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九章 豫王府賞荷 

到了上房的時候，陳靜與陳敏也在，袁氏坐在陳老夫人右下側，見到陳瑩，便忍

不住是盯著她看了又看，她心裡清楚，王府會邀請她們肯定是因為陳瑩。 

想到丈夫曾經說過的話，她也不知是什麼滋味，假使陳瑩真做了王妃，往後自己

豈不是要低她一頭了，偏這小姑娘還很愛記恨，指不定會為難自己。 

袁氏略略挺直背脊，不過可能她想多了，沈夫人都不要陳瑩了，難道皇后娘娘會

要？也許陳瑩又是竹籃打水一場空罷了。 

陳老夫人發話，「豫王府不像尋常府邸，我這一把年紀都沒有去過呢，妳們去了，

切莫犯錯，那裡都是尊貴的人兒，容不得絲毫冒犯。」 

陳敏嘻笑道：「祖母，您說得好像我們要去什麼凶險的地方，那蕭姑娘我們雖不

熟悉，可認識的都說好呢。」 

至於蕭隱，她本來因為劉雲珍的事情很討厭他，可知道劉雲珍的真面目之後，自

然就不再那麼想了。她甚至覺得，幸好蕭隱不娶她呢，不然這樣壞的人還當王妃，

真是沒有天理了！ 

陳老夫人道：「瞧瞧妳，這就開始沒有規矩了，雖然是蕭姑娘派的帖子，妳也不

能因她性子好就任意妄為。」 

「我哪裡敢啊。」陳敏被說得頭疼了，轉移話題道，「都這麼晚了，我們是不是

該走了？聽祖母的意思，我們可是不能讓蕭姑娘久等的！」 

陳老夫人見她這機靈勁兒，隔空點一點她，笑道：「都去吧。」 

陳敏來拉陳瑩，「堂姊，妳還愣著幹什麼？」 

陳瑩這才回過神。 

她真沒有想到是蕭月蘭派的帖子，她一直以為是蕭隱呢……會不會是蕭隱借蕭月

蘭的手做的？想著搖一搖頭，他這樣囂張的人，恐怕是不屑做這樣的事，可蕭姑

娘為何突然會請她們呢？自己可是一句話都沒有同她說過的。陳瑩疑惑萬分。 

見孫女兒都走了，陳老夫人擰著眉頭道：「真是奇怪了，無端端的竟然請她們去，

妳可知道是什麼緣由？」 

早先卷兒那事兒，她是聽說蕭隱單獨見過陳瑩，不過就那一回，後來也沒消息了，

總不至於又是為了大孫女兒吧？ 

袁氏哪裡會告知她實情，裝作驚訝的樣子道：「兒媳也不明白，不過蕭姑娘這樣

的人，認識了總是好事兒。」 

老夫人沉吟著，點點頭。 

 

馬車上，陳敏嘰嘰喳喳道：「京都不知道多少姑娘想同蕭姑娘交朋友呢，可是她

很少露面的，父母又不在了，豫王府也幾乎不請客人，我們這回去了，旁人知道

肯定羨慕。」 

陳靜連忙道：「妳可不能到處說的。」 

「哪裡需要說，他們王府大門不知道多少人盯著，我們一去，別人就知道了。」 

陳靜對這妹妹真是沒轍了。 



馬車到得王府，從側門進去，一直行到垂花門口才停下來。 

陳瑩一下車就看到裡面高大的照壁，好像是用整塊的太湖石雕刻的，正面是隻巨

大的麒麟，昂首挺胸，威風凜凜，照壁前擺著兩盆很大的盆景，都是松樹，蒼翠

欲滴。 

整個王府都透出一種肅穆的味道，雖說是蕭姑娘相邀，但陳瑩卻有種錯覺，好像

這王府是蕭隱一個人住的，一直走到裡面，瞧見園子裡百花熱鬧，奼紫嫣紅，這

感覺才稍微減輕了一點。 

女管事領她們到花廳，笑著道：「我們家姑娘就在裡面，請進去吧。」 

陳敏好奇，「聽不到什麼聲音呢，難道就請了我們嗎？」 

「還有齊姑娘。」女管事回答。 

她們三人走進去，果然看到只有兩位姑娘在，其中一位身穿櫻桃紅裙衫，只戴著

一支南珠金簪的小姑娘嫣然一笑，「早聽說陳家姑娘秀外慧中的美名，今日總算

見到了。」 

陳靜連忙道：「蕭姑娘謬讚。」 

「比起蕭姑娘妳，我們那是才疏學淺。」陳敏歪著頭道：「我好幾次在遠處看見

妳，沒有一次瞧得真切的。」 

見小姑娘天真可愛，蕭月蘭微笑道：「那妳今日可好好瞧瞧了。」她一邊說，一

邊把目光投向了陳瑩。 

她立在最後面，穿一件水綠色的夏衫，輕窄的袖子垂到手腕，露出一雙白玉般的

手，手指根根修長，春蔥似的。 

蕭月蘭心想，光是這一雙手都是少有的了，偏偏五官還如此出眾，難怪哥哥會帶

她去遊舫，可見哥哥也是個俗人，不過哥哥都這等年紀了，她與姑姑也只指望他

能成親，只要陳瑩品性不差，便是可以了。 

她今日見一見，便要去告訴姑姑。 

哥哥成家了，開枝散葉，父親母親在天之靈才會真正的開懷吧。 

突然見到了希望，蕭月蘭又高興起來，看著陳瑩的目光十分的親暱與熱切。 

陳瑩與她目光相接，不由狐疑，這小姑娘的表現好像與自己很是熟悉，可她們分

明一句話都沒有說過，蕭月蘭的種種事情，她都是從陳敏那裡聽說的，故而被蕭

月蘭這樣看著，她都有些尷尬起來，只得也展顏一笑。 

「月蘭，快些叫丫鬟上涼茶吧。」齊月在旁邊提醒道：「這天氣坐在馬車裡跟在

蒸籠裡似的，恐怕都渴得很了。」 

蕭月蘭看得入神都忘了，連忙吩咐，招呼她們坐，又介紹齊月，「這是齊家的姑

娘齊月，恐怕妳們也是第一次見面吧。」 

齊月抿嘴一笑，「這倒不是，我不像妳喜歡在家裡鑽研佛書，我與陳家姑娘們還

是見過的，只是甚少說話而已，不過陳大姑娘我確實沒見過，沒想到這樣好看。」 

陳敏朝她打量，好奇的道：「其實我總分不清齊家是住在哪裡呢，一會兒聽人說

是送仙橋，一會兒又是青玉門，妳是住在哪裡的？」 

聽到這話，齊月眉頭略揚。 



她父親齊錫良是齊家的庶子，原先是住在青玉門的，但齊老夫人心胸狹窄，齊錫

良自小就不受疼愛，老爺子去世得早，齊錫良每每都被齊老夫人、齊大老爺責罵，

一直到他的同胞妹妹入宮做了惠妃，齊錫良的日子才好過些，後來索性搬出來，

住到了送仙橋。 

齊錫良現在的官職比齊大老爺都要高。 

齊月笑著道：「自然是送仙橋了，青玉門那裡是祖母和大伯父住的，大伯父而今

也不在京都，都在貴州待了三四年了。」 

陳敏聽得點點頭。 

見妹妹一點兒不認生，想問什麼問什麼，陳靜急得輕輕拽一拽她的衣袖。 

此時涼茶端上來，眾人喝得幾口解暑，蕭月蘭便請她們去池塘賞荷。 

六月，荷花盡數都開了，浮在水面上，大的宛如臉盆，小的宛如手掌，亭亭玉立。 

尋常的府邸這樣的荷花大抵只能種上幾十株，但這豫王府的荷塘一眼看不見盡

頭，目光窮盡處都有好些花，只是越來越小了。 

陳敏歡喜，指著荷花叫兩位姊姊看。 

她年紀小，絲毫的不收斂，不像陳靜、陳瑩，即便覺得風景大好，也絕不會露出

太過吃驚的樣子，跟個小孩兒似的歡蹦。 

齊月與蕭月蘭道：「妳可是請對了，看陳三姑娘多高興。」 

蕭月蘭一笑，朝陳瑩看幾眼，對齊月道：「妳領陳二姑娘、陳三姑娘再去別處看

看，東側那邊的荷花更多呢。」 

齊月會意。 

見陳瑩也要跟過去，蕭月蘭上前說話：「陳大姑娘妳平日都喜歡做什麼呢？」 

陳瑩眉頭微微擰了擰。 

自從來到王府，她就覺得蕭月蘭的目光一直盯著自己，幾乎都不曾離開過，心裡

早就疑惑萬分，這會兒蕭月蘭又主動留她說話，陳瑩笑了笑，柔聲問：「蕭姑娘，

妳是以前就見過我嗎？今日請我過來，到底是為什麼呢？」 

這小姑娘做得太明顯了，讓人一眼就看出來，顯然是沒有什麼深沉心機的，故而

陳瑩也直接的詢問她。 

被看破心思，蕭月蘭一下臉色有些發紅，她本來還想再多瞭解一下陳瑩的，這會

兒倒是不知道怎麼說了。 

她想了想，讓奴婢們退下，悄聲道：「其實我是在端午節見過妳的，妳恰好從我

哥哥的遊舫上下來。」 

竟然被她看見了！這真不是好事兒，陳瑩著實沒想到是因遊舫那事，見小姑娘又

盯著自己看，她輕咳一聲，「就因為這件事兒，妳請我過來王府嗎？」 

「是呀。」蕭月蘭笑道：「哥哥從來不請姑娘去遊舫的。」 

他那是請嗎，那可是強迫！陳瑩心想，看來蕭月蘭對自己的哥哥一點也不瞭解！ 

「說不上什麼請，王爺是一時興致，我也沒往心裡去。」她儘量說得委婉，「蕭

姑娘本不必為此請我來的，妳與王爺都是尊貴的人，尋常我們連見一面的奢想都

沒有，今日來王府已經是了不得了。」 



「陳大姑娘妳太謙遜了。」蕭月蘭沒想到陳瑩把姿態放得那麼低，可她雖貴為王

府千金，卻從來都不會瞧不起人，「其實我跟哥哥也是普通人，不過得了祖宗庇

蔭才能有如此好的家世，但誰也料不到將來的事情的，所以王府又算得什麼，就

算江山有時也是旦夕之間傾倒的呢。」 

聽到這話，陳瑩微微驚訝，心想這小姑娘膽子真大，什麼話都敢說，難道真是悟

透了佛，把什麼都看開了不成？可就算到頭來一切歸於空，人生還是有幾十年

的，又豈能不在意？其中酸辛又豈是這種金枝玉葉能體會的！ 

她也許是不知人間疾苦，才說出這話罷了。 

思忖間，耳邊又聽到蕭月蘭說話，「陳大姑娘，其實沒有什麼地方是了不得的，

這回來我們王府，下回我請妳去宮裡，好不好？」 

陳瑩嚇一跳。「去宮裡做什麼，蕭姑娘，我又不是……」 

蕭月蘭道：「我姑姑興許要看看妳的。」 

聽到小姑娘直爽的話，陳瑩完全明白了她的用意，差點跳起來，看蕭月蘭的意思，

她真是以為自己與蕭隱有什麼了，所以想讓蕭隱的姑姑也參與進來。 

陳瑩連忙道：「恐怕蕭姑娘妳想錯了。」 

「怎麼錯了？」蕭月蘭奇怪，蕭隱要不是喜歡陳瑩，哪裡會請她去遊舫呢，他可

是對別的姑娘一點興趣都沒有的，不然姑姑也不會成日為此苦惱。 

是不是陳瑩太過羞怯，所以才這樣說呢？也許自己是有點急了，這種事情本不應

該挑明了說，蕭月蘭突然有點懊惱，心想她想事情總想得簡單，但旁人總會想得

太過複雜，其實這件事陳瑩原本不必否認的，自己也是想成全他們。 

「妳不要擔心。」蕭月蘭打算安撫她一下。 

看小姑娘依然沒有理解她的意思，陳瑩頭疼，她可不想哪日被皇后相邀，便說道：

「那天去遊舫，非我所願……」 

蕭月蘭瞪圓了眼睛，「難道是哥哥強迫妳不成？」 

這種權貴之家的姑娘，陳瑩也不是很確定她的心思，試探的道：「王爺沒什麼惡

意，本來這也是榮幸，我不應該抱怨，只是希望這種事情……」她低垂下頭，欲

言又止，好像滿腹委屈不敢說。 

沒料到哥哥會這樣，兩人相處原該兩廂情願才好的，蕭月蘭感覺自己丟了臉，十

分的尷尬，她突然覺得很對不起陳瑩，連忙道：「原來如此，妳放心，我一定會

讓哥哥和妳道歉的，下回再不會發生了。」 

陳瑩偷瞄她一眼，發現蕭月蘭滿臉通紅，甚至有些手足無措，心想這小姑娘身在

王府還能如此單純，可見不管是皇后娘娘還是蕭隱，應該都很寵愛她。 

陳瑩輕歎一口氣，擦拭了下眼角，「那日龍舟賽押注，王爺還硬是將我一支簪子

押輸了，這是我爹娘送的……我爹爹已經不在人世了。」 

「我會給妳討回來的。」蕭月蘭一疊聲的道：「妳放心，這兩日我就會差人去尋，

不，我會讓哥哥送還給妳的，原本這就是他的錯！」 

聽到這種話，陳瑩心裡真是舒服，這世上恐怕沒有幾個人敢這樣說蕭隱了。她輕

聲道：「蕭姑娘，妳不要覺得抱歉，王爺是王爺，妳是妳，我今日來王府，才曉



得世上還有妳這樣好的姑娘呢，沒有架子，對誰都一視同仁，真是難得。」 

蕭月蘭聽了越發慚愧，覺得陳瑩心胸寬廣，要是她被哪位姑娘的哥哥欺負了，恐

怕不會還這樣稱讚那姑娘的。 

哥哥真是太可惡了！ 

 

見蕭月蘭與陳瑩說完話，竟是一個人站在亭子裡發呆，似是突然心情不好了，齊

月走過去問道：「月蘭，妳是怎麼了？」 

「我沒什麼。」蕭月蘭歎口氣，「我是在想哥哥的事情。」 

齊月笑起來，「妳呀，快同皇后娘娘一樣了，我姑姑就總在勸娘娘，兒孫自有兒

孫福，豫王總有一日會娶妻的，妳有這些時間，還不如多關心關心自己呢。我聽

娘娘說，妳的嫁衣已經在做了……」 

明年要出嫁了，蕭月蘭面上更蒙了一層憂色。 

「妳這模樣，不知道的還以為妳不想嫁給殿下呢。」齊月攬住她的肩膀，「妳與

殿下可是青梅竹馬，再沒有比這樣更好的婚事了。」 

蕭月蘭微微搖了搖頭，「有什麼好，也便如此罷了。」 

外人眼裡，做了太子妃必定享盡榮華，富貴一生，可在蕭月蘭看來，這只會帶來

無盡的煩惱罷了，因為趙括將來是要做皇帝的，那麼她便是皇后了，但這也不是

說趙括不好。 

提起這樁事，蕭月蘭總是這樣的表情，好像十分的勉強，齊月笑道：「妳不要煩

惱了，我剛才聽陳三姑娘說，她們過幾天要去農莊避暑呢，就在雲縣，我們要不

要也一同去？今年的京都實在是太熱了，妳真要待在這裡一步不出嗎，妳明年出

嫁了，要再想這樣自在可就難了。」 

蕭月蘭被她一說，有些猶豫，正待回答，卻聽見前方傳來些動靜，抬起頭，看見

月洞門那裡蕭隱正走過來，他穿著一件玄色的夏袍，顏色濃重，在這炎熱的天氣

裡分外的顯眼。 

怎麼哥哥會突然出現，他這時候應該在衙門吧？ 

蕭月蘭幾步走過去。 

那樣高大的一個男人，誰也不能忽視，陳瑩自然看到了，她連忙行禮。 

姑娘頭垂得太低，除了一截脖頸，臉絲毫看不清楚，蕭隱在她面前停下腳步，挑

眉道：「我們府裡這荷花如何？」 

這是要她回答嗎？陳瑩嘴角抿了抿，一點也不想搭理蕭隱，可男人絲毫不動，看

樣子不聽她說話不會走，陳瑩不得已抬起頭來，但是她沒有看蕭隱，而是看向了

蕭月蘭，那眸色可說是充滿求救之意。 

蕭月蘭一下覺得肩頭責任重大，她高聲吩咐管事，「今日到此為止了，你送陳家

姑娘們先回去吧，」又叫蕭隱，「哥哥，我有話同你說。」 

不等蕭隱回答，她走到他跟前，拉住了他的胳膊，「就現在！」 

可以想像一會兒蕭月蘭會如何責備蕭隱，陳瑩嘴角一翹，跟著管事朝垂花門走去。 

蕭隱看著她背影消失，回過頭道：「我也有話同妳說。」 



兩人來到書房，蕭隱將門關上後道：「妳為何突然請陳家姑娘？」 

陳瑩當時與他說什麼請帖，他是想過這樁事情的，沒料到自家妹妹會出手，他那

日分明在遊舫警告過蕭月蘭，讓她不要管的。 

蕭月蘭看他還氣勢洶洶的，覺得這是惡人先告狀，反咬一口，她實在不屑蕭隱的

行為，厲聲道：「哥哥，你怎麼能這樣對待陳大姑娘呢？我已經聽說了，那日是

哥哥逼著她去遊舫上的，難怪要陳大人親自去解救回來！哥哥，你這是強搶民

女！」 

見她居然這樣指責自己，蕭隱想到陳瑩，冷笑一聲，「是不是她告訴妳的？」 

「難道哥哥還要去欺負她嗎？」 

蕭隱挑眉。這樣就叫欺負恐怕不太妥當。 

「我跟陳大姑娘的事情，妳不要插手，」蕭隱再怎麼疼愛妹妹，也不會讓她管這

管那的，「妳不要偏聽偏信……」 

「我怎麼偏聽偏信了？陳大姑娘看著就是一個好姑娘，謙遜有禮，寬容大度，可

你對她做什麼了？不只逼她去遊舫，還把她父親留下來的簪子拿去押注，我們王

府難道缺這個錢嗎，哥哥為何要奪人財物？」蕭月蘭越說越不高興，「哥哥要是

不認錯，我便把這樁事情告訴姑姑，你不要太過仗勢欺人了！」 

真是不知道陳瑩對自己妹妹說了什麼，蕭隱捏捏眉心，她來一趟王府，竟能讓蕭

月蘭如此的偏袒她。 

他面色變得很是陰沉，一言不發。 

見他這樣子，蕭月蘭還是有些忌憚的，她稍許的冷靜了一些，「哥哥真的過分了，

不知是不是將陳大姑娘弄得很是害怕，我要請她去宮裡，她都不肯，莫說讓她嫁

給哥哥了。」 

「妳到底與她說什麼了？」蕭隱沉聲道：「妳說讓她嫁給我嗎？」 

「總是這意思。」蕭月蘭輕哼一聲，「哥哥這樣，哪家姑娘肯嫁呢！」 

聽到這種話，蕭隱覺得遭受了奇恥大辱，這世上哪家姑娘不想嫁給他呢，姑姑千

挑萬選，他皆不屑一顧，誰也沒有放在心上，唯獨對陳瑩是有些不同的，可到頭

來聽妹妹的意思，她竟是很討厭自己。 

這女人裝得多委屈，說自己欺負她，他還救過她呢！她怎麼不同妹妹提？這女人

一點良心都沒有，只記得所有的不好。 

蕭隱冷笑一聲，「妳放心，那簪子我會親手還給她的。」 

「你還欠她一句道歉。」蕭月蘭提醒。 

蕭隱心想，豈止是一句道歉，他必得讓陳瑩在將來心心念念、千方百計，好像要

嫁給沈溶一樣的想嫁給他！ 

見哥哥答應下來，蕭月蘭鬆了一口氣，笑道：「哥哥做到這些，陳大姑娘肯定就

不會再介懷了。」 

蕭隱實在懶得說了，轉身而去。 

看他還有些怒氣衝衝的，蕭月蘭搖搖頭，以往哥哥是有些目中無人，可這種失禮

的事情是從來沒有過的，她想著，腦中忽地靈光一閃，那天在上元節，哥哥說去



見絕世美人，今日見了陳瑩，真是擔得起這樣的形容，難道上元節……哥哥就是

為她跳下樓的？ 

想起他那時那麼的著急緊張，她雙眸一下睜大了，又慢慢的笑出聲來。 

第二十章 王爺還簪子 

回到陳家，陳老夫人問起賞荷的事情。 

陳敏意猶未盡道：「我們正看得起勁，誰想到豫王突然回府，蕭姑娘好像有要緊

事與他說，便讓人送我們回來了。祖母，豫王府真是大啊，光一個池塘就抵得上

我們家一個院落了！」 

「豫王府是京都最大的王府，本就是非同凡響的。」陳老夫人瞧一眼陳瑩，「蕭

姑娘可有說為何請妳們去？」 

「說老早就知道我們的美名。」陳敏笑道：「祖母，我都不知道我們有什麼美名

了，要說是因堂姊美人兒的名聲，我看還差不多。」 

陳瑩嗔道：「胡說什麼，蕭姑娘許是想多交幾個朋友。」 

這話陳老夫人可不信，豫王府自從蕭老將軍與蕭夫人去世之後，大門終日不開，

蕭隱又去了邊疆，聽聞蕭月蘭時常是住在宮裡的，那王府等同虛設，後來蕭月蘭

年紀漸長之後才住回來，但始終不喜歡邀請客人去王府，又怎麼會突然想交朋友

了？恐怕還是懷著目的的。 

但陳老夫人也不追問了，轉而說起農莊之行，「明日我們就去雲縣。瑩瑩，敏兒，

妳們要準備什麼，今日可都要想好了，不要遺漏了東西，這會兒先去歇息下吧。」 

馬上就可以出外遊玩了，陳敏非常高興，一疊聲的道好，倒是陳靜落落寡歡，她

也想一起去，但母親非得要她留在京都。 

陳瑩安慰她，「我們會早些回來的。」 

「敏兒不聽話，可都要妳看著了。」陳靜拉拉她的手。 

陳瑩自然滿口答應著。 

 

第二日一大早，幾人便坐車去雲縣。 

此地離京都不遠，也就兩三個時辰的路程，到得那裡正好是午時，從車上下來，

站在小路旁能看見遠處錯落的農戶，屋頂上白煙裊裊。 

陳瑩一下有些熟悉之感，他們原先住的小鎮也是接近村莊了，站在家門口就能看

見對面大河邊一大片的良田，在六月裡碧綠碧綠的。 

近處有幾個小孩子飛奔在田裡抓螞蚱，陳佑忍不住道：「要是明山、明春也能一

起來就好了！」 

「以後有得是機會。」陳瑩捏捏他的小臉蛋兒。 

派到農莊的兩個管事此時迎上來，行禮道：「老夫人，廂房都已經打理乾淨了，

廚房也準備好午膳……」 

「有沒有乾淨的水？」陳老夫人拿帕子抹一抹脖頸，「真是熱得不行，我這出了

一身的汗，你叫他們多提些水去房裡，我們先清洗下。」不然可沒有胃口吃東西。 

管事應聲，忙讓一個小廝去了。 



一行人沿著田埂小路往東走去，陳敏指著前面說：「就要到了！」她告訴陳瑩，「後

面有個小樹林，一到早上滿是鳥兒……」她想起什麼，叫道，「祖母，我死都不

睡東邊那個廂房了！」連懶覺都睡不成。 

陳老夫人道：「小祖宗，我們可不是京都大戶，當時置辦個農莊都不容易了，能

有幾間廂房？妳還挑三揀四的，那邊有什麼不好？」 

陳瑩笑道：「就讓我住好了，我早上起得早，也習慣聽鳥兒叫了。」 

陳敏嘻嘻笑著，挽住她的胳膊。 

農莊是不大，勝在清幽，地上鋪著粗陋的大青石，土牆黑瓦，比起京都大宅的精

緻，此地的簡樸別有一種意境。 

走這一趟，陳老夫人也累了，沒有說多少話，姑娘公子們滿身的汗，都各自去洗

漱了。 

泉水清涼，陳瑩打理完畢只覺舒服多了，笑著與兩個丫鬟道：「我在浮山的時候

還沒有用泉水洗過澡呢，用的都是河水，我們那裡雖然有山，但要取泉水回來，

還是有點兒麻煩的。」 

石燕用手巾給她擦頭髮，「附近就有一座山，老夫人也喜歡泉水，故而管事聽說

主子們要來，昨日就去抬泉水存在了缸裡的。」 

陳瑩點點頭。 

石燕用簪子將她把半乾的頭髮鬆鬆挽起來。 

鏡子裡，瞧見那綠玉簪子，陳瑩忽然想到被蕭隱弄丟的那支，忍不住咬了咬唇，

雖說蕭月蘭願意相幫，可她並沒有期望能真的拿回簪子，也許蕭隱根本就不聽他

妹妹的呢？這個人，說難聽些，簡直是不通情理，怎麼能胡亂搶別人的東西呢！

還是對她有意義的東西。陳瑩想得惱火，臉一陣的紅。 

「姑娘要是熱，去後面走走吧。」石燕道：「奴婢與彩雲先整理下行李，可能前

頭也要傳膳了，只在等著老夫人。」 

他們一行輕車簡從的，故而陳瑩就只帶了兩個丫鬟。 

她站起來打開後門，門前是一處空曠的地，沒有鋪大塊的石頭，只用碎石鋪了條

小道一直延伸到前方，那裡有個小小的林子，種著果樹，有幾棵是石榴樹，掛著

胖乎乎的果子，十分的可愛，陳瑩瞧著喜歡，徑直走過去。 

離得近了，才發現顏色很紅，好像是熟透了的，陳瑩忙伸出胳膊去搆，想摘幾個

下來，等會兒送給祖母和母親她們，一定好吃。 

誰想到那樹看著矮墩墩的不高，真要摘卻搆不著，她幾次踮起腳來都碰不到樹

枝，陳瑩氣餒，轉身回去打算搬個小杌子來，才走兩步，卻聽見咚的一聲，竟滾

來一顆石榴，到得她繡花鞋邊恰好就不動了，她笑起來道：「瞧你，可是見我摘

得累了，自己落下的？」 

她揀起來，歡歡喜喜放在袖中。 

身後忽地傳來一聲嗤笑。 

陳瑩嚇一跳，忙轉過身，就看到蕭隱悠閒的靠在樹幹上，手裡拿著兩個石榴把玩，

見到她略微挑眉，「要不要再滾兩個給妳？」 



陳瑩沉下臉。 

小姑娘剛才天真的嬌態一下沒有了，還轉身就走。 

蕭隱幾步追上來，擋住去路。 

「王爺，這裡是我家農莊，不知您為何在此？」陳瑩對他又氣又有點兒心虛，昨

日去王府挑撥蕭月蘭，那個天真的小姑娘肯定是罵了蕭隱了，他出現在這裡，興

許是為了報仇，她不由得警告道：「祖母帶了十幾個護衛的，王爺不放手，我可

要喊人了。」 

蕭隱哪裡把她的威脅放在眼裡，正要發作，卻又想到妹妹說的話，陳瑩害怕他、

討厭他，所以她遇到他，從來都是不歡喜的吧？好比現在，就像見到猛獸似的。 

他要是再強行做出什麼事情，陳瑩表面上順從，背地裡還不知怎麼想。 

倒不是他怕因此就得不到這個人了，他要誰，便是沒有姑母成全，也是輕而易舉

的，但他想要的是陳瑩的心甘情願，要她見到他就露出燦爛的笑，要她為他哭，

不願他離開。 

蕭隱緩和了一下臉色，從袖中拿出支簪子，「認識嗎？」 

她自己的，怎麼會不認識？陳瑩驚喜道：「那是我的，王爺……」她有點不敢相

信，蕭隱竟然真的來還她簪子？ 

「本王昨日命人尋回來的。」蕭隱看到她露出笑，想到那天在香山，還了她繡花

鞋，她也很是高興，他淡淡道：「原是打算送去妳家裡，誰想妳來雲縣了。」 

他為此也追到雲縣來？陳瑩不太相信，面上卻笑道：「勞煩王爺了。」她伸手去

接簪子。 

誰料蕭隱手一抬，竟是把那簪子插在了她髮中。 

陳瑩呆住了，抬起頭瞧他。 

男人的眼神在這一刻竟沒有以往的囂張，他含著笑，呼吸間氣息輕拂到她臉頰，

她聽到蕭隱道：「以後再提起這簪子，除了令尊令堂，妳應會記得本王還給妳戴

過。」隱隱透露出榮幸的意味—— 她的榮幸。 

這個人，怎麼突然變了，她有些心跳加快起來，不由得想到「年華灼灼豔桃李，

結髮簪花配君子」，給女人簪花，好像不應該是蕭隱會做的動作。 

不知他葫蘆裡賣的什麼藥，陳瑩抿了抿唇，「謝謝王爺，小女子……」 

「妳又要走了嗎？」蕭隱挑眉。就在他給她戴了簪子之後，她依然要走？ 

男人的眼眸微微瞇起來，這使得他好像一隻隱藏在草叢中的雲豹，蓄勢待發。 

陳瑩心頭一跳，斟酌言詞道：「這會兒是午時，我是想，祖母可能要叫我去用午

膳了。」她抬頭看天色。 

天空一碧如洗，萬里無雲，陽光明亮，穿過樹葉落在她睫毛上，閃爍著金光。 

有這麼一瞬，他想伸出手去觸摸，將那又長又翹的睫毛壓下去。蕭隱手指在袖中

動了動，忽地回頭道：「李綜，你去告知陳老夫人，本王今日路過，想來探望一

下她老人家。」 

李綜原是躲在樹叢裡，聞言答應一聲，快步而去。 

陳瑩怔在那裡。他這是要光明正大的來他們農莊嗎？ 



蕭隱欣賞著她錯愕的神色，淡淡一笑道：「妳走吧。」反正等會兒她就會再見到

他了。 

陳瑩簡直都不知說什麼了，朝他看一眼，這才告辭而去。 

回到房裡，見兩個丫鬟還在收拾行李，她伸手摸了摸頭上的玉簪，想著蕭隱的一

言一行，不知為何，突然想起叔父說的話。 

難道這男人真是對自己有意了不成？不然他為何突然尋到這裡送還玉簪，又為何

還要親手給她戴上。她不是幾歲的孩子了，不會不知道這一切代表著什麼，可憑

她的身分，靖甯侯府都覺得她高攀了呢，莫說豫王府了，那蕭月蘭雖說是好意，

可宮裡還有位皇后娘娘……靖甯侯夫人都差點毀了她，要是宮裡那位知曉還得

了！ 

陳瑩臉色一白，袖中忽然滾出一顆石榴來。 

石燕瞧見，笑嘻嘻揀起道：「姑娘去摘石榴了呀？」 

那是蕭隱摘的。陳瑩道：「也不知有沒有熟，妳拿去吧。」 

石燕道：「奴婢恭敬不如從命了。」她推推彩雲，「姑娘賞的，一會兒我們一起吃。」 

彩雲欣喜的道好。 

說話間，陳老夫人身邊的丫鬟來了，請她去用飯。 

陳瑩走到庭院裡，就聽到陳老夫人的聲音說著，「王爺真是客氣了，您來我們農

莊，那是蓬蓽生輝，何來打攪之說，就是不知粗茶淡飯，王爺是否用得慣，不知

王爺駕臨，取的用的都是莊裡現成的，還請王爺見諒。」 

「山珍海味膩了，便是吃這些適當。」 

那是蕭隱的聲音，他果然來了。 

陳瑩立在門口，猶猶豫豫，背後突然被人一推，陳敏叫道：「堂姊，妳發什麼呆，

快些進去呀，我都要餓壞了！弟弟、堂弟，你們也是吧？」 

她那大嗓門立時引來堂內人的注意。 

陳老夫人皺起眉頭，「敏兒，沒見到有客人在嗎，還有沒有規矩了？快些上來見

過王爺。瑩瑩、彰兒、佑兒，你們也過來。」 

不得已，只好上前，陳瑩行禮，對上蕭隱的目光，他好像在說「只要本王願意，

沒有什麼是做不到的」，她忍不住側頭，暗自心想，她這回絕不會再輕易的相信

誰了！ 

因時辰晚了，陳老夫人命廚房趕緊上菜。 

年輕女眷們在，蕭隱不好與他們同桌，便只與陳老夫人一桌，其餘的人另外在側

間用膳。 

陳瑩心事重重，饒是這新鮮野味也沒能吃出多少滋味來，但她盡力的隱藏著，與

陳敏說笑，更是生怕呂氏發現她有什麼不妥，以為她還在為沈溶傷心。 

想到這個人，她動作頓了頓。她在農莊遊玩，也不知沈溶在做什麼呢，他可會去

找叔父？他可能放下這一切？陳瑩輕歎一口氣。 

路途勞頓，這一日也沒有再出門，陳瑩在呂氏住的廂房替她挑選裙衫，「明日去

白鶴湖，娘記得穿這件，娘要是不穿，我就不去的。」 



女兒撒嬌，呂氏笑道：「花裡胡哨的，也不怕為娘穿得不倫不類。」她拿起一件

醬色的夏衫，「這個才差不多呢。」 

「這個才不好！」陳瑩反對，將那衫子拋到遠遠的，「就穿我選的，包管誰都說

好！」 

拿她沒轍，呂氏只得答應。 

走出房門，陳瑩站在庭院裡左看右看，好半晌才悄聲問石燕，「豫王走了沒有？」 

「走了。」石燕道：「老夫人說，粗飯淡飯已經很是失禮，總不能還讓王爺住在

這樣簡陋的地方，便沒有多留王爺，不過奴婢聽說豫王府在雲縣也是有農莊的，

離這兒很近呢。」 

陳瑩閉了閉眼睛，轉身走了。 

 

第二日早上，果然有鳥叫，陳瑩醒過來，透過窗子便見到好些的鳥兒，她還看到

樹上的石榴，一時興起，便讓石燕搬來杌子，摘了好幾個下來，去請安時就送與

陳老夫人他們吃。 

陳佑笑咪咪的道：「姊姊，很甜呢。」 

陳瑩摸摸他的頭，「釣魚的東西可都帶齊了？白鶴湖裡聽說有很多的魚，我們好

好釣，回頭叫廚房烤魚吃，再燉個湯。」 

「好。」陳佑點頭，又與陳彰道：「堂哥，我給你穿魚線。」 

陳彰道：「你等著看，我肯定會把魚簍都釣滿的。」 

「把木桶也釣滿！」 

「吃不完的留到第二天再吃。」 

兩個小傢伙吹起牛來。 

陳老夫人聽了直笑，叮囑呂氏，「就妳一個長輩去，定要看好他們，我是不去釣

魚了，年紀大了，昨日坐個馬車，今兒腰還在酸著，到底是顛不起了。」 

「您好好歇息著吧，兒媳會注意的。」呂氏倒不怕，因為除了陳敏這個小姑娘有

點活潑外，陳彰陳佑都是乖孩子，陳瑩更是好姊姊，肯定也不會鬆懈，反正晌午

就回來了。 

幾個人向陳老夫人告辭，便往白鶴湖而去。 

這湖之所以有這名兒，便是因有許多白鶴成群結隊的過來覓食，他們到的時候，

遠遠就瞧見一大群白鶴，一隻隻的腿都很長，站在淺水邊，只要有人稍稍弄出一

點動靜，便紛紛飛去，在天上盤旋著，十分好看。 

陳佑笑道：「我還是第一次見到白鶴呢，堂哥，我們悄悄走過去，仔細看看！」 

陳彰道好，拉著他的小手，兩個人好像做賊似的，一點不敢發出聲音。 

陳瑩看得噗哧一笑。 

以前陳彰雖然年紀小，但卻很是穩重，現下因為弟弟，好像變得活潑了許多，而

弟弟也因為陳彰，日日都過得很高興。 

她坐在河邊，吩咐下人將釣魚的東西拿出來。 

陳敏沿路採了好些野花，歡喜道：「四處都長滿了，我一隻手都拿不過來。」她



遞到陳瑩面前想給她看，但花香味太濃，陳瑩下意識往後一躲，想到以前被劉雲

珍利用的事，陳敏一下紅了臉，訥訥道：「我、我仔細看過了，沒有薔薇的。」 

陳瑩也有些不好意思，笑著道：「妳不怪我吧？我因許久不用熏香，聞到太香的

味道便不太習慣。」 

「沒什麼，是我不好，將妳嚇到了。」陳敏揚一揚花，「我就是想告訴妳，這裡

的花多，我都沒地方放了。」 

呂氏聽見了，笑道：「敏兒，我給妳編個草籃吧？」 

「您會編嗎？」陳敏驚訝。 

「當然了，我娘什麼都會編！」陳瑩向陳敏炫耀，「尤其是草籃，我娘編得非常

好看，外面賣的比起來可是粗糙多了，不過……」她擔心呂氏，「這裡雖有好些

草，但我怕您傷到手，這些草一不小心就跟刀刃似的。」 

「我慢慢編就是了，等會兒你們釣魚，我也無事可做。」 

石燕在旁邊道：「奴婢給夫人拔草吧。」 

陳瑩這才沒有反對。 

第二十一章 遇襲驚魂記 

等到兩個小傢伙看完白鶴回來，他們就穿了線釣魚了。 

太陽大，一個兩個都躲在樹蔭下，不過釣魚這種事情沒有耐心是不行的，陳敏第

一個撐不住，將魚竿一拋，竟靠在樹幹上打起盹來，陳瑩哭笑不得，回頭朝呂氏

看了看。 

呂氏坐在一棵大樹下，周身放滿了石燕拔的草，她很專心的在編草籃，低垂著頭，

手指好像在跳舞似的。 

這一刻，陳瑩好像看到好幾年前的母親，忍不住心想，要是父親還在世就好了，

母親便不會如此孤單。 

她又轉過頭去，她要多釣幾條魚，讓母親高興高興。 

這一片的湖泊都安靜下來。 

呂氏也不知做了多久，手有些酸，她停下來。 

耳邊忽地傳來石燕的聲音，「夫人，您身邊有隻鹿呢。」 

呂氏驚訝，側頭一看，果然見有一隻鹿在不遠處，牠好像受傷了，腳步不穩，走

一步停三步，血從身上流下來，把沿路的草都沾染了血跡。 

是不是被獵人射中了？呂氏心想，不然怎麼會受傷呢。她站起來往前看，但並沒

有發現人影，眼見鹿朝她這裡走來了，呂氏想看看牠傷得重不重，走近兩步才發

現那鹿竟是鼓著肚子，沉甸甸的。 

那是隻母鹿，雙眼滿是痛苦，忍不住哀鳴。 

呂氏心軟，便想幫牠包紮，誰料這時一支箭破空而來，夾帶著雷霆之聲，猛地飛

到了面前，呂氏嚇得倒退兩步，跌坐在地上，唇中卻急切的發出一聲輕喝。 

那鹿受到警示，後腿一蹬，使出渾身的勁兒蹦到了遠方，轉瞬間便消失不見。 

有個聲音從遠處傳過來，「誰在這裡？」 

呂氏抬起眼看去，只見草叢中有個身穿石青色騎射服的男人走了出來，他生得十



分魁梧，手裡拿著一把鑲了寶石的弓箭。 

見到呂氏，他怔了一怔，片刻之後問：「是妳把鹿嚇跑了嗎？」 

剛才那狀況，呂氏並沒有考慮太多，她只是見那隻鹿可憐，下意識的想救牠，倒

沒想到會惹來這個男人的責備。 

要是她不出聲，那人定會射中母鹿的。 

呂氏訥訥道：「對不住，我是看到鹿受傷……」 

「打獵怎麼會不傷到？妳多事了。」那男人挑眉盯著她。 

呂氏穿著件荔枝紅繡蘭花的夏衫，白綾裙子，烏髮梳成簡單的單螺髻，插一支白

玉簪，她五官本就生得秀美，肌膚又白淨，這讓她看來小了好幾歲。 

男人目光灼熱，呂氏的臉一下紅了，掙扎著想起身，石燕忙去相扶，誰料剛才摔

得狠了，扭到筋，竟是使不出力氣。 

那男人見狀，走近了蹲下道：「妳這樣子，許是要看大夫了。」說著，他竟然伸

出手握住呂氏的胳膊，「我莊上有大夫，最是擅長治妳這種傷，過得兩三日便能

好，我帶妳去。」 

兩人挨得近了，見她眉目如畫，吐氣如蘭，此時因驚懼而眼眸張大，越發顯得楚

楚可憐，倒讓他想起了剛才的那隻鹿。 

這女人身上有種令人愉悅的柔順。 

石燕被嚇到了，用力拉呂氏，想助她脫離那男人的手掌，一邊喝道：「請大人自

重，這是我們陳家的大夫人。」 

「夫人？」那男人怔了怔，他原以為呂氏是姑娘家呢。 

聽到動靜，陳瑩連忙跑過來，厲聲道：「你是誰？放開我娘！」 

那男人更是驚訝了，這女人的女兒竟然那麼大了？！他上下打量陳瑩一眼，眼眸

瞇起來，暗想這母女兩個的容貌真是少見，是不是雲縣人氏？他在京都可沒有聽

說這樣的絕色，只是兩個人的穿著甚是華麗，又不像是縣裡的人家，身邊還帶著

奴婢隨從…… 

陳瑩見他置若罔聞，更是生氣，高聲叫幾個小廝過來，這男人再不鬆手，她就要

命人動手了！ 

就在劍拔弩張時，草叢一動，又有人走出來，他穿著褐色騎射服，頭戴紫金冠，

寬肩窄腰，劍眉星目。 

看著那男人，他淡淡道：「堂舅，那是陳懷安的大嫂，你還不起來嗎？」 

陳瑩驚訝極了，來人竟是蕭隱，他叫那人堂舅…… 

高綸抬起頭，看出蕭隱眸中的警告，又聽見陳懷安，下意識就放開手，站起來道：

「原來是陳大夫人，失禮了。」 

陳瑩奔到呂氏身邊，著急的道：「娘，您傷到哪裡了？」 

她釣魚太過專心，剛才又有一條魚上鉤，竟是絲毫沒有注意到這裡發生了什麼

事，直到聽見石燕的叫聲才趕過來。 

「夫人摔了一跤。」石燕道：「恐怕是扭到了。」 

「無妨。」呂氏怕女兒擔心，忍住痛道：「只是小傷，躺幾日就好了。桂蘭，妳



跟石燕一起來扶我，我們回去吧。」她真有些怕剛才那個男人。 

兩個奴婢將她扶起來，陳瑩跟在後面。 

聽說呂氏受傷了，陳佑幾個也圍過來了。 

陳敏熟悉此地，說道：「縣裡有個懷雲醫館，去年我來玩，不小心被林子裡的毒

刺劃傷，就是去那裡看好的，有個金大夫是很厲害的跌打大夫。」 

「那我們現在就過去吧。」陳瑩怕耽擱了有危險，對陳敏道：「妳引路。」又吩

咐帶來的小廝，「你們送少爺回去，順帶告知祖母此事。」 

陳佑不肯，「我也要去！」 

呂氏柔聲道：「聽你姊姊的，回莊上去，同彰兒去見祖母，省得我們都沒回去，

她老人家著急。」 

母親開口說了，陳佑只得答應。 

見弟弟們走了，陳瑩轉身也要離開，卻見蕭隱還立在那裡，他手裡也有一把長弓，

烏沉沉的。想到他剛才喝止那男人，陳瑩猶豫了下，不知該不會同他說話。 

蕭隱忽道：「妳想過此去縣裡要走多久嗎？從這裡出去都是小路，車馬不能通行。」 

呂氏即便有兩個丫鬟扶著，也還是需要用一隻腳的，在泥地上未必好走，更何況

還有那麼大的太陽。陳瑩被他一說，也發現了這個問題，頓時為難起來。 

蕭隱目光落在她髮上，見她還戴著昨日他送還的簪子，嘴角不由挑了挑，心想她

戴的時候也不知可會想起自己？ 

「我這裡有軟轎。」蕭隱朝高綸道：「堂舅，你先回去吧。」 

高綸是蕭隱母親高氏的堂弟，出身將門，曾是蕭隱父親麾下的猛將，後來被封為

榮安伯，聽說蕭隱也來農莊，今日便是邀他一起出來打獵的。 

他聞言笑道：「剛才既是我驚擾到夫人，便該將功贖罪，隨行保護，再說我們等

會兒還可以繼續打獵的。」 

可陳瑩怎麼肯，她斜睨高綸一眼，眸色不善。 

高綸心想，這小姑娘還在記恨呢！ 

「我恐怕沒有時間再打獵了。」蕭隱卻一口回絕。 

高綸的神色有些尷尬。 

比起蕭老將軍，蕭隱青出於藍，十六歲便能領十萬大軍，二十歲時更是所向披靡，

常年在軍中，性子越發冷硬，藏著刀刃似的。自己雖是他堂舅，也不過得個稱呼，

蕭隱眼裡又哪裡真的有他了？今次也是自己主動相請，不然這個外甥只怕都不會

來見他一見。 

高綸摸摸鼻子，「也罷。」 

他轉身離開，臨走時又看了呂氏一眼，她半靠在婢女的肩頭，柔弱得好像一朵彎

下枝頭的玉蘭花，讓人忍不住想折下來。 

這個女人，比他見過的都好看！ 

高綸低頭與小廝說了幾句，接著便走遠了。 

剛才還如此強硬的男人，卻因蕭隱一句話就放棄了，陳瑩心想，這豫王不愧是橫

行霸道的主兒，世上恐怕也只有宮中那兩位還有蕭姑娘才能說他幾句吧？這種



人，做他的敵人真是危險。 

她正想著，看到有小廝抬來軟轎，原是想拒絕的，但卻改變了主意。一來是母親

若要走到縣裡，怕傷得更重，二來是蕭隱既然出於好意，她沒必要得罪，不然憑

他的個性，只怕硬是要跟著去醫館的，她難道還能趕走他不成？反正這種舉手之

勞，還人情容易。 

陳瑩將母親扶上軟轎，讓小廝抬去醫館，同時朝蕭隱道謝，「我們今日釣得幾尾

魚，王爺若不嫌棄，便來莊裡用一頓午膳吧。」 

吃了便兩清，誰也不欠誰。 

蕭隱挑眉問：「是妳釣的還是別人釣的？」 

陳瑩奇怪，「有什麼不同嗎，都是魚兒。」 

「本王只吃妳的。」 

陳瑩一下紅了臉，她沒有想到蕭隱會突然說出這種話！難得的，她竟露出了一絲

羞怯。 

蕭隱笑了起來，「妳到底釣了幾條？」 

「五條。」陳瑩走開了些，她只是不想與蕭隱為敵，不想再惹怒他，可不是說要

同他親近了。 

然而她往右走，蕭隱也往右走，窄窄一條泥路，怎麼容得下兩人並行，陳瑩一個

沒注意，差點從田埂上滑下去。 

蕭隱拉住她，「妳是螃蟹嗎，總橫著走？」 

真是惡人先告狀！不是他，她怎麼會被擠下去？陳瑩咬咬嘴唇，站穩了。 

「多謝王爺相扶，這條路是不好走，王爺也請小心呢，我去前面看看我娘。」她

不打算再同他說話了，便暗示的說著。 

可蕭隱不放手，他寬大的手掌握住她的手指，像陽光封在裡面般灼熱。 

陳瑩感覺自己好像出了汗，想到那汗水通過肌膚，沾染到他的掌心，她臉頰更紅

了，輕聲道：「王爺，會被人看見……」 

他垂眸瞧她，眸中有戲謔之色。 

陳瑩抬起頭，看到他髮上的紫金冠閃閃發亮，忽然有些無力之感。 

蕭隱貴為王爺，家世顯赫，又有勇有謀，年紀輕輕手握重兵，這樣的男人，嫁給

他定是富貴兩得，她再也不用擔心母親與弟弟的將來，然而憑著她的身分能嫁

嗎？蕭隱又真的喜歡她嗎？他也許只是一時興起想與她糾纏罷了，但這種糾纏卻

不是她能消受得起的，只怕稍不小心又要深陷泥潭了。 

她正待相求，卻見蕭隱的臉色忽地變得十分嚴肅，疑惑間，只聽耳邊嗡嗡作響，

也不知從哪裡竟飛來數枚暗器，好像夏日裡的螢蟲，直衝過來。 

錯愕間，她被蕭隱用力拉到懷裡，額頭撞到他堅硬的胸口，她疼得沒有辦法思考，

只覺自己好像在原地打轉，周身是叮叮噹噹清脆的聲響，勉強抬起眼，瞧見他手

裡擎著一把鋒利的長劍，如靈蛇般遊動。 

光芒交織成盾，腳邊落了一地的暗器。 

是遇到偷襲了嗎？她明白過來，差點驚呼，慌亂間臉頰一痛，有什麼東西擦著過



去，沿著那方向猛地嵌入了蕭隱的左肩，只見血瞬間在他衣服上開了花。 

「你受傷了！」她叫道。 

蕭隱沒理會，沉聲道：「速速去搜，本王活要見人，死要見屍！」 

陳瑩才發現周圍出現了好些護衛，他們得了令，飛奔而出。 

「你肩頭……」陳瑩提醒他。 

蕭隱見她潔白的臉上被劃出了一道血痕，竟是不知，還光顧著他的傷，倒是有些

意外，他從袖中拿出玉瓶倒了一顆藥，捏住陳瑩的下頷道：「吞下去！」 

陳瑩嚇一跳，她哪知這是什麼藥，怎麼敢吃。 

蕭隱道：「難道要本王餵妳不成？吃下去。」 

他的臉貼近過來，兩人唇不過距離幾寸，陳瑩方寸大亂，真怕他強行吻下來，只

好把藥吃了，可心裡有火，她瞪著蕭隱，「你到底給我吃什麼了，你是想毒死我？」 

他輕嗤一聲，手指輕撫下她的臉頰，擦去血跡，「妳受傷了，不知道嗎？這暗器

可能有毒。」 

陳瑩吃驚得說不出話來。 

蕭隱拿出一顆藥丸，自己也吞了下去。 

看他這麼的冷靜熟練，他是不是已經經歷過無數回的刺殺了？ 

「是誰要殺你？」陳瑩好奇。 

「想殺本王的人多如牛毛……」蕭隱瞄她一眼，「好比蔣震申。」 

「那不是沒有王法了！」 

「王法可不是誰都會遵守的，妳還不知道嗎？」 

陳瑩抿住了唇。她是領教過了，不管是蔣震申還是劉雲珍，他們顯然是不把王法

放在眼裡的，還有眼前這個人也一樣。她輕輕撇了撇唇，「王爺又何嘗不是？」 

蕭隱挑眉，伸手將肩頭的暗器拔出來。 

剛才那一幕，著實都嚇到了眾人，暗器雖然不是衝著他們來的，但沒有誰有那麼

大的膽子，彩雲石燕甚至都滾到了麥田裡，爬起來時滿身泥濘。 

陳敏與呂氏在最前面還好一些，她蹬蹬蹬的跑過來，「堂姊，妳沒有事情吧？大

伯母都要著急死了，讓我過來看看！」說話間看到陳瑩臉上的血，叫道，「堂姊，

妳受傷了？妳還有哪裡傷到了嗎？走，我們快些去看大夫！」 

陳瑩怕母親擔心，連忙往前走，只是走得幾步又回過頭來。 

見她看自己，蕭隱調侃道：「難道妳是在擔心本王嗎？」 

誰擔心他了！陳瑩臉一紅，轉身走了，但她不能忘記剛才暗器射來的時候，是他

將她護了周全的，若沒有他，只怕自己會被射成了篩子。 

不過轉念一想，要不是蕭隱，她也不會被牽連，那些人可是衝著他來的，他又拉

住她不放，不然她可能早就走遠了，興許臉都不會破呢，還管他做什麼！她朝母

親快步走去。 

看到女兒，呂氏鬆了口氣，只是見到她臉傷了，又心痛不已。 

「傷口很淺，沒兩日就好了。」陳瑩笑著道：「娘，我們先給妳治傷吧。」她吩

咐小廝快些抬轎，離開這危險之地。 



呂氏摔得不嚴重，就是小腿的筋扭著了，金大夫開了藥酒，讓陳瑩每日幫呂氏揉

幾次便好了，至於陳瑩臉上的傷，大夫都沒有管，只讓她不要去撓。 

幾人很快就回了農莊。 

剛才田埂上出了這種事，弄出兩撥人打起來，已經在附近傳得沸沸揚揚的，陳老

夫人也知道了，見到他們便忙問道：「真有人偷襲豫王嗎？」 

陳敏搶著道：「是啊，祖母您是沒瞧見，那暗器好像蝗蟲似的飛來飛去，把我都

嚇傻了，幸好王爺好身手，不然堂姊就要遭殃了！」她還發現一樁祕密，「原來

王爺平日裡帶了好些護衛的，只是藏著看不見，那些人也真厲害，怎麼鑽到空子

的？」 

陳老夫人聽得驚險，輕吁一口氣道：「說起偷襲，京都都出過好幾回了，王家的

老爺子回鄉探親便是死在路上，還有以前的吏部尚書，聽說被人發現的時候便是

有一把飛劍……」釘在喉頭。但這事太過嚇人了，想到幾個孫女孫兒還小，陳老

夫人便收了口，「這些事情，還是不說了。」 

吊胃口可不好，陳敏叫道：「祖母，我還想聽呢。」 

「聽什麼，快回屋裡洗洗吧，瞧妳們一個個出去一趟都跟泥猴似的。」陳老夫人

催促。 

陳敏只能噘著嘴不情不願的告辭。 

老夫人留下呂氏說話。 

「妳傷得重不重？要是嚴重，這幾日就不要起來了，反正幾個孩子都聽瑩瑩的

話，他們要去遊玩，也不會有什麼大問題。」 

「不嚴重。」呂氏低頭道：「說是很快就好的。」 

她穿著這一身裙衫，真是像個姑娘家，想到小廝回來稟告的話，陳老夫人淡淡道：

「聽說你們遇到豫王的堂舅了？」 

想到那男人握在手臂上的力度，呂氏臉色略有些發白，她輕聲道：「是。」 

三十來歲的女人了，還是沒有一點婦人的精明氣質，仍如以前那般的柔弱，陳老

夫人眉頭擰了擰，心想呂氏便是這副樣子，才讓大兒子像丟了魂一樣的著迷。這

回出去，又勾得榮安伯對她動手動腳，幸好沒有被外人看見，不然傳出去像什麼

樣子？ 

這榮安伯也是，沒個體統，難道還想納兩個孩子的娘做妾不成？！ 

陳老夫人道：「妳好好養著吧，沒事兒別出門了。」 

呂氏點點頭。 

陳老夫人端起涼茶喝了一口，沉吟片刻後問道：「打起來的時候，瑩瑩是跟豫王

在一起嗎，我聽小廝說，他們兩個一直走在後面，肩並肩的。這豫王……你們以

前應該不認識吧？」 

呂氏搖頭，「從來沒有聽說過。」 

浮山這種地方，最大的官兒就是知府了，哪裡會有王爺來。 

以前沒有交情，光是見過一兩回面，這豫王就看上自家孫女了嗎？不只蕭姑娘請

了人去王府，他又來家裡的農莊……陳老夫人暗自嘖嘖兩聲，心想這大孫女兒命



貴啊，先是靖甯侯府，後是豫王府，一家高過一家，指不定真有可能做上王妃呢！ 

她越想越是喜上眉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