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如果有來世 

姚淑芳不想見安西侯世子。 

不要說安西侯世子孫良就是她丈夫，何為丈夫？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小

丈夫兢兢業業為家，大丈夫頂天立地為國，安西侯世子孫良，姚淑芳真說不出自

己這個丈夫算小丈夫還是大丈夫。 

孫家祖先三代以上是大周的開國功臣，孫良的曾曾曾祖父因幫著大周開國皇帝周

友順開疆拓土，被位列開國十大功臣，開國皇帝周友順賜孫家這位曾曾曾祖父一

等安西侯的爵位，孫家從此光耀門楣，成為京城雍州的豪門新貴。 

但是經過開國皇帝周友順之後的三代帝王，卻在皇權的新舊交替中對這些新貴的

世家大族存有功高震主、可能撼動皇權的危機與不安中，將雍州城裡十之五六的

功臣用種種手段給滅了。 

別說剩下的這三四成功臣都有了兔死狐悲的恐懼，按說哪一家家主都是帶領家族

活下去且還要活得有滋有味的那個人，但在這種大環境的壓抑下，卻只能帶著族

人夾起尾巴做人，說起來是低調得不能再低調了，不為別個，就為子孫後代著想，

那是十二萬分地不能再在當朝的帝王面前刷自己以及家族的存在感了，要不然，

你和你的家族但凡有一點過失，可是有幾顆腦袋夠皇帝砍的？ 

安西侯府恰好就是處於現在這種情況，爵位還是那個爵位，但世襲到孫良的父親

這一代，也就只剩這個爵位了，孫良作為孫家的子子孫孫之一，在雍州京城完全

沒有先人的那點張揚之氣，而是文文弱弱，比書香門第清流之家的後代還要讓人

感慨。 

這也就罷了，但他娶的卻是淮南知府姚家駒的嫡女姚淑芳。 

姚淑芳一聲歎息，緊接著心情沉悶，站在窗前望著窗外景色不說話。 

姚淑芳的父親姚家駒在家排行老四，時任淮南知府，是姚家老太爺姚廣信和姚老

太太董氏親生的嫡次子，和姚家長子姚家遠是屬於嫡系，其他兩個兒子都是姚廣

信的兩個老妾生的，自然了，當初生下這兩個庶子的時候是如花一般的年紀，姿

色不容疏忽，當時為這兩個妾室以及她們所生的幾個庶子，姚老太太和姚廣信著

實鬧了兩三年的冷戰，到了後來，也是姚老太太自己想通了，對待姚廣信的兩個

妾室和他們的孩子不苛待也不熱情，只對姚廣信一人禮遇有加，姚廣信心裡對老

妻還是很有感情的，董氏這麼對他，他也是忍了，這麼多年下來，姚廣信對這個

髮妻只有尊重。 

姚廣信是上一任的吏部左侍郎，眼看再有一步就能晉升吏部尚書之位，吏部尚書

在朝堂上被稱為天官，沒有簡在帝心的能力與手段，這個天官著實不那麼好做，

姚廣信在次年的老尚書病死之後經過角逐，成功晉升，可見得姚廣信的能力出眾。 

但風雲變換也就不到一年的時間，有人查出姚廣信的二兒子也就是庶子姚家龍在

甘州任上收受賄賂，被御史彈劾，這下好了，子不教父之過，姚廣信被二兒子姚

家龍牽連，感覺愧對皇帝信任，自行上了摺子，請求致仕。 

皇帝大筆一揮，准奏，可見對姚廣信有多失望，「姚廣信簡在帝心」在世家豪門

眼裡就成了一句笑話。 



姚廣信失了帝寵，頂著一張灰白老臉回到府中，又讓家中僕從摘了尚書府的門

匾，換上姚府的牌子。 

其實當時還有長子姚家遠在戶部任員外郎，二兒子姚家龍遠在甘州做知府，目下

已被收押在監，三兒子姚家明在家管理庶務暫時不提，四兒子姚家駒還在淮南任

知府，除了尚書府的牌匾，姚廣信哪怕將四子姚家駒四品知府的牌匾掛上也不為

過，可惜，姚廣信不能，為什麼？因為四品的知府在京城這個地方還不足以在家

門上有掛牌匾的資格，姚家遠那五品的員外郎就更不用說了！ 

姚家龍不久便被皇帝摘官免職，發配西北瓜州，說是發配，但瓜州離著甘州卻並

不太遠，這發配兩字就讓人很有遐想，姚家二房頃刻就成了姚府一門的禍星。 

但是禍星是走了，留給姚家的事兒還沒完，姚廣信致仕在家沒一個月，有人彈劾

他在尚書位上賣官鬻爵。天官都做出這樣的事啦，皇帝能不生氣嗎？皇帝很憤

怒，一氣之下著大理寺徹查，這一查還真是確有其事，當時那個買官的人還沒在

位置上坐熱，就被皇帝手指一揮，哢嚓了，姚家也被皇帝一夜間滿門抄斬！ 

這件事，怎麼看怎麼都透著一股子陰謀的味道，姚廣信是什麼人？天官！天官就

是任免調查大周官吏人事的官，能犯這樣低級的錯誤嗎？但皇帝的御案上擺著的

摺子裡可是有憑有據，姚廣信心裡跟明鏡似的，眼一閉，什麼都不用說了。 

君叫臣死，臣不能不死。想想這麼多年，姚廣信一心為皇帝鞠躬盡瘁，到頭來仍

逃不過一個被滅門的結局，被自己掏出心侍奉的人這樣對待自己，姚廣信當時心

灰意冷，只求速死。 

當然了，姚廣信都活不了了，姚家其他人還有活路嗎？ 

姚家出了這件事後，作為孫輩的四房嫡女姚淑芳在安西侯府的日子就不好過了。 

孫良的父親還沒說什麼，但是，孫夫人對待姚淑芳的態度那是轉了一百八十個

彎，翻臉比翻書還快，再沒有之前的藹然與和氣了，從前看著姚淑芳順眼的如今

都變成了礙眼。 

孫夫人不知聽了什麼人教唆，還將身邊兩個大丫鬟塞進了兒子的房裡，不但塞

了，間隔兩天還親自看著兒子在這兩個妾室的房裡熄了燈，這才得意甘休。人生

現實就是這樣殘酷，沒有天災人禍，那是你好我好大家好，還因為姚淑芳的祖父

是一部尚書的原因，現在姚廣信有這樣的結局，孫夫人的嘴臉就有些不好看了，

對待進門三年也沒有生下一子半女的媳婦，什麼理由搪塞不過？ 

孫夫人以為自己這樣做，姚淑芳會上演一哭二鬧三上吊的潑婦戲碼，力求自己能

在安西侯府不要失了原有的地位，彼時，侯府上上下下幸災樂禍者有之，落井下

石者有之，背叛誣陷者有之，冷眼旁觀者亦有之。 

這還不算，孫夫人專門派了自己的心腹嬤嬤去敲打姚淑芳，誰知姚淑芳關上院

門，任憑孫夫人的心腹嬤嬤在門外如何敲打，恁是聽若未聞的一覺睡到天亮。 

孫夫人的心腹嬤嬤連姚淑芳的院門都沒有進去，要知道這院子除了原來伺候過孫

良的兩個丫鬟，其他的都是姚淑芳帶過去的陪房，因此當孫夫人撕破臉要作踐姚

淑芳，姚淑芳哪裡又會任人宰割？尚書府裡出來的姑娘，就是沒有運氣，還有幾

分傲骨不是？！ 



孫夫人因此越發覺得姚淑芳之前的賢良都是裝出來的，攛掇著孫良在兩個妾室的

屋子裡流連忘返，故意冷落姚淑芳。 

姚淑芳本來是開朗的性子，之前的孫良就是在她無所出時也沒有像如今這樣冷

淡，因此她一直打心底裡覺得自己和孫良也能舉案齊眉，恩愛白頭，共生死、同

進退呢，在沒有經歷過娘家這樣的大禍時，姚淑芳也未曾想到之前溫情脈脈的丈

夫會變了性情。 

孫良對孫夫人不敢違逆，對姚淑芳也失了以前的溫情，不久兩個妾室一前一後懷

了身孕，那兩個妾室頃刻就驕傲起來，擺了臉色給姚淑芳看。 

姚淑芳冷眼瞅著安西侯府這一家子，再看著站在自己面前兩個環肥燕瘦的玲瓏人

兒，沒有什麼表情地道：「好好兒伺候妳們世子爺！」 

兩個妾室沒想到世子夫人如此淡定，互相看看，一時語塞，之前所準備的手段都

沒有使出來，不過得意忘形是免不掉的。 

孫良是個謙謙君子，對妾室說不出一個「不」字，何況他這樣溫柔和順的人，也

應該有紅袖添香這樣美好的風情襯托。 

孫夫人手段強勢，姚淑芳心知肚明，可是孫良這樣，姚淑芳的心就猶如被人丟進

寒潭，再也焐不熱了，而這樣勢利的安西侯府，當初娘家的人包括自己怎麼就沒

有看透？再加上出了落梅那檔事，心冷了的女人自然也不會對這個侯府有什麼留

戀，東西一收就住到自己的莊子去了。 

姚淑芳思緒飄遠不說話，可就急壞了站在身邊伺候她的迎春，迎春自從跟著她進

了安西侯府，殷勤笑意地伺候不說，連那張之前還有些青澀的小臉也越發生出嫵

媚來，她皺眉道：「世子夫人，世子爺還在莊子外面候著呢！要是等不到妳，怕

是就會一直這樣不走。夫人忘了嗎？先前在侯府裡的時候，世子爺就站在院門外

進不了門，一次兩次的被苗家太太和苗姑娘知道，在侯爺夫人面前不知嚼了多少

舌根。」 

迎春說的人是暫居安西侯府的孫夫人的手帕交赫慧蘭，和她的女兒苗蕊芯。 

這母女兩個不知給孫夫人灌了什麼迷魂湯，竟然容她們在府裡住了好多年，就連

安西侯孫照祥和孫良也是聽之任之。苗蕊芯對孫良的那點心思，只要不是傻子都

能看的出來！以往大概是孫夫人顧忌姚家這才沒有動作，現如今…… 

姚淑芳看著迎春，眼神清澈如水，無波無瀾，語氣淡然道：「妳的意思是我得見

一見世子？不然，會被莊子外頭的人嚼舌根？」 

這莊子裡做活的人和外面的農戶都是有牽扯的，是親戚套著親戚的，裡面什麼

樣，難道能瞞得過去？姚淑芳笑容淡淡的，這件事本也不必瞞。 

迎春苦著臉道：「世子夫人！」 

迎春真是說得夠多了，姚淑芳也不是那樣不通情理的人，還記得剛進侯府時，對

侯府的情況一概不知，都是兩眼一抹黑，什麼都不知道，彼時，她對長輩恭順謙

讓，對同輩和善友好，就是對暫居侯府的赫慧蘭與苗蕊芯母女也是真心相待，可

是結果呢？她們當自己是軟柿子，使勁地捏，捏了還不算，還要合著孫夫人一起

打壓她。 



而孫良那時候是怎麼說的？ 

想到這裡，姚淑芳自嘲一笑道：「侯府縱使光鮮，可是世子是天生的溫順人，妳

看我不就被溫順地驅逐到自己的莊子裡來過日子了？誰知躲也躲不過，罷了，妳

既然這麼說，索性見面說清楚，省得以後糾纏在侯爺夫人和赫氏母女兩個中間，

兩廂裡增厭。妳去讓人將世子爺請到清幽小築裡，我稍後就去。」 

迎春暗自鬆了一口氣，道：「聽世子夫人的！」 

見迎春離開，姚淑芳搖搖頭，抿嘴淺笑，眼裡更是看不出一絲波瀾。 

迎春邁著小碎步急急走出門去，春杏從裡屋出來，看了眼迎春離開的背影，轉身

在姚淑芳的肩膀上搭了件淡藍披紗。 

「世子夫人，迎春這是胳膊肘朝外拐，明明世子夫人是被侯爺夫人逼到自己的嫁

妝莊子裡的。再說，世子定是聽信赫氏母女倆的話，在侯爺夫人面前又受了責備，

這是來問罪了，哪是要好好和世子夫人說話的，她這樣急吼吼地催妳去見世子

爺，不是我說，夫人不去也罷！」還有那兩個妾室，都不是什麼好東西！春杏氣

惱迎春，知道她那點小心思，又不能在自家姑娘面前說出來，因此只能繞著彎子

說。 

姚淑芳拍拍春杏的手道：「我知道，去了也沒什麼可說的，有迎春陪著我，妳就

別去了，給我做一碗蛋羹，等我回來吃。」 

做了三年的夫妻，走到今天這一步，要說心裡不難受那是假的，可偏偏這婚姻是

結兩姓之好，可不單單是兩個人之間的事，姚家和孫家沒有一方敗落，那自然是

好上加好，一旦出事，以往的情分立時不見蹤影，夫妻間大難臨頭各自飛的事也

不是沒有，多現實啊！ 

春杏道：「是！」 

她擔心姚淑芳和孫良見面沒個好結果，這也是之前見過幾回了，每一次世子爺都

說些「妳得多擔待，妳是侯府以後的當家主母，誰能越過妳去」之類的話，到了

後來，世子的心不再落在自家姑娘身上，反而和苗蕊芯眉來眼去，再加上侯爺夫

人塞給世子的兩個妾室，也就更加讓自家的姑娘冷了性子。 

春杏越想越擔心，還是說道：「還是奴婢跟著妳去吧，誰知道世子爺又會說什麼？」 

姚淑芳道：「不用！」總不會有比孫良的無情更差的事了。 

就算是孫夫人打著什麼算盤，赫慧蘭和苗蕊芯不肯離開安西侯府是有什麼打算，

但伸出五個手指頭，數都數得著！姚淑芳伸出手指瞧了瞧，慢慢拈了拈手指。 

 

清幽小築占了莊子裡四畝多地，獨居的一個小院，裡面建了兩間廳堂，後面三間

的正屋帶了兩個耳房，正屋後面挖了十畝大的水塘，小築後門架了一排木板在水

塘邊緣，此地涼風習習，波水蕩漾，夏日裡避暑，再好不過。 

這也是嫁進侯府三年到自家出事這個階段，姚淑芳看著侯府的形勢不對，暗裡打

發自己的陪房在陪嫁莊子裡選了這處新建的，現在這不就用上了，現今正是夏

天，清幽小築三面都是綠茵遍地，再遠就是麥浪盈盈，麥花點點，過一個月就是

秋收的時候，那時，又是梨樹碩果累累，倘若親手從樹上摘下一個，輕咬一口，



則會滿口汁水，清甜涼爽，十分解渴。 

姚淑芳自來到這座陪嫁莊子後，十天裡有三天就在小築裡待著。 

此刻姚淑芳信步悠然，遠遠地就看到孫良站在清幽小築的水塘邊上，正對著門廳

的那一身蔥白長衫迎風飄逸，修竹般的身材挺秀雅致，沒有玉樹臨風，但也差不

了多少了，自然，有這樣的身材，長得也是清秀俊雅，姚淑芳得承認，剛見面的

時候他還是讓自己很動心的。 

孫良可沒有姚淑芳這樣好的心情，想到臨來之時，孫夫人皺著眉頭對他說：「你

這媳婦如今是越發不把這裡當家了，做婆婆的說上一句半句就甩手走人，你問問

這滿京城的豪門世家，哪一家的媳婦是這樣對待婆婆的？我就說蕊芯怎麼見她跟

見虎一樣，本來利索的人都變得畏畏縮縮的了。」 

孫良一張俊臉漲得通紅，孫夫人說這話的時候，孫夫人的手帕交赫慧蘭就在一邊

坐著，孫良心裡有些埋怨孫夫人，這樣的家事怎麼可以當著外人的面說，而且這

人不是別人，是苗妹妹的母親。 

雖然他心裡如此想，但是面上還是小心道：「娘不要生氣，娘子家裡出了那樣的

事，她心裡也不好受，她就是性子耿直，不會軟和說話，但做事也沒有太出格，

這一次也是我……也是我傷她太厲害了，要不我這就接她回來！」 

孫夫人白了孫良一眼，孫良這話她不能認同，到了現在孫良心裡還對姚淑芳不能

忘情，是她以前對姚淑芳太過相信，不知道她背後是怎麼教唆兒子的，才讓他敢

這樣對母親說話，替她辯白，這不是忤逆是什麼？！ 

她轉頭對赫慧蘭道：「妳說這孩子怎麼這麼實誠，這媳婦都離家出走了還替她辯

白，我這生了兒子有什麼用！以前都沒發現是姚氏會裝，這都是我的過錯，竟然

教得兒子沒有孝道，這樣傷風敗俗的媳婦哪家會有？」 

孫良急忙道：「並不是這樣的，是娘想岔了！」 

赫慧蘭給孫良使了眼色，又對孫夫人道：「自己兒子，姊姊還不知道是啥性情？

況且世子也是我們看著長大的，怎麼會忤逆姊姊，也就是說過頭了一點，心底是

好的，要不然也不會替淑芳說這些話了！」 

赫慧蘭很會察言觀色，尤其自己死了丈夫，被夫家人設計讓她再嫁，預謀要奪走

家財時，是自己這個手帕交出手救了她和女兒，如今住在安西侯府幾年，早將安

西侯府當成自己的家一樣，自然說話做事都要小心，既不能得罪孫夫人，也不能

讓孫良不待見。除了孫夫人這個手帕交不說，以後她們母女要是還想在安西侯府

住下去，這孫良更是萬萬不能得罪的。 

孫夫人心裡舒服多了，這才有些恨鐵不成鋼地對孫良道：「什麼你傷她太深了，

成婚三年，我們一家對她怎麼樣，她心裡不清楚？就差供著當祖宗供著了，就這

樣她連個蛋也生不出，我要再不出手幫你，你還不得被她捏在手心裡！你好好想

想，這個家以後還得你來支撐，我和你爹有什麼呢？就一個爵位，其他什麼都沒

有，再過個一代兩代的，這爵位……哎！你要明白，咱們府裡可不能再出岔子了，

要不然，這雍州哪還有我們的活路。 

「她喜歡在她那破莊子裡過活，就讓她過好了，誰能管得了，她不著家，這府裡



現今沒有她眷戀的人和物，就是你也沒讓她放在眼裡。你這一去，擺明了她尾巴

就會越發翹起，以後看你怎麼壓服得住。咱們也不說姚家滿門凋零的話，先前有

些事是由著她做，現今再這樣下去，京城世家不說姚家女家教不嚴，便是說我們

侯府沒本事，就連一個媳婦都調教不過來，也罷，蕊芯和你青梅竹馬，知根知底

的，不如就讓蕊芯做你的平妻。這也是沒辦法的事，在大周活了多少年，還沒聽

說哪家娶平妻的，可有什麼辦法，做妻子的不承擔自己應負的責任，那就不如讓

賢吧！」 

赫慧蘭聽到孫夫人如此說，真是心裡竊喜，可就等著這一句話呢！偷眼望了望孫

良，抿著嘴，憋著笑意，可就是憋不住了，又害怕被眼前這娘倆看出來，趕忙拿

起手絹兒掩著嘴角，將自己的得意藏起來。 

孫夫人沒有說出的則是，皇帝這樣對付姚家，安西侯府不能不有所表示！她心

道：「姚淑芳，不是孫家不想容妳，是皇帝不容妳！」她想著侯爺悄悄給自己說

過朝廷裡暗流湧動，對待姚家這一家，皇帝那是毫不留情啊！ 

孫良一臉愕然，雖然娘親這麼說，可是落井下石更加會被京城世家看不起！姚家

被皇帝滅門這是姚家的錯，可安西侯府這樣自掃門前雪的作為傳出去……孫良光

想想就覺得脊背一陣寒顫。但孫良是個大孝子，心裡就是有這樣那樣的疑慮，但

是自己母親都說得這樣明白了，也只是愕然一下就答應了。 

再說苗蕊芯也是個可憐的人，早早沒了爹，跟著她娘投奔到安西侯府，這些年對

自己也是恭恭敬敬、仰慕小意，若說自己對她沒那麼點意思，也是不可能。 

心中思緒如潮，再看著這由遠而近走來的女子，她的輪廓慢慢在孫良的眼前清晰

起來，貌如春花，眼如秋水，婆娑婀娜美不勝收，孫良不由得有些得意，這樣恬

靜中帶著安寧的女子猶如空谷幽蘭，初嫁時一如含苞待放的花蕾，如今三年的光

陰過去了，讓她彷彿怒放的蘭花，已經不能讓人忽視她的美了，就是作為她丈夫

的自己都要時時刻刻回味她的美好！想到要對她做的事，孫良心裡覺得可惜，並

且有幾分不忍。 

孫良道：「妳終於肯來見我了？」 

走近的姚淑芳看到孫良眼裡複雜的神色，淡淡道：「世子今日怎麼有空？是侯府

有什麼需要我做的？」 

孫良被她太過平靜的眼睛看過來，不由臉色一紅道：「我來接妳的，淑芳，妳在

這裡住著終歸不是個事，就是母親說妳做得不好，妳改了就是，這麼半年的時間

已經夠久了，我在侯府也孤單，妳看，姚家出事也不是我們侯府的錯，妳這樣只

會讓外人以為妳是在侯府裡受了委屈！」 

都稱呼姚家而不是岳家了，姚淑芳諷刺地勾起嘴角。她抬起眼來，看著孫良道：

「世子能說我沒受委屈嗎？再說你有什麼不好過的，等到了深秋，你的妾室會為

你生下兒子女兒，到時候美妾嬌兒，一家其樂融融，不是你想要的嗎？我到陪嫁

莊子來住就是我的錯了？我騰出地方給你們還嫌我走得不夠遠，那要怎麼樣？」 

姚淑芳發現孫良在聽到美妾嬌兒的時候，臉上生出一抹紅暈，看起來更加讓白皙

的臉色猶如桃花，心裡一時疑惑，不由問：「你是有事來和我說？」 



孫良猝不及防，要娶平妻這事怎麼看也太過了，不過仔細想想，往常他是沒有這

個膽子的，現在卻不一樣了，堂堂的安西侯府世子，怎麼能怕一個失了娘家依靠

的妻子？！都是心裡愛重過頭了，倒失了自己丈夫的尊嚴。 

孫良道：「妳不在府中，家裡的許多事都要母親來操勞，母親上了年紀，最近都

有些疲憊，既然妳不願回府，母親說……說……說蕊芯是個不錯的，希望妳能答

應她做我的平妻！」 

姚淑芳猛地一窒，壓抑著心裡的悲憤道：「那麼你呢？你也是願意的吧？勞駕你

在莊子外等了這麼久，原來你的耐心是因為你要娶新人了嗎？！也罷，誰讓我姚

家滿門遭了這樣的禍事，如今虎落平陽被犬欺，你要娶誰都不關我的事了，以後

侯府我也不會再回去，就當我死了就好！」 

孫良的臉色漲紅，「妳不回去，還要說出這樣的話，都是誰造成的？府裡誰也沒

說姚家出了事就是妳的錯，妳為何要這樣想別人！」他看到姚淑芳轉身要離開的

樣子，想想這些日子在府外遭受別人的白眼，心裡悶著一口氣，突然跨出幾步出

手拉住她的胳膊，冷著聲道：「既然這樣，妳現在就跟我回去，我就是娶蕊芯也

要妳守在一邊，不要以為我不能把妳怎麼樣，妳就是死也要死在我的屋裡！莫不

是妳心裡還有別人？到了現在妳還看不清自己的處境，還自己以為是吏部尚書家

的千金？」 

姚淑芳本來要走的腳步被孫良拉扯，聽到他的這番話，腳步一頓，心中似有許多

不平與傷感，心裡像被人捅了一刀又在心上攪了一攪，血肉模糊的疼到了骨子

裡。她和孫良也是肌膚相親了三年，之前她將一顆少女心全掛在孫良的身上，如

今卻被這些話打碎了她的癡念，她以為縱然侯府對自己娘家失勢失了之前那份熱

情，可孫良怎麼說也是自己的丈夫，那樣君子般溫潤耀玉的人，對她怎麼也會有

一份堅持，沒想到孫良也免不了世俗之態，他也不是她心底裡的耀月…… 

姚淑芳轉過身，神情肅然道：「孫良，不要以己之身度他人，即便你在我娘家失

勢之後納妾，安西侯府入不敷出，用我的嫁妝銀子養著赫慧蘭和苗蕊芯這樣的外

人以及你家的一眾老小，我都沒說什麼，難道你覺得這些都是我姚淑芳應該也活

該要做的？而且這一切竟然得不到你半分的憐惜？」 

孫良耳朵徹底燒紅起來，惱羞成怒就是他這樣子了，「姚淑芳！妳胡說什麼，什

麼侯府入不敷出？什麼妳的嫁妝銀子養了侯府的一眾老小，妳太高看妳自己了，

我安西侯府能用妳的嫁妝銀子過活？」 

話雖如此，看姚淑芳那雙杏眼就知道，她說的不是謊話。如果真是這樣，那安西

侯府這幾年來的吃喝用度……難道，侯府真的已入不敷出，只剩表面光鮮？孫良

有一絲慌亂，扯著姚淑芳的胳膊兀自又緊了三分。 

姚淑芳要抽手，卻被他緊緊拉住，「妳跟我回去！不然，我明天就帶人賣了這個

莊子，看妳還能到哪裡去！」 

姚淑芳道：「放開！」她用力把手從孫良的手中抽出。 

孫良的手抓空，急忙抓住她的袖子，咬牙切齒道：「既然如此，那就用妳的嫁妝

銀子好好養著侯府，我就不信，妳長成這樣，還能跑到哪裡，就不怕被人吃了！」 



「孫良，你不是人！」姚淑芳側目搖頭，不可置信的聲音從口中流出。 

孫良身後不遠站著三四個他帶來的家僕，孫良目眥欲裂，「還不過來，將她給我

架上馬車去！」 

姚淑芳沒想到孫良已經不顧自己的形象，準備強壓她回府了，她若這樣回去，還

有什麼尊嚴可言？ 

孫良至此徹底讓她失望，如此就是回去遲早也會被孫夫人搓磨致死，看孫良終於

撕破了偽君子的面孔，姚淑芳側頭去看身後的池水，既然結果都一樣……她拔出

頭上插著的金簪，猛然刺出去，鋒利的簪尖用力一劃，水藍色的袖子裂開一條

縫…… 

這樣也好，早了早結，再也不用擔心祖父、爹娘和哥哥，活著本就是煎熬，煎熬

到頭，說不準遍體鱗傷還要遭受世人唾棄，不如就這樣去吧…… 

「不要！淑芳，我是嚇唬妳的……」孫良滿眼的驚慌，手足無措地看著姚淑芳的

身影在半空中飄落，轉眼消失在水中。 

「世子夫人……世子夫人！」迎春不知何時跑了出來，跪倒在池邊大聲叫喊。 

姚淑芳嘴角微動，模糊的說著，「迎春很失望是不是？」她聽見春杏的聲音似遠

似近的響起，「春杏……等到來世，如果有緣……如果有緣……」 

第二章 全家一起回京城 

姚淑芳坐在馬車裡，左看看風情萬種的親娘邱氏，右看看三十多歲的父親姚家

駒，接過邱氏手裡的紅棗蓮子粥，一口氣喝了大半碗。 

「慢著點喝，剛剛清醒過來腸胃裡還受不了妳這樣大口吃東西！」邱氏說著，將

手裡的帕子在姚淑芳的嘴角抹了抹。 

姚淑芳眼眶裡眼淚包不住了，嬌嗔著喊了一聲娘。 

邱氏翹嘴道：「別哭！最看不得妳流眼淚了，從小到大可沒見過妳這麼嬌氣的。」 

姚家駒看在眼裡，心裡也疼惜這個女兒，不說別的，當他十八歲時和邱氏成親，

次年生下長子姚子軒，再過兩年生姚淑芳時，正是姚家駒春闈一舉得魁之時，那

時節，姚家駒便對邱氏說：「這孩子就是我的小福星啊！」 

因著小福星的存在，這些年姚家駒的確在任上是順風順水，外放為官，一路做到

了四品淮南知府，如今任淮南知府三年期滿，回京述職。 

女兒這一次在回京述職的路上大病一場，姚家駒可是擔心得不得了，見她這樣眼

泡含淚，他也是好生不捨，「妳娘說的沒錯。」說著伸出手拍著十三歲的女兒的

脊背道：「不哭！」 

姚家駒自然以為是女兒得病在撒嬌，可是聽在她的耳中卻倍感親切，這一路上越

往京城走，天氣越冷，馬車裡鋪了厚厚的絨地毯，放了三床棉被，也還是遮擋不

住北來的寒風凜冽。她道：「爹，我沒哭，我就是沙子進了眼。」 

邱氏也是兩眼淚汪汪的道：「女兒這場病實在是來得太突然了，就說淮南春秋最

是適宜，芳姐兒習慣了淮南的氣候，再禁不起這樣的折騰。」 

姚家駒道：「咱們女兒是天生的小福星，不會因為這個氣候就退縮。」 

姚淑芳聽著兩人的話，這時候也知道自己是重活一回了，不但重活，還回到了十



三歲和父母進京述職的路上，看到前生已經不在了的爹娘活生生坐在自己身邊，

心裡自是喜極而泣，又見自己儒雅英俊的老爹和風情萬種的娘還和前生自己未嫁

時那樣恩愛異常，不覺抽泣一聲，道：「爹爹，娘，我沒事。」 

邱氏道：「沒事就好，只要到了京城，一家子人平平安安就是好的，妳養好身體，

到時候讓妳爹帶妳和妳哥哥去京城轉轉。」 

姚家駒此時跟個邱氏的應聲蟲似的笑道：「妳娘說的是！」 

邱氏嗔笑，「你就不會說個別的？」 

姚家駒笑，「那妳教教我。」 

姚淑芳看爹娘逗趣，破涕而笑，一絲酸甜湧上心頭。她想到自打睜開眼，還沒見

到哥哥呢，便問母親，「娘，哥哥呢？」 

姚家駒道：「妳哥哥我打發他提前到京城，給妳祖父報信。」 

姚淑芳有些怔忡，沒想到哥哥提前進京了，想到前世哥哥並不是一個人回京，但

一家人回京之後沒幾天，哥哥就從馬上摔下來，臥床半年，期間被人栽贓，差一

點沒命的事來，如果這一次哥哥提前回京，那不是他們還沒到京城他就已經出事

了？想到這裡，姚淑芳拉了拉邱氏的衣袖道：「爹，娘，讓人加快速度，快點到

京城！我想哥哥了，也等不及想要看看京城的樣子了！」 

姚家駒眉頭舒展道：「也罷，看妳病也好得差不多了，那就讓馬車跑快一點。」 

邱氏將落在姚淑芳肩膀的被子往上拉了拉，道：「軒哥兒不知道平安到雍州沒有，

其實我這心裡也不安，他這是第一次單獨走這麼遠的路，如今芳姐兒的病也好了

七七八八，我們還是快點到雍州的好。」 

母女倆都這樣說，姚家駒也覺得第一次讓兒子單獨行走是有些不妥，心裡也擔心

起來，即刻讓人加快了回京的速度。 

前前後後七八輛馬車在官道上跑得車輪轆轆的響，但就是這樣姚淑芳心裡還是很

擔心姚子軒。她就這一個哥哥，可不能再讓他重蹈前世的覆轍，就是美貌娘親和

儒雅老爹，她也不會再讓他們受二叔的牽連再死一次。 

等到了雍州，姚淑芳看到高聳入雲的城牆，摩肩接踵的人流，雲集的店鋪酒肆瓦

舍，這些在前世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舊日景色，也沒有被這樣的喜悅壓倒心裡的

擔心，更沒有像在路上和邱氏說過的要看一看京城高高的城牆和繁華的街貌，只

是催著姚家駒一路向在京城的姚府趕去，「爹，再讓馬車快點！」 

邱氏和姚家駒相視一笑，「這樣猴急的性子，到底是像了誰？」 

姚家駒望著邱氏，得意地道：「這還用說，自然是像我了！」 

邱氏嫵媚一笑，側過頭去不再說話，姚淑芳也是抿嘴淺笑，姚家駒一看哈哈一笑，

停住話頭。 

馬車在姚府巷口不遠的地方停下，姚淑芳坐在馬車裡挑起簾子，就看到不遠處一

家府邸門前有一抹熟悉的身影正牽著馬和人說話，那人十五六歲，肩膀不是很

寬，面孔也不是很硬朗，但這都不要緊，以後這些都會有的，而且會更加俊雋挺

拔！姚淑芳暗暗在心裡叫了一聲哥哥。 

姚子軒看到馬車的一瞬間，頓時眉開眼笑，一邊和旁邊的人說著什麼，一邊牽馬



歡喜地走了過來。 

他身後府門的匾額上有鎏金的兩個大字，寫著姚府兩字，府門兩邊則是一對銅

鹿，武將的門前都是一對石獅，這鹿自然是指文官府邸。 

姚淑芳看著漸漸走近的姚子軒，再看他並沒有自己所擔心的事發生，一時高興地

大聲叫他，「哥！」 

姚子軒和姚淑芳都結合了邱氏和姚家駒的優點，如果說姚淑芳如春日裡的桃花，

嬌媚婉約，姚子軒就是江南竹林裡的一根翠竹，清新自然。 

說實在的，自打姚淑芳三歲起跟著爹娘在外輾轉做了十年的外放官員，這是第一

次回雍州京城的家，只不過，她清楚地記得這些人包括姚子軒站在府門口，並不

是為了迎接自己一家，而是姚家的嫡長子姚家遠的女兒姚淑媛今日恰巧出嫁，只

是前世是前後的日子錯開，今世卻正好和姚淑媛出嫁的日子湊在一起了。 

之前，迎親的隊伍吹吹打打地抬著轎子從馬車旁走過，坐在白馬上的身穿大紅喜

服的新郎官一臉喜氣遮也遮不住。新郎官長得倒是挺拔高大，有一副偉岸的身

材，讓人看著就平添幾分安全感，那時他正頻頻回頭、滿臉溫情的看著走在自己

旁邊的大紅花轎。 

姚淑媛嫁的人是忠信伯世子謝真，一年後姚淑媛給謝真生下一個兒子，頃刻就在

忠信伯府站穩了腳跟。 

此刻姚子軒已經到了馬車前，和父母見過禮，笑著道：「娘，爹，今兒個我和大

哥二哥他們要給大姊送嫁，你們來遲了些，沒有看到大姊出嫁的熱鬧，可是喜慶

得不得了。孩兒這就走了，回來再和爹娘說話，妹妹看著可是好了？我有好東西

給妳留著，等我從姊夫家回來再給妳！」 

邱氏看到走近自己的兒子平平安安，心方落到實處，道：「你妹妹病好些就惦記

你，剛剛也是看到花轎走過了，新郎官是忠信伯世子吧？怎麼就恰巧是今日呢，

咱們緊趕慢趕的還是沒有趕上，不過還好你平安到家了。快去吧，有什麼事回來

再說。」 

姚子軒應了，又翹著嘴角歪頭看了一眼坐在馬車裡笑咪咪望著他的姚淑芳，再一

次道：「我就知道妳不是泥捏的！」 

姚淑芳不忘笑著囑咐姚子軒道：「嗯！當然不是。哥哥要送嫁？那就免不了喝酒，

能不騎馬就最好不要騎了。」 

看到姚子軒，姚淑芳心裡又有些酸酸的，可眼裡都是滿滿的喜意，姚子軒春風滿

面依舊如前世一樣活蹦亂跳，這讓姚淑芳很是欣喜。 

姚淑芳和姚子軒說話，姚家幾個兒郎都跟著站在馬車前面，大房長子姚子雲、姚

子全，二房姚子祿，三房姚子景一起下馬見禮，「四叔四嬸」的直叫著。 

姚家駒也是歡喜道：「你們幾個可長大不少，四叔都快認不出來了。」 

邱氏道：「可不是嘛，快去送新娘子，別在這耽擱了，回來有的是時候說話。」 

姚子雲道：「是，四嬸，回府再給四叔四嬸請安去！就是聽說妹妹病了，如今看

著氣色倒還不錯。」 

這個四房的妹妹他可是在很小的時候見過，那個時候自己還是個七八歲的孩子，



見到剛剛會走路的小不點碎碎的一頭黑髮上用紅綢紮著兩根小辮，晃晃悠悠地，

好玩得不得了。這麼些年不見，竟是長得眉目如畫，比起自己的妹妹這個今天的

新娘子還有過之而無不及。 

姚淑芳在馬車裡給各位哥哥行了禮，道：「謝謝哥哥們的關心，妹妹已經好得七

七八八了。」 

姚子景道：「四叔，四嬸，五妹妹，花轎離得遠了，再耽誤不得，大哥我們快走！」 

姚子雲帶著一眾姚家弟兄去送自己妹妹，姚淑芳回頭再看姚府門前，輕輕「呀」

了一聲。 

姚家駒和邱氏隨之轉頭去看。 

姚府裡站在門口送親的人早將四老爺回府的消息傳進內院了，大房的大太太魏氏

和大老爺姚家遠已出了府門，迎向姚淑芳他們的馬車，這一次姚家駒帶的淮南土

物不少，七八輛馬車跟在身後，十分惹眼。 

姚家駒見到自己的嫡親大哥，眼眶濕潤，下了馬車即刻見禮。 

姚家遠托起姚家駒道：「可盼著你回到京城了！」 

姚家駒道：「大哥可好？」 

姚家遠頷首，「好。」 

魏氏拉著邱氏的手道：「弟妹，可見到妳了，哎喲！這是芳姐兒吧，長這麼大了，

這眉眼真真是招人喜歡，跟天上的仙女下凡似的，快讓大伯母抱抱，沾沾仙氣

兒！」 

姚淑芳大方給魏氏和姚家遠行禮，緊接著又聽到「妹妹妹妹」的叫聲，卻是姚家

的幾個姊妹在府門內站著看著自己。 

姚家遠和魏氏歡歡喜喜的將姚家駒一家人迎進府門。 

姚老太太今年已是有五十多歲的年紀，兩鬢略有白髮藏在墨綠色的抹額裡，抹額

正中嵌著一塊羊脂白玉，一件五福捧壽的妝花褙子十分熨貼地穿在身上，手腕一

串紫檀佛珠輕繞，面容清瘦，她看著跪倒在自己面前的這一家三口人，眼裡老淚

縱橫。 

「可想死我了，你們要是再不回來，怕是我這個老娘活著時都不能再看到你了！」

姚老太太前面說的你們自然包括邱氏和姚淑芳，後一句卻是單對著姚家駒說的。 

這一句出口，姚家駒的眼圈就更紅了，道：「兒子不孝！讓娘記掛！」 

姚老太太道：「起來說話。」 

姚老太太這樣也是事出有因，早些年姚家駒在任淮南知府之前，一直在西南邊角

地帶做縣令，後來是同知，又做到知府，之前天南地北回來一趟不易，任同知的

時候就想著有機會能回京，不過同知也不需要進京述職什麼的，只要上峰說你

好，就再沒有什麼不好的，所以沒有述職，也就沒機會回京，回不了京也就見不

著爹娘，直到三年前升調淮南知府，這才有了現今回京見爹娘的機會，所以姚老

太太才會這樣說。 

姚淑芳則暗自搖搖頭，祖母還是和前世一樣和自己的娘親不對盤！ 

姚家駒先帶著邱氏與姚淑芳一起給姚老太太磕了三個響頭，這才起身坐下說話。 



就聽姚老太太接著剛才的話道：「軒哥兒可是養的好，清清俊俊地，見著他，我

這心裡才好受些，這是芳姐兒吧，快過來讓祖母看看。」 

姚淑芳站起來走近姚老太太，姚老太太握住姚淑芳的手，點點頭道：「芳姐兒長

大了，眉眼看著就跟家駒很像，咱們姚家的孩子個個長得都好。看這眉眼就喜人，

姚家的祖先就生得出眾。」說到這裡，環視屋子一周，又對姚淑芳道：「妳大姊

今日出嫁，可惜妳沒看到，不過往後倒是可以和妳哥哥姊姊們一起去忠信伯府看

她，媛姐兒必是歡喜！」 

姚老太太說到了姚家駒、姚子軒、姚淑芳，對邱氏卻是沒有提過一句，邱氏看著

姚老太太和丈夫女兒交談，露出微微笑容，恬淡安然。 

姚淑芳自認為在長相上還是偏向邱氏一些，父母都是出眾的人，生下的兄妹倆也

討人喜歡，兩人長相都出挑，姚子軒雖然才十五歲，卻劍眉星目，白皙清俊得不

像話，姚淑芳能讓姚老太太巴巴地多看兩眼，便是今天剛剛出嫁的姚淑媛，她能

嫁到忠信伯府也是因為忠信伯夫人看上她的相貌，其次才說到跟著魏氏學了些管

家理事的本事，然而就是這樣已經很出眾的姑娘，也比不上眼前嬌嗔的姚淑芳。 

邱氏早知道姚老太太的性子，一向要求高，邱氏也不圖別的，只要丈夫兒女好好

的，不要被姚老太太厭棄，至於姚老太太對自己如何，只要不是太過分她也能視

而不見。 

姚淑芳將姚老太太對邱氏的態度看在眼裡，拉過邱氏的手道：「祖母，娘給祖母

做了好幾套衣服，讓丫頭給您拿來看看。」 

姚淑芳這樣說，姚老太太也不好在兒子剛進家門就給媳婦臉色看，便點頭對邱氏

道：「辛苦妳了，衣服不急，倒是妳們妯娌許多年沒見，都先說說話吧！」 

邱氏平靜地應了，轉眼和三個妯娌就是一陣寒暄。 

姚淑芳自然樂得邱氏能擺脫姚老太太的冷淡，自家娘親這些年跟著父親任勞任

怨，和下屬同僚、當地鄉紳家眷處事已是遊刃有餘，此時再看祖母看著娘親的眼

光可就有些不一樣了。 

邱氏並不知道姚老太太拿探究的眼神看著自己，只把對外應酬處事的勁頭拿出

來，很快就和幾個妯娌談得熱乎了。 

魏氏今日心情好得不得了，因為女兒嫁的這一門人家實在稱心不過，女婿是忠信

伯府的嫡長子，又是世子，她往後就是忠信伯世子的丈母娘了，魏氏圓圓臉兒，

大眼睛，一臉喜色，對待剛剛回府述職的小叔和四弟妹笑著道：「我看吶，今兒

個就是個好日子，媛姐兒出嫁，四弟和四弟妹你們也回來了，可惜了就是沒有看

到媛姐兒出嫁的場面！」說著還是不忘顯擺自己女兒嫁得好。 

二太太彭氏長得容長臉，不說話看著嚴肅，但一開口就看出彭氏長了一張特別性

感的厚唇，說話間讓人情不自禁就會注意那裡。 

彭氏噗嗤一笑，道：「忠信伯府真真是看重我們媛姐兒，送的聘禮裡面就有一對

玉如意呢！聽說是宮裡的皇后娘娘賞的。」 

彭氏跟著姚家龍在甘州任同知，暫代知府一職，避開不接魏氏的話，魏氏顯擺，

她心裡跟個明鏡似的，也不拆台。 



三太太劉氏有些心酸，家裡就她一個不是官太太，如今看到幾個妯娌都這樣風光

地坐在一起，她覺得自己與她們有些格格不入，道：「媛姐兒的福氣可是大了，

就是忠信伯世子也是長得一表人才，哎，我們琳姐兒以後還不知道能找個什麼樣

的唷！」 

邱氏和彭氏都是從外地回到京城的，不約而同相視一笑。姚家父子五人，有四人

在朝為官，就剩一個三老爺姚家明只考了個秀才的功名，嫌讀書費腦子，乾脆和

家裡說明白了，直接管了家裡的庶務。 

姚廣信不知怎麼竟然答應了。只是這一府的庶務也不是那麼好管的，沒有幾分聰

明跟圓滑，府裡置下的產業也不會得到發展與進步，現在劉氏這樣說，魏氏道：

「有一個好的，後面的都不會差，有她大伯二伯四叔在，她還能差到哪去？」說

著還笑咪咪地看了看彭氏和邱氏。 

彭氏低頭喝了一口茶，道：「說的也是，就是甘州離著京城有點遠，要是這一次

老爺能留在京城，侄女的親事有大哥和四弟幾個幫襯，肯定是不差的！」 

邱氏則道：「都是自己家的孩子，都盼著有個好歸宿，我們若是能留在京城，自

當盡心。」 

姚老太太雖然和幾個孫女說話，耳朵裡卻在聽幾個兒媳婦的話，心裡還是欣慰

的，尤其聽到彭氏和邱氏的話，雖然對邱氏這個兒媳婦不是很滿意，但現在看來，

邱氏比剛剛嫁進姚府的時候要成熟多了。 

要是邱氏知道了姚老太太的想法，也只是笑笑，什麼也不會說的。 

邱氏之所以會嫁進姚家做媳婦，還是當初姚家駒在一次廟會看到她，只一眼就認

定邱氏做自己媳婦，不但這樣想，還付諸行動帶著小廝跟著人家的馬車一路追到

邱家門口，看著邱氏進了門，這才打道回府，回府後也沒閒著，打發人去打聽邱

氏，等到打聽到邱氏還未婚嫁，姚家駒心裡有了底，接著不吃不喝三天，利用絕

食自殘的辦法讓最喜歡他的姚廣信答應了他娶邱氏的請求。 

那時，邱氏的父親還在翰林院做掌院，哪裡知道自己的女兒去了一趟寺廟，就被

人家小子看中了。 

姚老太太原是預備讓自己的外甥女做四兒媳的，誰知道姚廣信避過她，著人去邱

家提親，把姚老太太氣得病倒在炕上足足有十來天，等到能翻身下地了，姚邱兩

家連小定都過了，之後姚家駒和邱氏生下姚子軒後，姚老太太又想給姚家駒屋裡

塞人，還是姚家駒將這事直接告到姚廣信面前，姚老太太這才甘休。 

按理，內宅的安排姚廣信一個大老爺們是不能插手的，但是他卻插手到底，等到

姚子軒出生，姚家駒春闈中了進士，到外放西南那麼些年，邱氏都沒能入姚老太

太眼。當然，姚老太太要給邱氏添個堵什麼的也是不可能，因為姚家駒不會答應，

姚老太太要硬來，姚家駒就帶著姚子軒和邱氏到姚廣信跟前哭訴，姚廣信自然要

跟老妻說道說道，最後，還是姚老太太敗陣收場。 

再說屋裡女眷聊得熱火朝天，姚家駒則是被幾位哥哥擁到外院一起述說別後近

況，姚家遠在戶部任員外郎，姚家龍和姚家駒一樣也是政務剛滿三年回京，姚家

龍是特例，因甘州知府在任上病亡，姚家龍屬於代職行知府職權，同知的事也要



照做，因此兄弟四人自有許多關於朝堂上的緊要話可說。 

姚淑芳和府裡的姊妹們坐在一處，長房大姊姚淑媛現今剛剛出嫁，二房姚淑珍，

庶女姚淑琴，三房姚淑琳，再加上四房姚淑芳，幾個姑娘都是過了十歲，也就是

到了可以談婚論嫁的時候了。看到姚淑媛嫁進忠信伯府做了世子夫人，以後就是

忠信伯夫人，有姚淑媛開了這樣的好頭，底下的幾個妹妹自然也會想到她們以後

的婚事也不會差到哪去，此刻個個喜笑顏開。 

姚淑珍是彭氏生的嫡女，十五歲，大姚淑芳一歲半，長得和彭氏很像，都是一張

容長臉，十分性感的厚嘴唇，誘惑人得要命；姚淑琴是妾生女，比姚淑芳大半歲，

柔柔弱弱頗有弱柳扶風的味道，說一兩句話就會偷眼望彭氏一眼，看彭氏高興，

臉上自然靦腆安逸，要是彭氏繃著張臉，臉色就變得惶惶不安。 

姚淑芳看到這模樣，再看姚淑珍冷淡的臉色，知道這兩個人因著嫡庶之別關係並

不好，就是彭氏和姚家龍的妾室也是劍拔弩張。 

姚淑琳則是劉氏所生，說一句珠圓玉潤絕不為過，柳葉眼，雙下巴，比姚淑芳大

兩個月，大約是姚家明掌管府中庶務，因此劉氏手裡不差銀子，姚淑琳自然是各

種營養全面供給，劉氏在此事上毫不可惜銀子。 

十幾歲的女孩子見面，說的多是穿衣打扮，姚淑芳內裡是已婚婦女，對這些只是

點頭搖頭，並不妄言，況且她如今年齡最小，便少說多聽，四姊妹倒也其樂融融。 

妯娌幾個說了一會兒話，又奉承姚老太太一陣，到得姚老太太有些疲倦，眾人這

才告退準備離開，姚老太太早讓魏氏著人收拾了四房以前住過的梧桐院。 

「梧桐院原也是家駒和妳成親時住過的院子，軒哥兒一早回來說你們過幾日就會

到，我便讓人收拾打掃好了！芳姐兒就和你們住在一起，相互也好照應，至於軒

哥兒，我還是讓妳大嫂給他在前院的桂院裡收拾好了住進去。」 

邱氏聽到姚老太太的安排，也覺沒有什麼不滿意的，和姚淑芳謝過姚老太太，這

才回了梧桐院。 

邱氏指著梧桐院裡兩棵梧桐樹道：「這還是我和妳爹成親的時候，妳祖父讓人栽

種的，看看現在十多年過去，都長了這麼大。」 

姚淑芳道：「都說鳳凰棲梧桐，可見祖父對娘的喜愛！」 

邱氏笑道：「貧嘴！妳祖父和妳外祖父在朝中關係很好。」 

姚淑芳抿嘴笑道：「祖父種梧桐樹，難道不是在祖父心裡很滿意母親這個兒媳婦

嗎？」 

邱氏一愣，燦然一笑道：「還能這麼說？」 

姚淑芳點頭，很有自信地道：「可不是！」 

當初祖父只要一出門就會帶著自己的爹這個長相俊美的兒子出去顯擺，再加上讀

書又好，自然引得做客人家的青睞，邱老爺子是翰林出身，還是翰林院掌院，邱

家又是詩書清流之家，姚老太爺本來就對邱掌院很有好感，在朝堂也算是彼此相

助，想不到自家兒子逛一次廟會就對邱掌院的女兒一見傾心，自然也很喜歡這個

媳婦。 

姚淑芳知道祖母為什麼不太喜歡娘，祖母對四兒子婚事的打算泡了湯，心裡焉能



沒氣？這些內裡種種還是她前世聽娘身邊的于嬤嬤說的。 

邱氏將手放在女兒的頭髮上愛撫地摸了摸，道：「妳爹人很好，的確是棵好梧桐

樹，也不枉我這麼些年來跟著他風風雨雨，無怨無悔。」 

姚淑芳伸手抱住邱氏的腰，將臉貼在邱氏的胸口，道：「娘，這輩子，我們一家

都要好好地活著！」 

是啊！重生一次，難道老天爺不是想讓自己好好活著，重新走一條陽光大道？ 

 

知道姚子軒沒事，姚淑芳美美的睡了一覺，這一睡就睡到幕色四合的時候，直到

聽到兩個熟悉的聲音竊竊私語著才醒來。 

「迎春，這可是知府千金呢，我們只是老太太的三等丫鬟，老太太的屋裡我們一

次都沒進過，這一次老太太讓我們以後伺候姑娘，領的是一等的月錢，可不是在

作夢？」這是春杏的聲音。 

迎春道：「春杏，怎麼會是夢呢！伺候老太太是我們的福氣，如今老太太讓我們

來伺候姑娘，我們也不能說半個不字，等到姑娘及笄，那時候妳再看，我們是不

是作夢！」 

那時候就可以明正言順地議親，議親就能得到更大的好處，好處原來不是在這會

子，那這個好處是什麼？ 

姚淑芳從被子裡爬起來，擁著被子坐在炕上打量的迎春和春杏，迎春的年齡比自

己大一歲，春杏則和她同歲，迎春一直是個美人坯子，春杏比不得迎春，但也是

清清秀秀、眼神乾淨。 

「妳們在說什麼？」姚淑芳如今算是明白，為什麼前世迎春會不離不棄跟著自

己，原來她給自己做丫鬟的時候就有了其他的打算。 

姚淑芳不能不說迎春的算盤打得確實是好，如果前世她嫁進安西侯府後姚家不

倒，她也不會離開安西侯府到陪嫁莊子上，那在安西侯府裡迎春說不準就會實現

自己的願望。 

迎春吃驚地抬頭看向她們的新主子，那雙好看的杏眼猶如夜空裡閃爍的星子，明

亮又深邃，語帶好奇地問她們。迎春心裡撲通撲通亂跳，暗道也不知道她和春杏

說的話被這個新主子聽去了多少，最要命的是她在春杏這個笨丫頭的面前說出了

不該說的話，但下一刻，她的胳膊就被春杏拉著，不由自主跪在姚淑芳的面前。 

春杏正正經經地給姚淑芳磕了三個頭，道：「姑娘，我們兩個都是老太太打發來

伺候姑娘的，以後就是姑娘屋裡的人。」 

姚淑芳微微點頭，道：「起來說話，祖母把妳們兩個指派給我，可見都是好的，

以後妳們就跟在我身邊，拿一等丫鬟的月錢。」其實姚淑芳見到春杏心裡還是挺

感激老天爺的，就算是迎春有些小心思，但是能見到春杏，她還是默默念了一句，

「阿彌陀佛！」 

春杏聽到姑娘竟然和姚老太太說的話一樣，自是高興的叫了一聲「姑娘」，趕緊

給挪坐到炕沿邊的姚淑芳穿了厚底夾鞋，「謝謝姑娘！」 

迎春則是端了杯熱水給姚淑芳喝。 



姚淑芳抬頭接過迎春手裡的定窯薄胎瓷杯，道：「不錯！是我愛喝的毛尖。」 

迎春道：「姑娘喜歡就好。」 

姚淑芳還想和春杏多說幾句話，就聽到外面有踏踏踏的小跑步一路跑進了姚淑芳

的門口。 

落梅一步跨進門內道：「姑娘，姑娘！出事了！」 

落梅是姚淑芳在淮南的丫鬟，從小便跟著她。 

這一叫讓姚淑芳心裡咯噔一下，對走進來的落梅道：「別慌別慌，慢點說！」 

就這收了兩個一等丫鬟的時間，便有事情發生，姚淑芳都不做他想，馬上就想到

這是自家哥哥八成和前世一樣摔斷腿了！ 

落梅道：「是少爺，聽說少爺被人從馬上抽了一鞭子，摔下馬了！」 

姚淑芳手裡的薄胎瓷杯又捏緊了三分道：「可是摔壞了？」 

落梅搖頭道：「這倒沒有聽清楚，奴婢一聽到少爺摔下馬就跑來告訴姑娘了。」 

姚淑芳心裡又是咯噔一下，她放下手裡的杯子，急走出門，「我娘呢？」 

落梅緊跟在她身後，道：「已經去前院了！」她說完看了看春杏二人。 

春杏急忙道：「我們是老太太派來伺候姑娘的。」 

落梅哦了一聲，轉過身去，既然是姚老太太打發過來的，落梅便點點頭算是打過

招呼，但這時候沒機會和兩人多說話，春杏和迎春也是急忙忙跟在後面去了桂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