿捨了公主？」 

「什麼也比不上文卿。」 

徐老太太沉默，許久才鬆了口氣似的笑了，「你能如此說，我也能放心將文卿交

給你了。」 

當初她為了王氏，最後沒有護著蘇文卿，蘇長宇帶著蘇文卿回了蘇州，也給她留

下了遺憾，徐老太太突然明白過來，蘇文卿時常與她說對徐子越好一些，那時她

只當是玩笑，現在才明白蘇文卿也是為了她，不想她得罪了徐子越。 

比起府上的姑娘們，蘇文卿身子不好卻每日都會來請安，蘇長宇每次送來好東

西，她也都會送來清風堂，還時常會親手做一兩件針線活，這樣孝順的孩子…… 

是她對不起蘇文卿，對不起這孩子的一片好心。 

她不是徐賢，一心覺得公主要比蘇文卿好得多，蘇文卿是她外孫女，若徐子越能

真心待她，那嫁給徐子越是再好不過的。 

「你父親那人太糊塗，若是說了什麼混帳話你別在意。」 

因為徐賢沒有徐子越這樣的本事，所以徐賢需要一個像王氏那樣的女人，但徐子



越不需要，只是這樣的話，當著徐子越的面她又怎麼說得出來。 

看得出徐子越不願與她說徐賢的事情，徐老太太難免失望，但徐子越與她之間仍

然如履薄冰，因此徐老太太也沒有再勸徐子越，「你既然說了已經有提親的打算，

但如今才入翰林，如何能脫得開身？」 

「文卿現在還小，況且還在孝期，成親自是不可操之過急，如今只不過是先訂親，

待她及笄後再親自上門提親。」 

徐老太太點點頭，但到底有些不明白，「你也知道還早，為何一定要著急訂親？」 

「……」徐子越難得無話可說，為什麼這麼著急？只是因為不安心。蘇文卿不在

身邊，他無法確保不會出什麼差錯，所以他必須將蘇文卿綁在身邊。 

徐老太太等了片刻，才聽到徐子越道：「免得夜長夢多。」 

怎麼個夜長夢多，徐老太太沒聽懂，難不成徐子越還怕蘇文卿不嫁？ 

徐老太太眉頭蹙起，突然間想起了蘇長宇，蘇長宇在蘇家一個月，不可能都沒有

發現蘇文卿與徐子越之間有貓膩，卻自始至終沒有提過這件事，分明是不太贊成。 

想到這兒，徐老太太倒有些幸災樂禍的心情，難得見到徐子越這心神不定的模樣。 

「那便照你所說的先訂親，你與文卿早已心意相通，本是不需媒人，只不過規矩

在這兒，還需尋個媒人替你跑這一趟。你老實與我說，長宇是不是早就知曉你與

文卿的事情？」 

見徐子越冷著臉點頭，徐老太太笑了笑又道：「長宇可是沒有答應？」 

「沒有拒絕也沒有答應。」 

徐老太太點點頭，「文卿是你姑父的心頭肉，自是要替女兒著想，許是怕你少年

動心沒有當回事。但如今你既然說了要娶文卿，就連陛下也已知曉，事到如今你

姑父自會信你，再去提親他定會同意的，待我打發媒人親自去蘇州一趟。」 

徐子越抱拳躬身，「子越先行謝過老太太。」 

徐老太太目視徐子越轉身走出清風堂，「還是讓妳說準了。」 

李嬤嬤輕聲一笑，「這兩個孩子有緣分。」 

徐老太太點點頭，是啊，若不是有這個緣分，蘇文卿又如何會在未曾見過徐子越

的時候就知他會考中狀元，又怎會走到如今這一步？ 

 

 

蘇長宇最終還是將那封信交給了蘇文卿，只是轉眼親自寫了一封信給徐子越，開

口已經是滿滿岳父的口吻。 

他義正辭嚴的教導徐子越，兩人還未成婚，寫信說話還是需注意些，不可太過出

格，你一個男子臉皮厚也就罷了，我女兒臉皮薄，不許再說這些放浪形骸的話，

再有下次，這信便到不了文卿手中了。 

蘇文卿接過信的時候，瞥見父親尷尬並欲言又止的模樣，好心的問了一句，「父

親可是有什麼話要與我說？」 

蘇文卿心中第一反應便是徐子越被賜了婚，所以寫信與她，叫她不用再等了，這

麼想著，當即一把拆開了信，所以也沒有發現信封有什麼不對。 



蘇長宇還想與女兒說幾句，沒想到女兒已經撕開了信，頓時坐不住了，轉身出了

屋子。 

再看蘇文卿，從一開始的心驚肉跳到後邊的面紅耳赤，只不過半晌的時間。 

這信是徐子越在瓊林宴後才寄來的，難不成是因為時間與上一世不同所以沒有賜

婚？還是……難不成是徐子越拒絕了賜婚？ 

但轉念又覺得不可能。 

這樣的焦心只過了兩日，在京城與蘇州來往的商人們就已經將京城裡的新鮮事說

得一清二楚，更別說此事還與蘇州蘇家有關。 

皇上要將公主賜婚狀元郎，狀元郎卻說自己早已訂親，至於是和誰定了親，示意

最北邊的那處看去，蘇家宅院連綿數里。 

可不就是蘇家蘇三爺的親生女兒，蘇府的五小姐？ 

第五十三章 蘇家的兩樁親事 

蘇府，忘仙閣，蘇老太太佈了細紋的眼角，因為緊皺的眉頭顯得越發深刻，從京

城傳來的消息讓她一時間心情異常複雜，不知該喜還是該憂。 

蘇老太太問過蘇長宇有關蘇文卿的婚事，她大抵猜到徐家有意娶蘇文卿進門，但

蘇長宇一直沒有說是府上的哪位公子。 

蘇老太太因為生兒子的氣，有些不大高興，「這樣的好事，我又不是外人，你連

母親也瞞著，難不成我會攔著不讓文卿嫁人？」 

「母親誤會了。」蘇長宇因為得知徐子越在御前直言已經訂親，難得的對徐子越

十分滿意，「您也知道，徐子越如今不過十五歲，我之前並未覺得他真能考中狀

元，覺得他不過說說罷了，八字都沒一撇的事情，我才一直沒跟您說，如今他真

的考中了狀元，又信守承諾要娶文卿，我這才放心與您說。」 

蘇老太太不滿地道：「既然已經訂親，還怕他毀約？再說了，已經訂親，難不成

能因為徐子越沒有考中就不讓文卿嫁了？這要是傳了出去那還了得。」 

「母親可知，陛下原本是要賜婚公主的，若是徐子越真娶了公主，難道我們還要

找他去鬧一鬧？那得罪的可是皇上，況且我們蘇家也丟不起這個人。當初我並不

滿意徐子越，所以沒有完全答應，這才提了這條件，若徐子越能考中一甲，就答

應他與文卿的親事。」 

蘇老太太目瞪口呆的瞪了兒子好一陣子，「狀元郎你為何不滿意？你這簡直就是

用文卿的婚姻大事當兒戲！」 

蘇長宇一時無言，徐子越用已經和女兒有了肌膚之親的事情威脅他，他還怎麼對

徐子越滿意？但這些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也就默默受了蘇老太太的責罵。 

蘇老太太終於瞭解了細枝末節，「罷了，這便已經算定了親，但該有的禮數也不

能缺，徐家如今是何意？可有說請媒人過來？」 

「就算是過來也是悄悄的來，文卿如今還在孝期，還是不要太大張旗鼓。若是有

人問起，母親便說是文卿還未去徐府時定的親，可不能讓人抓了把柄。」 

蘇老太太揮了揮手道：「這些事哪需要你交代，過些日子你親自去京城走一趟，

將事都佈置妥當了便可。」 



罷了，又心道：與官家沾了關係，尤其是京城的勛貴們有姻親，到底是與其他子

女不同，文錦等人就沒有這樣的好機會。 

蘇長宇娶了徐靜，如今蘇文卿要嫁給徐子越，與徐家的關係真是斬也斬不斷。 

蘇長宇又與母親說了一陣子話，蘇老太太大抵是讚歎蘇文卿命好，能嫁給這名滿

天下的狀元郎，還不死心的勸蘇長宇再考慮考慮續弦的事情，就算是納妾也無

妨，但都被蘇長宇拒了。 

待回到青寧院，藍淼說三小姐拉了蘇文卿去世安院玩，蘇長宇聞言一笑，蘇文錦

這丫頭最喜歡包打聽許是拉著文卿問東問西，也就隨她們去了。 

 

蘇文卿確實被蘇文錦拉著說話，蘇文錦非常不滿蘇文卿居然不早早告訴她們，這

些天她們感歎著狀元郎這樣的人該娶個什麼樣的女子，蘇文卿還與她們一同猜

測，將京城中的閨秀一一排除了一遍呢。 

蘇文卿百口莫辯，她也不知道何時與徐子越定了親，她知道時也是怔在了原地，

然而回過神來卻是傻笑了好一陣子。 

皇上真的賜了婚，卻被徐子越拒絕了。 

上一世，徐子越與公主本是夫妻，這一世再無公主，蘇文卿一時有些愧疚，心想

可是自己壞了公主的姻緣？若徐子越與公主無緣，那公主以後又會嫁給何人？ 

蘇文卿想了好一陣子，最後默默安慰自己，公主那樣的身分，陛下定會為她好好

尋一門親事的。 

蘇家因為徐子越一事，這些天來蘇家拜訪的人越來越多，大抵是想看看狀元郎不

要公主也要娶的女子生得什麼模樣。 

除了眾多富豪上門，蘇州官府的各位夫人、小姐也皆來蘇府作客，蘇老太太享受

了幾日眾人豔羨的眼神，終於對蘇文卿好了不少，有什麼好首飾從不缺了蘇文

卿，有什麼宴會也一定要帶著蘇文卿。 

徐家派來的媒人也不是尋常人，是徐老太太親自回娘家請了自己的妹妹走這一

趟。 

這位姨老太太與徐老太太姊妹關係極好，雖然蘇家遠在江南，倒也沒有推辭，專

門走了一趟。 

姨老太太是十幾日後才到蘇州的，姨老太太如今四十多歲，怕陸路顛簸，所以選

了水路，雖說慢了點但一路也算平安，待到了蘇州時，蘇長宇親自相迎，將人妥

妥當當的接回了蘇家。 

姨老太太身上有三品誥命，就是知府夫人也比不上姨老太太的身分，蘇老太太難

得覺得自己低人一等，說話間便多了些分寸。 

這位姨老太太說話做事與徐老太太有三分相似，幹練又迅速，問名討八字，收了

蘇文卿的生辰八字，當天送往陰陽先生那處。 

因為蘇家與徐家相隔太遠，平日裡兩地難以頻繁來往，所以來之前徐老太太也與

她說過，只是做做樣子，將禮修成也就罷了。 

姨老太太見過徐子越，這個惹得京城沸沸揚揚的狀元郎極其認真的託付她，「我



把親事定在文卿及笄後的一個月，待她及笄後，我定會親自去蘇州接她回來，還

望姨老太太轉告一二。」 

及笄後便馬上成親，這惹得徐老太太兩人皆笑了起來，想不到清冷的狀元郎是這

麼迫不及待地想將人娶回去。 

蘇文卿這孩子她也見過，如今再見，已經出落得如此漂亮，姨老太太與她說了些

話，看蘇文卿舉止大方、進退有度，不由更加滿意，從手上褪下一只玉鐲放在她

手心，「靜兒是我親外甥女，妳是靜兒的女兒，有什麼好推脫的。我瞧著妳也是

高興，要是靜兒看得見妳現在的模樣，定是欣慰極了。 

「我來時妳表哥反覆與我說一定要將親事先定下來，說妳因為自己身子不好，不

想拖累他，所以一直不願意，妳表哥說他不在意，只要妳好好的嫁過去就什麼都

好，妳只需在蘇州等上兩年，待妳及笄後他定會親自來蘇州提親。 

「他能為了妳，推了和公主的賜婚，可見妳表哥是真的對妳極好，妳若是真的為

妳表哥好，就聽他的話，不要多想。嫁給他就是與妳外祖母在同一處，與妳表哥

一同孝敬妳外祖母。」 

姨老太太又說：「妳如今還在孝期，納徵待妳的孝期過去後再送不遲，也不一定

事事按著規矩走。」 

蘇文卿聽的心頭又甜又酸，徐子越將事情想的很周到，不用她操一點心，她還有

什麼不滿的。 

姨老太太在蘇家待了七日，走的那日蘇長宇與蘇文卿親自將人送走。 

她與徐子越的親事就這麼定了下來，定在她十五歲生辰後的一個月後。 

蘇文卿打開徐子越寫來的信，將已經爛熟於心的信又認認真真地看了一遍，這才

恍惚地想，我就這麼與表哥訂親了？ 

等到兩年後，就要像姨老太太說的，要嫁給徐子越了？ 

無論想過多少次，夜晚在床榻上如何輾轉反側，蘇文卿仍然覺得不真實。 

綠袖倒是歡喜地道：「我就知道大公子一定會娶小姐進門的，您看那些小姐們看

您的眼神，定要羨慕死她們！」 

這些女子們從未見過徐子越，若是見過徐子越的模樣才真的會嫉妒吧，徐子越那

樣的人……蘇文卿將臉蒙進被子裡，不好意思的想，怎麼就看上她了呢？ 

許是因為重生一世，老天爺看她上一世太可憐，所以特意補償她，將這世上最有

才華的男子送給她做夫君？ 

恍惚間，蘇文卿似乎又想起了上一世自己逐漸冰冷的身體，以及徐子玉冷漠的眼

神，轉眼便是徐子越站在雪地裡煢煢孑立的身影，風華無雙。 

 

 

蘇文卿的親事就這麼落定了，但正式成親是在兩年後，如今蘇家還有兩位姑娘未

曾出嫁，尤其是蘇文錦已經十七歲了，蘇二太太差點操碎了心。 

蘇家最近受邀的宴席實在太多，蘇老太太也喜歡帶著一眾孫女出門，沒想到陰錯

陽差的，蘇文錦的親事就突然間被定了下來。 



說來也是讓人大吃一驚，與蘇文錦訂親的正是與蘇瑜天天打架的程晨。 

程家本家不在蘇州而在杭州，雖然比不上蘇家，但也是數一數二的富商。 

程晨只比蘇瑜大了半歲，比蘇文錦還小了一歲多，他與蘇瑜打鬧了這麼多年，蘇

文錦還經常為了蘇瑜，對程晨破口大罵，但程晨還是經常來蘇府。 

蘇文卿突然間恍然大悟，難不成程晨早就喜歡上三姊了，所以就算被三姊又打又

罵，還是義無反顧的來蘇府？ 

聽到消息的當天，蘇文卿就去找蘇文錦問問到底怎麼回事，不想一向大剌剌的蘇

文錦卻驀地紅了臉。 

蘇文卿一雙漂亮的眼睛微微一瞇，直覺應該發生了什麼事情，但蘇文錦就是閉著

嘴不說，還將她推了出去。 

蘇文卿無語了，我把自己與表哥的所有事情，除了那次心疾有了肌膚之親實在太

羞人，說不出口，其他的都講給蘇文錦聽了，現在輪到蘇文錦了，她居然半點不

透露！ 

蘇文卿憤憤離開，一個人在後花園走了一會兒，忽然間，遠遠地瞥見有兩人走過

來。一人生得瘦瘦的，正是蘇瑜，站在高挺的程晨身邊，更顯得瘦小可憐，只是

不知怎的，蘇瑜走的極快，程晨一直在後邊緊緊跟著。 

蘇文卿沒想著上前打聲招呼，轉身去了假山那邊，本想等兩人走遠了再出來，沒

想到等了一會兒，卻聽見腳步聲漸近，蘇瑜和程晨說話的聲音隨之清晰的傳了過

來。 

「行了，就這裡吧，你若是想打我，我絕不還手。」 

蘇文卿一臉詫異，這是程晨的聲音，程晨這是做了什麼壞事，現在居然乖乖的請

打？ 

蘇瑜許是真的氣壞了，就聽見他氣急敗壞地道：「你剛從杭州回來就和我姊姊說

那些混帳話，還正正經經的定了親，我還當你是這些年終於大了回膽子，不掖著

藏著了。可剛定了親你卻說你要去參軍，你走了，我姊姊怎麼辦？你以後死在戰

場上了，難不成還要讓我姊姊守寡？！」 

蘇文卿差點驚叫出來，忙伸手捂住了嘴，程晨居然想去參軍！既然要去參軍又為

何要與蘇文錦訂親？戰場上的刀槍哪兒是長眼的？ 

「你我從小一起長大，你知道我這麼些年一直喜歡你姊姊，我就怕我要是現在不

定下來，以後回來時文錦已經嫁給了別人……就再也沒有我的什麼事了。」 

「那你就不要去啊！」 

程晨沉默了好一陣子，「我不會死在戰場上的，我還要回來娶文錦，若是……我

真的出了什麼事，是我對不起文錦，你們定要再為她尋一門好親事。你我打小一

起長大，你知道我並不喜歡經商，如今三皇子與定國公世子就在杭州辦案。我有

幸結識了定國公世子，沒想到原來世子這樣身分的人也想去沙場殺一回敵寇，世

子說若我有意，可以先跟著他回京城，最多一年就能去西北。」 

齊光居然在杭州？然而蘇文卿一聽到是與三皇子一起，又覺得沒什麼好驚奇的。

齊光如今十六歲，上一世他就是十七歲的時候瞞著所有人偷偷去了西北，看來這



一世也是如此。 

蘇瑜已經氣得口不擇言了，「你個榆木疙瘩懂個屁！三皇子與定國公世子調查李

俊德貪汙一案，只不過是借你程家的勢力辦案罷了，隨便允諾一句你就信了？定

國公世子是什麼身分，他一個紈褲子弟哪兒會去什麼西北？槍都提不起來還上陣

殺敵？等把你們程家利用完了，哪還會記得這回事！」 

程晨悶悶的回答道：「定國公世子文武雙全，不是紈褲子弟，他說男兒就應該戰

死沙場……」 

「你閉嘴！還戰死沙場……我問你，你是要娶我姊姊還是要跟著定國公世子？」 

這一刻，程晨像哭了一般，語帶哽咽地道：「我怕我走了，文錦就再也沒有機會

嫁給我了，但我若是不走，以後就再也沒有機會可以去戰場。我知道我自私，但

我是真的怕，文錦說她可是等我，三年，最多三年，我一定會回來的！」 

蘇文卿站在距離兩人不遠處的假山後邊，這一刻也因為是程晨的話而動怒。 

魚與熊掌不可兼得，既想抱得美人歸，又想去西北殺敵，怎可兩者兼得？若是蘇

文錦現在年紀還小也就罷了，但蘇文錦已經十七了，程晨這樣的想法委實太自私。 

蘇文卿強忍著怒火聽程晨開口道：「蘇瑜，我們一同長大，你知道我對文錦的感

情，你若是不幫我就再也沒有人能幫我了。」 

蘇瑜聲音極為冷淡，「如此最好，我與你的關係再好也不會讓我搭上我姊姊。程

晨，你若是執意要去，以後你再也沒有我這個朋友，我姊姊你也休想娶進門。你

的家國抱負與我們蘇家無關，沒有讓我姊姊相陪的道理。 

「今天若不是你說漏了嘴，等你騙我們蘇家定了親，將我姊姊娶進門，你轉身就

去了西北，留我姊姊一個人，那時生米已經煮成熟飯，蘇家就算再如何也奈何不

了你，程晨，你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盤！」 

程晨急忙道：「我只是訂親，等我回來再風風光光的娶她進門。」 

「等你回來？等你回來又是何時？程晨，我姊姊已經十七了，幾年時間她又該多

大年紀。你若是回不來呢？你若是死在了戰場上，你若是缺了胳膊、少了腿、臉

上被劃了刀子，難道還要讓她一直等下去，等你回來嫁給你？程晨，你是什麼身

分值得她等你這麼多年？我姊姊是蘇家二房的嫡女，你哪兒來的膽子這麼戲弄

她？！」 

這回程晨沉默了許久，良久後，蘇文卿才聽到他沉沉地開口，「文錦答應過會等

我的。」 

「她答應了？」蘇瑜冷笑一聲，「那又有什麼用。」說罷，轉身離去。 

蘇文卿靠在冰涼的石頭上，想起適才蘇文錦眼中的嬌羞，倏地想起蘇文錦拒絕告

訴她與程晨發生了何事。 

程晨說，蘇文錦早就知道他的想法，可她卻依然答應嫁給他，不過事實也就像蘇

瑜說的那樣，蘇文錦的話又有什麼用。 

蘇文錦是蘇家二房嫡女，更別說比程晨出身更好的男子大有人在，二伯娘是不會

讓女兒受這種委屈的。 

程晨還在原地發呆，蘇文卿站久了，腿不由發麻，輕輕動了動。 



而程晨卻是被身後不遠處的腳步聲驚醒，卻對上蘇文卿冷漠的雙眼，一張呆愣的

臉此刻只剩下絕望。 

方才蘇瑜雖然說的狠絕，卻有可能替他瞞著，但蘇文卿卻不會。 

他雖然才見過蘇文卿幾次，可記憶中，這位蘇家五姑娘性格溫婉，何曾有過如此

駭人的表情？ 

蘇文卿與程晨擦身而過，沒有說一句話，但程晨卻明白過來了，他與蘇文錦的親

事，怕是真的再也沒有可能了。 

第五十四章 男兒的抱負 

蘇文卿還沒有來得及說，程晨想去西北的事情還是被二伯娘二伯知道了，當她趕

去世安院的時候，蘇文錦正好抬手搧了蘇瑜一巴掌，大罵道：「誰讓你多嘴！」 

打完後一陣寂靜，然後就聽到蘇文錦低低的啜泣聲，蘇長源、蘇二太太都臉色沉

重，看到蘇文卿進來，一時間不知道是該讓蘇文卿回去還是講給蘇文卿聽。 

蘇文卿張了張嘴，感覺嗓子有些啞，她將目光從蘇文錦身上收回來，「我已經知

道了，五哥和程公子說話的時候我正好在附近。」 

蘇文錦的哭聲一頓，像突然明白了什麼似的，放聲尖叫起來，「妳是不是也是來

告訴爹爹娘親的，妳和蘇瑜一樣，都是為了告密的，是不是？」 

蘇文卿啞然，目光不經意地看見蘇瑜面帶諷刺的臉，上面的掌印依然醒目。 

蘇瑜站起身來，看了蘇文錦一眼，「愚蠢。」等走到門口時，抓起蘇文卿的手腕，

再沒有說一句話，拉著蘇文卿就走出了世安院。 

蘇文卿抬眼便看見蘇瑜臉頰上的紅印子，一時間不知該做何感想，適才蘇文錦對

她大吼的時候，她都有些委屈和憤怒，更別說蘇瑜了。 

想了想，她低聲道：「五哥，你也別太難受了，三姊就是一時接受不了。」 

「她就是蠢！簡直愚不可及！」 

蘇文卿默然，她從未見過蘇瑜這副模樣，終是歎了口氣，帶著又是氣憤又是傷心

的蘇瑜去了青寧院，讓丫頭們替他敷臉。 

程晨想去西北的事情被蘇長源知道後，就連蘇長源那樣好脾氣的人，也氣得臉頰

通紅的大吼，「以後不准讓那姓程的小子進門，看見就給我打出去！」 

若是沒有訂親還好，如今剛剛訂親就發生這種事，如何不讓人震怒？ 

蘇長源從未對女兒說過一句重話，這次居然不留一點情面，將蘇文錦鎖在屋子裡

不准她出府，更不准見程晨。 

蘇文錦哭了兩日，蘇二太太先是氣得打了她兩巴掌，後來也是心疼不已，心想蘇

文錦這孩子不算太聰明，大抵是聰明勁兒全給了蘇瑜，可蘇二太太沒想到女兒還

是個死心眼的。 

「說妳傻妳還不承認，他若是真的在意妳就不會去西北。女兒家的年紀何其珍

貴，他能讓妳白白浪費了這幾年，以後指不定還會幹出什麼。他說他三年就回來，

他不是什麼有身分的皇親國戚，等到了西北，難道他想回來就能回來？若是三年

回不來呢？難不成妳還要再等他三年、五年？」 

「他答應了我會回來，我就是等他三年又如何？」 



蘇二太太強忍著怒氣慢慢道：「戰場上刀劍無眼，受傷在所難免，瞎了瘸了是小

事，一不小心丟了性命呢？他們程家捨得兒子，我和妳爹爹卻捨不得女兒。妳現

在不覺得如何，等三年過了，其他人都和和美美的，可妳呢？妳等他三年，到時

妳已經二十歲了，那時再想找一門好親事哪有那麼容易，更何況妳還退過親。」 

蘇文錦秀麗的臉頰上淚水滾落下來，蘇二太太既心疼又生氣，將女兒攬進懷裡

道：「妳氣瑜兒把這些事告訴了我，可妳想過沒有，他與程晨那般好，為什麼沒

有幫著程晨？妳現在覺得是我們壞了你們的姻緣，但是從一開始就是程晨自己造

孽。妳說他是真心待妳，妳看看他如何，再看看與妳五妹妹訂親的徐公子如何？

徐公子為了妳五妹妹，連公主都不要，程晨為了去一趟西北就捨了妳，妳難道還

不明白？」 

蘇文錦仍是梗著脖子不說話，蘇二太太終是動怒，轉身離去時讓丫鬟婆子牢牢看

著蘇文錦。 

蘇文錦知道自己再說什麼也沒有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算她不同意退親，這

門親事一樣不會作數。 

程晨那日回到程家，已經猜到蘇瑜會將這事兒告訴蘇長源，心知自己與蘇文錦的

親事大抵是無望，眼圈不由發紅。 

程家二老皆是詫異，兒子剛剛定了親，出門前還是歡歡喜喜的，怎地一回來就成

了這副模樣？ 

等蘇長源親自找上門要退親時，程晨的爹爹程老爺大驚失色，忙問怎麼回事。 

蘇長源一張溫雅的臉此刻黑成一片，「于卓兄，你我相識多年，怎可如此算計我！」 

「這這……這從何說起？」 

這時，程晨從外邊進來，直挺挺地跪在兩人跟前，蘇長源沉默不語，程老爺這才

發覺出了事。 

程晨已是萬念俱灰，他想去西北的事情一直瞞著家中，此刻說出來，父母定是要

嚴加看管，但蘇長源在這裡他是不得不說。 

程晨一字一句的說，說罷後，程老爺驚得差點從椅子上站起來。 

程晨低頭道：「是我欺瞞在先，但我是真的想娶文錦，只需三年我就能回來……」 

「你閉嘴！你還想去西北，你是想氣死我和你娘嗎？」程老爺大怒之下連鬍子都

在動。 

他居然從不知道兒子有了這樣的心思，若不是發生這種事情，還不知兒子哪一天

就丟下程家去西北了，光是這麼想著，程老爺便是一陣後怕，西北是什麼地方？

全是殺人的蠻子，這孩子為什麼想去那種地方？ 

蘇長源沒有興致看程老爺教訓兒子，正巧有人急急忙忙尋他，來人是蘇長源身邊

的一位極得信任的掌櫃，蘇長源頓覺不好，待那掌櫃附在他耳邊低語幾句，蘇長

源臉色大變，急忙告辭回府。 

「于卓兄，若是貴府公子存了這樣的心思，我是萬萬不敢將女兒嫁過來，還望于

卓兄儘快給我一個答覆。」 

「這是一定。」程老爺急忙應了，等蘇長源出了門這才暴怒，「給我執家法！」 



 

蘇長源大驚失色的原因，別無其他，正與最近談之變色的李俊德貪汙一案有關係。 

江南富庶，富商數不勝數，李俊德替商賈們行使便利，商賈們送上錢財，多年來

一直相安無事，只是李俊德近年來見一直風平浪靜，膽子越來越肥，胃口越養越

大，加上天高皇帝遠，如今李俊德收禮已非千金不收。 

去年更以承辦「花石綱」為名，借此撈得錢財無數。凡諂事之人便利通行，不附

己者則惡意刁難，短短三年時間，江南富商多少家破人亡，去年時又加大賦稅，

百姓商賈無一倖免，直至今年一紙血書被送上御前這才東窗事發，陛下震怒，三

皇子領命查辦此案。 

若是只查辦李俊德便罷了，可李俊德在職多年，府中錢財皆是不明之財，除了被

抄出金子一萬兩、白銀百萬兩，其他珍寶玉器更是數不勝數。 

三皇子蕭沈君瞪著單子上的數目氣得面色鐵青，齊光看了也是心驚，齊家幾世富

貴，也比不上李俊德的家底。 

「這等貪官心黑如墨，貪婪峻刻，殘民以逞，百姓苦不堪言，恨不得殺之而後快！

父皇高薪卻未能養廉，真是辜負父皇一片苦心。」 

當今陛下最恨貪官汙吏，李俊德抄家的錢財幾乎抵得上一季全國的賦稅，如何能

不怒。 

李俊德已經入獄，蕭沈君與齊光如今正在查明錢財來處，與李俊德私下勾結得了

不義之財的，半點都不留情面，因此短短幾天已經有三家被抄。 

只是李俊德之事牽扯甚多，江南富賈多有牽連，就連江南第一富的蘇家也與李俊

德脫不了干係。 

「蘇家與一般商賈不同，當年蘇長宇提供了朝廷軍餉供應的工具，現在還有了皇

商的名號，這些年無論是宮廷修建的木材，還是後宮的衣服織造、花木種植、水

粉胭脂，蘇家皆有一份，就連我母妃居然也知道蘇家大當家的名頭，難怪都說蘇

家身居江南小鎮，做盡天下生意。」 

齊光也是一笑，「蘇長宇這人極有本事，就連我們府上也與他有些生意。」 

「若是沒有點本事，也不會連李俊德對他都無可奈何，還能保得住江南第一富賈

的稱號，蘇家因為有皇商的名頭，有些生意他確實插得了手，李俊德怕是恨極了

蘇長宇。江南的帳實在太難算，蘇長宇與李俊德有分歧正好，看來得往蘇州一趟

了。」 

齊光站起身來，「這個想法甚好。」 

 

 

蘇杭兩地只不過六七個時辰的水路，如今已經逐漸入夏，江南的暖夏來的比京城

快一些，迎風站在船頭，河風吹過感覺很是舒服。 

李俊德扎根江南數十年，牽扯甚廣，如今人已押往京城，抄家所得銀兩也送往了

京城，但齊光與蕭沈君並未返京。密折是連夜送往乾清宮的，兩人有心將這樹根

挖的更深一點，其中的油水實在太大，皇帝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答應了。 



只要銀子能進國庫，皇帝沒有什麼不樂意。 

齊光的母親是當今陛下的親妹妹，按理說，齊光還要管蕭沈君叫一聲表哥，安慶

又與蕭沈君訂親，婚期已定，年底便要娶安慶進門，那時還得喊一聲妹夫。 

蕭沈君對這個稱呼一直很不滿意，他要比齊光大了六歲，喊了這麼多年的表弟，

等娶了安慶倒是變了輩分。 

齊光一有心情就要提起這事兒噁心一下蕭沈君，兩人說笑一陣子才提起蕭沈君與

安慶的親事。 

蕭沈君與定國公府走得近，當年齊光還剛剛會爬，蕭沈君已經跟著定國公開始習

武，再大一點便隨著定國公出入軍營。十六歲時得了陛下的恩准去了西北，一待

就是五年，如今蕭沈君在西北威望漸盛，皇帝也頗為倚重他，引了太子和大皇子

的忌諱，這才回了京城。 

當時正巧趕上安慶的及笄大禮，安慶既然已經及笄，親事自然也不耽擱，太后親

自下了懿旨，將親事定在了今年年底。 

蕭沈君看著安慶長大，這麼多年感情自是不淺，更別說安慶有傾城之貌又知書達

禮，「只可惜西北戰事未平，定國公如今身體大不如以前，朝中上下竟無一人自

願請纓前往西北。」 

齊光坐在船頭，一襲玄色勁裝，腰身精瘦、雙腿修長，俊美的五官是江南男兒沒

有的英氣勃發，惹得來往女子個個頻頻回頭。 

「我去。」 

蕭沈君大為吃驚，轉頭看見齊光一雙墨黑的眸子裡沒有半點開玩笑的意思。 

定國公的親兒子，又怎麼會與京城中的紈褲子弟一般？ 

這樣的想法，齊光如今能說出來，顯然是存了許久的心思，而且是已經做好了打

算，「什麼時候？」 

「等你大婚後吧，至少要看著安慶出嫁。」 

蕭沈君並不意外，齊光與安慶雖然不是親兄妹卻勝似親生，兩人感情十分深厚。 

他歎了口氣，眼睛掃過齊光年輕風發的臉，當時自己也是十六歲的少年，也是毅

然決然地穿上了鐵甲、拿起了鐵槍，不過與自己不同的是，當年自己的母親連昭

儀都不是，自己這個皇子可有可無，就連當初告訴父皇自己要去西北，父皇也只

是微微驚訝了一刻便允了。 

可齊光與自己不同，齊家只有齊光這麼一個寶貝疙瘩，長公主和齊老太君若是知

道齊光起了這種心思，就算綁也會將人綁回去。 

想到這兒，蕭沈君不由笑了，「你們齊家一脈單傳，你若是想走，興許得替姑姑

生兩個大胖孫子，要不姑姑定不會同意的。」 

「所以只能悄悄走。」齊光早就做好了打算，在京城裡沒有和祖母、母親透露過

一絲一毫，父親或許知道一點，但既然一直沒有聲張，大抵是心中默許了。 

父親是在戰場上拚殺過的人，比起在齊家安安穩穩長大，他倒是更想要一個真正

敢去戰場的兒子。 

「如此一來，等你回來也和我一般年紀，親事倒是耽擱了。」 



「無妨，我不想這麼早就成親，我可沒有你這麼幸運，能有安慶這樣的美人等著

我。」齊光的長腿換了個位置，「只不過這麼多年一直看著安慶的模樣，這世上

大抵是沒人能再入眼了。」 

蕭沈君皺眉踹了他一腳，「不准拿安慶打趣，你何時成了這種只圖美貌的膚淺之

人！」 

齊光靈活地躲開蕭沈君的腳，換了個更舒服的姿勢，懶懶地道：「我一直都是這

樣的膚淺之徒，你不愛美人還一定要娶安慶？」 

「我們青梅竹馬，就算安慶無鹽又何妨。」蕭沈君說罷又是得意一笑，「只不過

你若真想尋一個比安慶更貌美的，那你這輩子許是娶不到媳婦了。」 

齊光如墨的眼睛微微一動，再有個把時辰就能到蘇州，他低低笑了一聲，「許是

真的有這麼一人呢。」 

蕭沈君不以為然，但也沒有繼續這個話題，轉眼便要到蘇州，若蘇家早就得了音

訊，要是他沒有猜錯，蘇長宇肯定已經忙碌數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