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十一章 皇后喝醉時 

酒過三巡，幾位親王一一起身給帝后敬酒。 

薛靜姝趁此機會在心裡記下宗親們。 

除了諸位皇叔不提，現在皇帝的兄弟裡頭，在京中的不多，只有排行第八的安親王和排行第

十的敏親王。 

安親王已見過幾次面，敏親王她還是頭一次見到，他看來不過是個十五、六歲的少年，寡言

內向，過來敬酒，酒還未下肚，臉已經紅了。 

薛靜姝見了心中好笑，還是頭一次見到比她還會臉紅的。 

因親王們來敬酒，她自己喝的又是果酒，不知不覺就多喝了幾杯。 

見薛靜姝還要讓人再倒酒，皇帝揮手讓女官退下，道：「果子釀雖淡，到底是酒，妳不勝酒力，

該小酌即止。」 

薛靜姝點了點頭，心裡卻有點不服，又沒有酒味，怎麼能叫酒？她剛喝了點滋味出來就不讓

她喝了。 

她卻不知此時自己已經面頰微紅，雙眼矇矓，一張臉燦若春曉之花，通身氣派卻又清如白玉

光華，一顰一笑都令人挪不開眼。 

只是現下殿內卻無人敢多看一眼，就是不小心抬頭看見了也匆匆忙忙垂下頭，再也不敢抬眼。 

待酒足飯飽，又有舞樂獻上。 

薛靜姝原本端正坐著，慢慢地眼皮卻越來越沉，她努力睜著眼，可往往撐不過幾息又漸漸往

下垂。 

皇帝在一旁看得清楚，瞧她這模樣，分明就酒勁上來了，可她自己卻沒有發覺。 

他抬手招來宮女，讓她們扶著皇后回棲鳳宮，現在他還不能離開。 

朝臣們見皇后半途離開，也無人敢說什麼。 

待到舞樂結束，薛老太爺帶著薛家眾人叩首謝恩，禮部上奏皇帝筵宴禮成，這場大婚終於落

下帷幕。 

皇帝上了御輦，命人往後宮去。 

到了棲鳳宮，毫不意外看見伺候的人都在殿外。 

宮人見了他，正要跪下行禮，德祿忙道：「噤聲。」 

方才還在棲鳳宮外不遠處，皇上就下了御輦步行過來，顯然不想吵了皇后安歇，眼下哪能讓

她們吵鬧？ 

皇帝問道：「皇后睡了嗎？」 

打頭一名女官輕聲道：「娘娘不讓奴婢入內伺候，方才還聽見聲響，眼下已經沒動靜了。」 

皇帝站在原地沒動。 

德祿揣摩著他的意思，試探道：「陛下今晚是歇在棲鳳宮，還是回崇德殿？」 

皇帝沉默了一會兒，才道：「朕入內看看，你們在外等候。」 

內殿燃著蠟燭，床帳垂落在地，安安靜靜。 

皇帝緩步上前，徐徐撩開床帳，裡頭薛靜姝正睜眼看著他。 

他略感意外，「還未睡下？」 

薛靜姝點點頭，她方才沐浴過，額前的頭髮仍有點濕，臉上的緋紅卻比方才還濃些。 



皇帝走近一些，道：「妳這是酒勁上來了，難不難受？」 

薛靜姝搖搖頭。 

皇帝又道：「我讓小廚房給妳做點解酒湯？」 

薛靜姝又搖頭，這次搖得比方才急了些，還道：「吃不下、吃不下。」 

皇帝察覺出點什麼，垂頭看了她一會兒。薛靜姝也靜靜回視他，若是平時，她絕不會這麼做

的。 

皇帝篤定了心中的猜測，皇后喝醉了，因為幾杯孩子都能喝的百果釀醉了。 

他倒是有些意外，第一次見人喝醉是這樣不哭不鬧、安靜乖巧的模樣。 

他坐在床邊看了一會兒，突然伸出手，在薛靜姝粉嫩的臉頰上戳了一下，軟軟熱熱的，她臉

上的肉倒是比身上多一些。 

薛靜姝皺眉看著他。 

皇帝又伸手戳了一下另一邊。 

薛靜姝眉頭皺得更緊，很是苦惱的模樣，但並未躲開。 

皇帝定定看了她一會兒才起身出去，知會德祿今夜歇在此處。 

宮女進來替皇帝更衣，他洗漱完便讓她們都下去了。 

等他再掀開床帳，薛靜姝果然還睜著眼睛乖乖巧巧地看著他。 

皇帝掀開被子躺進去，往常薛靜姝先入內，都會特意往內側躺，等皇帝躺下，中間便有不小

的距離。 

今天她喝醉了，大概忘了那些拘束，就躺在大床正中間，等皇帝躺下來，兩個人就緊緊挨在

一塊。 

薛靜姝轉過頭盯著皇帝，外頭燭光大亮，床帳裡頭也是亮的，皇帝略一偏頭就對上了她的眼。 

這感覺有些新奇，之前皇后莫說盯著他看，就是與他對視也是極少的，每每視線一對上，她

便規規矩矩地垂下頭，這會兒皇帝仔細看她。 

皇后的臉雖然小，還不及他一個巴掌大，眼睛倒是出奇的明亮有神，眼珠子漆黑，眼角略微

向上勾，這一雙眼若直直盯著人，其實有些凌厲，但皇后平日從未這樣看人，她的眉眼總是

略略低垂，看起來清冷又端莊。 

然而眼下這雙眼中盛了水霧，這副清冷的容貌染上紅霞，又是一種截然不同的韻味。 

薛靜姝盯累了，眨眨眼，轉開來又盯著床帳。 

皇帝對著她的側臉看了一會兒，伸手捏住她的下巴，又把她的頭轉回來。 

薛靜姝不禁擰起眉看他，似乎怪他擾了她的清靜。 

皇帝心裡有些異樣的鼓動，他知道此刻該做的是讓皇后安安靜靜地睡個好覺，但他也聽見自

己心底有個聲音說不。 

他又伸手戳了戳皇后的臉頰。 

薛靜姝似乎被他擾得忍無可忍，出聲質問，「為什麼一直戳我？」 

皇帝誠實回道：「就是想戳妳。」 

薛靜姝抿著唇，「我要睡覺了，你別打擾我。」 

「我睡不著。」 

薛靜姝很苦惱地擰起眉頭，「那……你起來讀書？」 



「不想讀書。」 

「嗯……出去看月亮吧。」 

「今晚沒月亮。」 

「起來走一會兒也可以。」只要他不再打擾她睡覺。 

「不想起床。」 

薛靜姝想不出辦法了，她偷偷看著皇帝，身體悄悄往床內挪，等挪到一個自認安全的地方，

她就背過身去，「我要睡覺了。」 

她表達的意思是，她要睡覺了，皇帝睡不著她也沒辦法，但別再來戳她了。 

她豎著耳朵等了一會兒，見背後那個人沒再來打擾她，於是安下心，閉上眼睛準備入睡。 

然而下一刻，一雙臂膀伸過來，將她摟進他懷裡。 

薛靜姝立刻睜開眼，轉過身來看著皇帝，眼裡滿是控訴。 

皇帝毫無愧疚之心，「陪我說話。」 

薛靜姝用手推他，「可是你身上好硬。」 

皇帝捏了捏她腰間的肉，道：「是妳太瘦。」 

薛靜姝捏捏自己的手臂，又捏捏皇帝的，固執道：「我是軟的，是你太硬了。」 

她仍繼續推皇帝，一心想回到柔軟的被窩裡。 

皇帝倒不知，原來她對他的懷抱這麼嫌棄，可他卻覺得，將她抱在懷中，她雖然瘦了些，但

是柔軟微涼，十分契合。他試圖說服她，「我比較暖和。」 

薛靜姝停下來感受了下，確實，這個懷抱暖暖的，被他抱著，連冰涼涼的腳都在慢慢回暖，

但是……還是很硬啊！她直言道：「但是你硌到我了。」 

皇帝想，醉酒的皇后膽子大了，而且更加不好糊弄，因為她根本沒想著給人留面子，如果是

平時，她怎麼會這樣嫌棄？ 

他只得抱著皇后翻身躺平，讓她趴在他身上，「這樣呢？」 

薛靜姝在皇帝胸口按了兩下，又將頭枕上去試了試，勉強滿意，「還可以。」 

人肉墊子皇帝道：「現在可以和我說話了吧？」 

薛靜姝打了個哈欠，雙眼矇矓，含糊問他，「你要說什麼？」 

皇帝沉默了一下，他承認他就是起了點壞心，就是不想讓她睡覺，但是要說什麼，他還真不

知道。 

薛靜姝又打了個哈欠，「我好睏。」 

皇帝忽然想起今晚夜宵還沒吃，他戳戳她的臉頰，「如果要睡覺，得先吃夜宵。」 

這話讓薛靜姝立刻睜大眼睛，急急搖頭，「不要、不要！」 

皇帝問她，「為什麼不想吃？」 

她露出委屈的神色，「真的吃不下了。」她伸出手比劃了一下，「以前只吃這麼些的，現在要

吃這麼多，還要吃好幾頓。」 

皇帝看著她的表情，不知出於什麼心態，問道：「我逼妳吃東西，是不是很討厭？」 

薛靜姝搖搖頭，「皇上是個好人。」 

皇帝驚訝地微微挑眉，沒料到會得到這麼一個答案。從未有人說過他是個好人，更不要說皇

帝是個好人了。「我總是逼妳，也叫好人？」 



薛靜姝卻道：「皇上讓我吃東西，是為了我好，關心我的身體，是個好人。」 

這理由……皇帝竟不知從何反駁。 

關心她的身體就一定是為了她好嗎？若是另有別的原因呢？ 

為了讓太皇太后放心，為了身為皇帝的責任，甚至毫無目的，僅是一些表面功夫……這些原

因，都有可能。 

皇帝知道，她未必不清楚，許多時候，有些事情兩人心知肚明。 

但……就算是這樣，在她心裡，他也算是好人嗎？ 

皇帝忍不住又問她，「東西吃不下，妳是不是哭了？」 

薛靜姝立刻道：「沒有！」 

這聲反駁倒是響亮，一點也不像睏意上身的模樣。 

「那妳吃不下的時候怎麼辦？」 

薛靜姝從他胸口撐起身來，抬頭看他。 

皇帝正疑惑，忽然就見她露出個狡黠的笑，這笑在她臉上絲毫不讓人覺得反感，反而有些俏

皮，令她整張面容霎時靈動起來。 

她帶著點小小的自得道：「我讓人送給皇上吃。他關心我，我也關心他呢！」 

皇帝看著她不說話，心裡忽然有些好奇，明日醒來，她還記不記得今晚的事？ 

若她知道自己將老底都掀給他看了，表情會不會很微妙？ 

薛靜姝見他不說話，問道：「你是不是終於想睡覺了？」 

皇帝搖頭，「還不想睡。」 

薛靜姝頓時洩氣，「你怎麼這樣，都不睏嗎？」 

皇帝明知她只是隨口說說，未必真的想知道答案，卻還是說：「我習慣了。」 

薛靜姝蹙著眉，想不明白這種事怎麼還會習慣。 

皇帝想，如果此時她是清醒的，會不會問他為什麼？ 

以她謹慎的性子，恐怕不會吧。 

他抱著她沉默片刻，掀開床帳，對外頭吩咐，「德祿，把醒酒湯端來。」 

外頭立刻有了回應，德祿親自端了酸棗葛花湯進來。 

皇帝抱著薛靜姝坐起來。 

德祿低著頭將湯奉上，不敢多看一眼，但卻無法杜絕聲音入耳。 

「我、我還不想睡，不要吃夜宵。」 

「這不是夜宵，是醒酒湯。」 

「也不想喝……可不可以不喝？」 

「妳喝了酒，不喝醒酒湯明天起來會頭痛。」 

「那……可不可以少喝一點？」 

「至少喝一半。」 

德祿心中萬分驚訝，沒想到娘娘醉了酒後是這般嬌憨模樣，更讓他不敢相信的是，陛下竟然

有這樣溫柔耐心的時候。 

皇帝將碗放回托盤。 

德祿退下時，大著膽子瞅了一眼，就見娘娘雙頰緋紅，滿頭青絲披散下來，正趴在陛下身上。 



而皇上則一手摟著她，另一手放下床帳。 

這一次薛靜姝要睡，皇帝沒再攔著，不過幾息之後，她的氣息就變得均勻，皇帝也閉上眼。 

半夜，薛靜姝忽然醒來，覺得嘴裡有些乾，想喝水。 

但在起身之前，她首先發現，自己竟然是趴在皇帝身上睡著的！ 

這讓她受了不小的驚嚇。 

她小心翼翼的抬頭，見皇帝在熟睡，不禁鬆了一口氣，而後屏住呼吸，一點一點從他身上移

開，慢慢的踏到床外，等整個人站到地下，她已經憋得滿臉通紅，額頭上幾乎冒出汗來。 

她謹慎地回頭看了一眼，確定皇帝沒醒，才披了外衣步出床帳。 

外頭靜悄悄的，恐怕就連守夜的宮人此時都在打盹。 

薛靜姝沒有叫醒別人，輕手輕腳來到桌邊，倒了杯茶喝下，才返回。 

然而等她掀開床帳的時候，卻見皇帝睜開眼睛看著她，他眼中一片清明，一點也不似剛睡醒

的樣子。 

薛靜姝微微一驚，微垂眼道：「是不是我將皇上吵醒了？」 

皇帝沒說話，僅是看著她，似乎是在打量什麼。 

薛靜姝有些不自在，低頭並不與他對視。 

皇帝轉開眼，道：「不是妳吵醒我，上來吧，地下涼。」 

薛靜姝從床尾上榻，繞過皇帝的位置，到了內側躺下，這裡沒有她的體溫，剛躺下來時被凍

得身子輕輕一顫。 

皇帝伸出手，又將她抱過來。 

這一次薛靜姝沒有推拒，她想了想，輕聲問道：「是不是我睡相不好，壓得皇上睡不著覺？」 

皇帝看她一眼，說了句跟之前一樣的話，「我睡不著，習慣了。」 

薛靜姝沉默下來。 

這與皇帝預想的一樣。他不再多說，閉目養神，但很快地，他聽到皇后遲疑的聲音響起——  

「陛下的不寐之症，不知從何時開始，又因何事而起？太醫既然說藥石無用，或許這病本不

需要吃藥，皇上有沒有想過從別的方面入手？」 

皇帝一愣，又睜開眼看她。 

他的皇后，今夜讓他驚訝了許多次呀！ 

第二十二章 小小惡趣味 

皇帝許久沒有說話，他的毛病，就連皇祖母也以為是從六年前他登基後才開始犯的，實際上

要比這早得多，早到……他母妃落井身亡那一晚。 

那時候他只不過是個默默無名的皇子，無人注意，也無人關心罷了。 

做了皇帝後，倒是有很多人希望為他分憂，但他清楚，他們看到的並不是他這個人，而是他

身後的權勢與富貴。 

薛靜姝見皇帝不說話，心中有些不安，不知她是不是逾矩了。 

皇帝低頭看她，見她眼睫微垂，嘴角輕抿，不言不語的模樣，他想，他的皇后與別人是不一

樣的。 

就算如此，有些事情，仍未到開口剖心的時候。 

薛靜姝抿著嘴，輕聲道：「是我逾矩了……」 



皇帝抬手抵住她的嘴唇，「妳是我的皇后，在我面前，皇后沒有逾矩的時候。」 

薛靜姝抬眼看他，明白了他的意思。 

誰都有祕密，皇帝更不例外，他可以選擇不說，但不會怪她多嘴。 

這樣就夠了，薛靜姝心想。 

她又問：「昨晚沒有燃香，陛下是否也整夜未睡？」 

皇帝搖搖頭，「妳身上有香味，聞著挺舒服的，今夜是我自己的問題，飲了酒，那香的功效就

弱了。」 

薛靜姝有些擔憂，「那該怎麼辦？陛下明日還要上朝。」 

「無事，一兩夜不睡沒什麼大礙，妳睡吧。」 

薛靜姝微微擰著眉，心裡做了決定，明日開始，她試著將熏香的方子改進一下，看能否削弱

外在的影響。 

待她靜下心來準備入睡，才發現方才皇帝抵在她唇上的手指一直沒放開，那指頭溫熱，還略

有些粗糙，實在讓人難以忽略，她只得提醒道：「皇上，你的手？」 

皇帝盯著她的唇瞧了一眼，那是淺紅粉嫩的顏色，因之前喝過水，所以有些濕潤，又如她的

身體一般，微涼柔軟。 

他忽然用手戳了一下，果然，比臉上的肉又軟嫩一些。 

薛靜姝瞪大眼看著他，不敢相信他會幹這種事。 

皇帝承認，他的那點惡趣味又來了。 

果然不該喝酒，都是酒的錯。 

皇帝面無表情道：「妳之前說妳是軟的，我是硬的，嗯，果然挺軟。」 

薛靜姝張了張嘴，「我……沒說……」 

皇帝道：「妳還說我硌得妳疼，原來皇后心裡這樣嫌棄我，若不是妳醉酒說了真心話，我恐怕

還被蒙在鼓裡。」 

薛靜姝慌得轉開眼，眼睫不住顫動著，耳根卻慢慢熱了起來。 

她確實有點嫌棄皇帝太硬，還總要抱著她睡，卻從未料到會被皇帝聽見那些話。 

她醉酒的時候到底還說了什麼？ 

皇帝似乎知道她在想什麼，又道：「妳還說妳把吃不完的點心送給我，是關心我。」 

薛靜姝閉上眼，只想把頭埋進被子裡，不再出來。 

若是在平時，皇帝說這些話她肯定心中惶恐，以為他要怪罪自己。 

然而眼下，雖然皇帝還是如常的語氣，但她就是知道，皇帝不是要追究，只是在陳述事實而

已。 

但正是如此，更讓她覺得無顏見人。 

皇帝接著說：「妳吃不下東西的時候果然哭了。」 

「沒有！」這個薛靜姝不承認，立刻抬頭反駁。 

卻見皇帝看著她，嘴角似乎帶了些笑意，但又好似只是她的錯覺。 

皇帝一本正經道：「被妳識破了。」 

薛靜姝有些哭笑不得，所以他真的只是在逗她嗎？ 

皇上什麼時候這麼有閒心？還是因為睡不著，拿她取樂？ 



她只好問：「陛下現在有睡意了嗎？」 

皇帝仍然搖頭，「還差一點，請皇后繼續替我分憂。」 

「……我該做什麼？」 

皇帝忽然伸手讓她躺平在他身邊。 

薛靜姝還未覺得冷，皇帝已經翻身覆了上來。 

她突地繃緊身體，雙手輕輕抵住他的胸口，「皇上……」 

皇帝道：「皇后躺著就好。」 

薛靜姝身子僵了一會兒，才緩緩鬆手，讓雙手垂在身側，下意識揪著床單。 

皇帝安撫道：「別怕，我問過女官，只第一次會疼，以後就不會了。」 

薛靜姝原本只是緊張，身子僵硬，聽了這話，頓時滿臉通紅。 

這種事，她當初光聽蘇姑姑說，光看那些畫，就已經受不住了，他怎麼好意思堂而皇之地去

問人？ 

皇帝低下頭，盯著她的雙唇看了一會兒，緩緩地覆唇上去。 

原先只是一動不動，而後伸出舌頭來輕輕舔拭。 

薛靜姝有些不自在，正準備開口讓他別舔了，卻被皇帝逮住這個機會，將舌頭伸了進來。 

皇帝動作緩慢，舌頭伸進去後，先是碰了碰薛靜姝的，見她躲開，也不去糾纏，似乎只是打

個招呼，轉而在她嘴中慢慢探索，一顆顆牙齒巡視過去，又掃過上顎、臉頰內的軟肉，然後

又碰了碰她的小舌頭，好像是道別，方才退出來。 

薛靜姝立刻捂著嘴看他，雙眼睜得大大的，眼中盛滿水霧。 

皇帝道：「上一次匆匆忙忙，漏了這一步，今日給皇后補上。」 

薛靜姝忙搖頭，「不用補了……」 

然而皇帝移開她口上的手，又低下頭，「這是今天的。」 

他又舔了一遍。 

等他再抬起頭來，薛靜姝臉上已經憋得緋紅。 

皇帝便問：「皇后是不忘了調息了？下次可要記得，妳血氣不足，長時間憋氣，容易昏厥。」 

薛靜姝趕緊深深吸著氣，聽了這話，實在忍不住回道：「皇上別總是舔我，就不會昏厥了。」 

「該有的儀式，怎麼能忽略呢？」皇帝一副理直氣壯的回道，說著又去解皇后的衣結。 

「我自己來……」 

皇帝制住她，「皇后躺著就好。」 

原本就只穿了裡衣與一件小衣，衣結一解開，衣服便往邊上散去。 

薛靜姝極為窘迫，雙手擋在胸前。 

皇帝自個兒脫了衣服，又靠了過來，兩個人赤裸相對。 

皇帝伸手在她身上輕輕撫摸，「皇后雖然沒什麼肉，可身上確實是軟的，若多些肉，肯定更軟

些。」 

「陛下身上肉多，也不見得軟。」薛靜姝瞄他，忍不住回道。 

皇帝點頭，「這是實話，不過我是男子，與妳自然不同。」 

他越摸越擔心自己會不會把皇后壓壞了，索性翻身躺下，把皇后抱起來趴在自己身上。 

之前薛靜姝剛醒過來，兩人還穿著衣服，這動作已經讓她感到不自在，更不要說現在兩人不



著寸縷，她覺得自己就如一塊砧板上的肉，任人宰割，而這砧板底下似乎還燃著火，不斷烤

炙著她。 

她推拒著皇帝，可觸手都是溫熱的皮膚，嚇得她趕緊把手縮回來，整個人幾乎要在皇帝身上

蜷成一團。 

皇帝卻不如她的意，慢慢將她展了開來，讓兩人緊緊貼合在一塊。 

「皇上……」薛靜姝無意識叫著他，話裡是她自己都沒察覺到的無助。 

「別怕。」皇帝輕聲道。 

他的手掌在她身上輕緩遊走，慢慢將她整個身體撫熱了，一隻手不易察覺地向下移去。 

薛靜姝微微瑟縮了下。 

「可以了嗎？」皇帝問她。 

薛靜姝埋頭在他頸邊沒說話，只微不可察地點了點頭。 

皇帝緩緩地將自己挺進去。 

薛靜姝僵著身子，這一次確實不覺得疼，可是酸脹的感覺還是無法習慣，況且皇帝似乎不滿

足，一直往裡頭深入，她忍耐了一會兒，快被刺穿的錯覺越發明顯，她忙抬起頭看著他，慌

亂道：「別、別進來了……」 

皇帝便停下來，他的額角已有青筋凸起，但語氣仍是如常，伸手撫開她額前的碎髮，「是不是

很難受？」 

薛靜姝靜靜趴在他身上，竭力放鬆自己，輕輕搖頭，「還好。」 

皇帝沒有繼續，直到察覺她的身體真正放鬆下來，才摟住她的腰，緩慢地動作起來…… 

 

深夜，德祿在外殿小榻上熟睡，今夜本不需要他來守夜，可陛下與娘娘喝了酒，他怕有什麼

意外，實在不放心由狗崽子一個人守著，雖說棲鳳宮有女官，可陛下往往習慣內監伺候，那

狗崽子笨手笨腳，還不到挑大梁的時候。 

他睡得香甜，忽然耳旁似乎聽到皇上的聲音，馬上一個激靈就醒了，眼睛都未睜開，下意識

就道：「皇上有什麼吩咐？」 

皇帝聽見是他回應，有些奇怪，不過也沒多問，只道：「讓人抬熱水進來。」 

德祿這下徹底醒了，忙應了是，轉頭一看，狗崽子睡得安穩，還打起呼嚕，他上去就是一腳

把小徒弟踢醒，一把將一頭霧水的小徒弟拎起來就走。 

幸好今天有他在，不然這小子就等著吃刀子吧！ 

德祿出了大殿，被夜風凍得一抖，下意識抬頭看看天色，這都後半夜了，陛下還讓人抬熱水

進去，這真是…… 

況且之前娘娘分明是醉了的，雖然喝了醒酒湯，還不知有沒有起作用，陛下是什麼時候下手

的？娘娘醒著嗎？ 

若沒醒，那樣嬌憨的模樣，還跟個孩子一下，陛下也下得了手？這真是…… 

 

 

次日薛靜姝醒來，身邊已經沒有皇帝的身影，他躺過的地方，餘溫也早就散了。 

外頭等候的女官聽到動靜，小聲請示，「娘娘要起身了嗎？」 



薛靜姝問道：「什麼時辰了？」 

「卯時三刻，陛下上朝時吩咐奴婢，不可吵醒娘娘。」 

這時辰算是挺晚了，大衍歷朝皇帝，俱是卯時起身，辰時上朝。 

而皇帝前一夜若歇在後宮，嬪妃就需起得比皇帝還早，伺候他更衣上朝，之後抓緊時間再瞇

一會兒，等到辰時要去皇后處請安。 

現在後宮就薛靜姝一人，她又是皇后，自然不用等別人來請安，不過需得去長樂宮問候。 

想到此，她撐著身子準備起來，只是才剛抬腰，一股酸軟忽然襲來，她一下失了力，輕呼一

聲，又倒進厚厚的被褥裡。 

女官忙道：「娘娘？可要奴婢進去伺候？」 

薛靜姝又試了一次，身上實在酸軟無力，只得道：「進來吧。」 

宮女打起床帳，外頭晨光照進來，薛靜姝下意識低頭看身上的衣服，見衣結好好地繫著，方

才暗自鬆了口氣。 

昨晚到後來她已經有些迷糊了，被皇帝抱進浴盆，強打起精神自己洗了澡，又被他抱出來，

身上的水都未擦乾就昏沉沉睡了過去，連衣服是怎麼穿上的都不知道。 

不過那會兒皇帝沒讓人進來伺候，她的衣服，難道是皇帝幫她穿的？！ 

薛靜姝感到窘迫。 

女官們扶著她站起來，幾人前後忙碌，有的撐著她的身子，有的替她更衣，又有端來熱水、

擰布巾的，蘸青鹽的。 

薛靜姝什麼都不必做，只需靠在女官身上就行，這讓她又是彆扭又是無奈。 

本來她晨起便血氣不足，容易頭暈乏力，經過昨晚一通折騰，現在更是站都站不穩。 

好在這些女官只低著頭，不言不語的服侍著她，讓她少了些不自在，不然她可真沒臉見人了。 

因今日沒什麼大事，又不是正日子，她只讓女官給她梳了個日常妝容，又換了一套常服，只

有頭上一套紅珊瑚的首飾，稍顯隆重喜慶，看得出她新嫁娘的身分。 

梳妝打扮完，柳兒走進內殿，身後跟了兩個提著食盒的宮女。 

她將食盒裡的碗筷一一擺出來，道：「小姐，這人參烏雞湯，是陛下昨晚半夜吩咐御膳房燉下

的，文火熬了小半夜，最是滋補，妳可得多喝些。」 

說者無心，薛靜姝聽著卻不免多想。昨晚半夜，不正是那之後？！ 

這烏雞湯最是補腎滋養，不知皇帝到底知不知道這些？ 

柳兒見她不說話，以為她不想喝，便道：「我已經請御廚把湯裡的油都撇清了，小姐妳看，這

湯清淡得很，一點都不油膩。」 

薛靜姝只好接過來，喝了兩口，問她，「陛下吃過了嗎？」 

柳兒道：「我問過德公公，陛下晨起喝了一碗湯，之後要等下朝才用早膳。」 

薛靜姝輕輕點頭。 

吃過早膳，她身上恢復了些力氣，讓人扶著上了鳳輦，去長樂宮給太皇太后請安。 

 

帝后行房是要記錄在案的，因此昨夜之事，太皇太后都清楚，她見了薛靜姝也不說什麼，只

是看著她笑，就把薛靜姝笑得頭都不敢抬起來。 

太皇太后見狀，樂呵呵道：「往後不必日日來我這裡，不然辛苦了妳，皇上可要心疼了。」 



薛靜姝面上微熱，道：「給皇祖母請安是我的本分，怎麼能說辛苦？」 

太皇太后笑道：「就算要來，也不必這麼早，你們年輕，多睡會兒總是好的。」 

薛靜姝總覺得她話裡在調笑自己，卻也只能硬著頭皮道：「多謝皇祖母疼愛。」 

兩人說了一會兒話，宮女進來傳話，潘神醫潘濟給太皇太后請脈來了。 

太皇太后讓人請進來，薛靜姝則起身避讓到一旁。 

這潘神醫今日的形象比當初第一次見面時好了許多，衣服乾淨整齊地穿在身上，頭髮也好好

束著，面上鬍子刮盡後，露出原本的面貌。 

原來他竟長著一張娃娃臉，之前鬍子拉碴的時候就看得出他很年輕，現在沒了鬍子，看著更

像是個十幾歲的少年，長得比許多小姑娘還秀氣。 

他也不像別的太醫，上來就跪拜行禮，而是親暱地叫太皇太后婆婆。 

太皇太后也十分喜歡他，小潘小潘地叫著。 

今日是例行請脈，診過後，潘神醫照例交代一番飲食禁忌，又陪著說了一會兒話，期間眼神

不時往薛靜姝那裡瞥，哀怨的小模樣配上他那張娃娃臉，絲毫沒讓人覺得動容，反而只想捧

腹大笑。 

薛靜姝雖有些不自在，卻不覺得反感，因為他的眼神清澈，並無冒犯之意。 

連太皇太后也是看笑話一般看著他。 

待他退下，太皇太后笑道：「小潘這孩子不錯，性子雖然孩子氣了些，卻是一片赤子之心。姝

兒，妳替我留意留意哪家有好姑娘，我答應他了，好歹要替他相看一個，妳瞧他那可憐的樣

兒。」 

薛靜姝含笑點頭。 

在長樂宮坐了半個上午，薛靜姝才回到自己的宮裡。 

沒多久棲鳳宮掌宮女官進來傳話，後宮各宮各殿的掌事來給她請安回話。 

大衍後宮東西十二宮，三十六殿，嬪妃人數最多時，每間殿內都住了人，而現在，大部分宮

殿都空著，但還是需要人打理維護。 

此時這些人一個個上來請安，彙報自己打理哪處殿宇，殿內有房屋多少間，宮人多少名，古

董字畫多少件等等。 

薛靜姝一一見過，賞了東西，便讓他們退下。 

等人都離開了，她才問身後一名女官，道：「都對上了嗎？」 

那女官捧著一本厚厚的帳冊，小聲道：「甘泉殿內的字畫少了兩件，永樂宮的琉璃八寶瓶少了

一只，昌慶宮………」 

薛靜姝聽完，冷靜地點點頭，道：「不必聲張，私底下去探探，若屬實，就按規矩來。」 

那女官應了是，躬身退下。 

薛靜姝又道：「柳兒留下，其餘人都下去吧。」 

柳兒見她們都退下，才問：「小姐，有人偷東西嗎？」 

薛靜姝點點頭，「這宮裡太久無人管事，太皇太后又沒有精力過問，難保有些人不會監守自盜，

除了直接偷出去賣的，有的高明點，用贗品代替真跡，那些宮內又無主人入住，誰會注意到

呢？瞞個十年八年，甚至瞞一輩子也是有的。不過現在下結論還太早，或許只是他們自己記

漏，等查清楚了再說。」 



她又道：「不提這個，柳兒，我想這幾日把咱們那張熏香的方子改一改。」 

柳兒好奇道：「為什麼要改？」 

「昨夜皇上喝了酒，那香對他就沒用了，我想能不能將這個弊端消除。」 

柳兒聽了，嘻笑道：「小姐，妳對皇上可真好。」 

薛靜姝點點她的額頭，「不是妳跟我說的，皇上對我好，我也要對他好，怎麼，現在要來取笑

我了？」 

柳兒忙搖頭，笑道：「不敢、不敢，娘娘恕罪。」 

兩人正說笑，有個崇德殿的小內監來傳話，皇上政務繁忙，不能與皇后一同用午膳了。 

薛靜姝聽了卻鬆了口氣，不跟皇帝一起用，她自己想吃多少就吃多少，皇帝來了，反而要管

著她，這個得吃，那個得吃，不來還好些。 

 

這個下午，薛靜姝就與柳兒兩個查醫書，分析草藥，彷彿回到了從前在山上的日子。 

她拿著本書看得正入迷，直到聽到柳兒行禮的聲音，才發覺皇帝不知什麼時候來了。 

皇帝擺手讓人退下，坐在薛靜姝對面，看著桌子上一疊醫書，隨手拿起一本翻了翻，道：「皇

后難道要去太醫院就職？」 

薛靜姝原本準備起身行禮，可見皇帝已經坐下，又想起他之前說過兩人獨處時不必多禮的話，

她索性沒起身，仍坐在原地。「皇上昨晚不是說喝了酒那熏香就沒用了嗎？我在想能不能把那

方子改進一些。」 

皇帝點點頭，道：「其實昨晚前半夜雖未睡著，到後半夜皇后睡著後，我也很快入睡了。」 

薛靜姝一愣，面上很快發起熱來。若是之前，她只會覺得皇帝提起昨晚並非有心，但現在，

經歷過昨夜的事，她曉得皇帝有時也會有小小的惡趣味，這話中的意思就無法再純粹地去想

了。 

她盯著手中的書，想要當做沒聽見他的話。 

但是皇帝卻又道：「皇后今日身體如何？不知是否還酸軟？昨晚我給皇后穿衣，倒費了一番功

夫。」 

這下薛靜姝想躲都躲不得了，只得放下書，強撐著不讓臉紅起來，「我身體如何，陛下不清楚

嗎？」 

皇帝點點頭，煞有其事道：「是我的不是，讓皇后受了累，下次一定再輕些。」 

薛靜姝終於聽不下去了，打著叫人傳膳的藉口跑去了外殿。 

第二十三章 玩笑話正經話 

薛靜姝為了能在外殿多待一會兒，特地把傳膳的小內監叫來，把今日晚膳有哪些菜品、分別

是什麼做的、有什麼功效一一問過，直把那小內監問得兩股打顫，汗流浹背。 

她很快也發現自己無意間為難了人，雖說這些東西傳膳內監都必須記在心中，可她之前從未

問過，猛地來問，難免讓人措手不及。 

她讓內監退下，心中冷靜下來，又覺得自己這樣躲避的作法反而如了皇帝的意，說不定他現

在正在內殿偷笑她呢！ 

想到此，她很快整理好心情，命人擺膳。 

有皇帝在，一頓飯吃得肯定不如她自己一人時自在，她偏好素食，喜愛菌類，皇帝則每每讓



侍膳女官往她碟子裡夾各式各樣的肉，吃了禽肉吃魚肉，吃了魚肉又要吃獸肉，而且飯前還

必定得搭配一碗骨湯。 

她往往每樣吃一口，很快就飽了。 

皇帝一如既往的好胃口，桌上飯菜大部分進了他的肚子。 

這也是因自皇帝登基後，提倡節儉，把每餐六十四道菜一再砍半，減成十六道，不然恐怕他

再能吃也是吃不完的。 

飯後又上了一碗甜湯，今天是山藥馬蹄湯。 

薛靜姝在皇帝的注視下，不得已吃了小半碗。 

皇帝看她不情不願的模樣，道：「用了膳不要一直坐著，否則肚裡積食難消，皇后陪我去御花

園走走吧。」 

薛靜姝自然同意。 

兩人輕車簡從，也不備儀仗，穿著一身常服，身後跟著幾名宮人就出了棲鳳宮。 

御花園距棲鳳宮不遠，帝后二人並肩走在前頭，宮人不遠不近地跟在身後。 

此時已經將近三月，正是樹木吐芽、百花含苞的時候，御花園內的草木經過一個冬天的蟄伏，

此時都已經蓄勢待發，準備爭一爭春色。 

兩人步入一片李林，白色的李花綴滿枝頭，微風吹過，就如雪花一般漫天灑落。 

皇帝忽然指著一株老樹，道：「妳看這個印記。」 

薛靜姝上前仔細看了看，年歲久遠，看不清上面到底是什麼字。 

「這上面的字是什麼意思？」 

皇帝道：「這是我八歲那年刻下的，當時的身高。」 

薛靜姝沉默了一下，這個高度，與她現在的身高差不多。 

皇帝看她一眼，道：「我八歲時的飯量就是皇后現在兩、三倍之多，所以才能長到這個高度。」 

說來說去，還是說到她的食量上來了，下一步肯定又要給她加餐了。 

薛靜姝不服，道：「十數年過去，這樹肯定也長了不少，連帶陛下當年刻下的印記也一同升高，

實際上您當年的身高，肯定比這個矮些。」 

皇帝點頭認可，又道：「我如今比皇后高了一個頭不止，皇后再過兩年就不長了，該趁現在多

進些膳食，爭取再往上躥一躥。」 

薛靜姝蹙眉，「陛下身為男子，身量比我高些也是常理，陛下不知，我這身量，在女子中處於

中游，不高不矮正合適。」 

皇帝道：「我的身量在男子中居於上游，皇后卻只在中游，難怪妳我二人不易卯榫。」 

「什麼卯榫……」薛靜姝正疑惑，忽然想到一個可能，頓時消了音。 

她一臉難以置信地去看皇帝，卻只見他表情如常，似乎他的話沒有什麼深意，但實際上這話

又實在容易令她想歪了。 

她竭力鎮定，卻抑制不住面上燒紅，乾脆扭頭往外走，可惜她自己沒發現，那方向是往李林

深處去的。 

皇帝不緊不慢的跟上去。 

後頭伺候的人遲疑，不知是否應該緊隨而上。 

德祿心中權衡一番，揮手讓人與他守在林外。 



薛靜姝沒走多久就發現走錯了，可身後有皇帝的腳步聲，若她就這麼調轉回頭，豈不是讓他

看笑話？於是只得硬著頭皮繼續走。 

太陽漸漸西沉，火紅的晚霞燒了半邊天，薛靜姝不知不覺停下腳步，望著西邊天空微微出神。 

皇帝走到她身後，與她一同看向西邊。 

在這樣的美景下，她也忘了方才的彆扭，歎道：「真美！」 

皇帝偏頭看她，她白皙的臉龐在晚霞映照下滿臉緋紅。 

他忽然伸出手，薛靜姝下意識躲開，疑惑地看著他。 

皇帝道：「頭髮上沾了花瓣，我給妳拈掉。」 

薛靜姝便略略低頭，乖乖站著不動。 

皇帝將花瓣拿下時，手指頭似乎輕輕刮過她的臉頰，但又好像只是無意。 

薛靜姝還來不及釐清，皇帝的手已經繼續往下，極自然地握住她的手，牽著往外走。 

「天快黑了，出去吧。」 

她試圖把手縮回來，「皇上，讓我自己走吧，這樣拉著您也不好走。」 

皇帝回道：「天黑路滑，園內小道泥濘坎坷，皇后當心摔了，還是讓我牽著安心些。」 

薛靜姝無言地看了看天色，雖太陽已經下山，可離皇帝說的天黑路滑還有一段時間吧。 

李林外，德祿看著帝后一前一後入內，出來時卻手拉著手，心中慶幸方才沒有不長眼跟進去。 

回到棲鳳宮，女官來請示，浴湯已經備好，皇后是否此時入浴？ 

薛靜姝下意識看了眼皇帝，見他已經拿著書看上了，似乎沒注意到這邊的樣子，才輕輕點頭。 

前兩次她與皇帝行房後，只在浴桶內淨身，實際上在棲鳳宮偏殿有一座丈餘見方的浴池。 

此時池內已經蓄滿熱水，因為這季節沒有鮮花，浴池裡撒著宮內特製的乾花，那乾花泡了水

之後慢慢舒展開來，仍如鮮花一般鮮豔。 

薛靜姝步入池中，舒適地歎了口氣。 

之前沐浴，身上都酸軟難耐，昨晚甚至還有些神志不清，她都許久沒有好好享受過這份愜意

了。 

只是她一想到皇帝還在殿中，倏地感到不安，總覺得他會突然闖進來。 

雖說皇帝在她面前，說話行事仍然與從前差不多，可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在她心裡，覺得

皇帝說的話都別有深意，他正經的表情有時候未必是正經。 

但她又沒有任何證據，每次懷疑完皇帝後，就要再懷疑一次自己，會不會是她想多了？ 

就如剛才李林內的卯榫之說，她覺得皇帝是在暗指兩人行房時因體型差異不太契合，可理智

上又覺得，皇帝不可能真的在大庭廣眾之下說這種話，肯定是她多想了。 

待她沐浴完，讓宮人扶著出去，見皇帝仍在看書，心道果然是她胡思亂想。 

皇帝忽然念道：「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侍兒扶起嬌無力，始是新承恩澤時。」 

薛靜姝，「……」 

她實在忍不住了，上前看了一眼，皇帝手中確實是一本詩集，於是心中又開始糾結難解。 

為了避免煩心，她索性拿了一本醫書遠遠躲開。 

但是夜晚安寢，又難免要睡在一塊。 

帝后大婚頭三晚要同床共枕，但是三天之後便不作要求了，皇帝愛歇在哪裡就歇哪裡。 

有些時候皇后不受寵，甚至從此以後只有初一、十五才能盼來皇帝。 



眼下倒沒這個問題，因皇帝處理完政務直接來了棲鳳宮，又一直陪著皇后到現在，自然沒有

不長眼的人上來請示今晚下榻何處。 

皇帝躺下後，第一件事就是伸手抱皇后。 

薛靜姝都快熟悉這個硬邦邦的懷抱了，從一開始的僵硬推拒，到現在皇帝來抱她就順勢靠過

去，也不過才幾個晚上而已。 

她鼻尖嗅了嗅，道：「陛下今晚未讓人燃香？」 

皇帝道：「香已經熏完了。」 

薛靜姝再次驚異於他的使用速度，無奈道：「我的箱子中還有一些，陛下先鬆手，我命人取出

來。」 

皇帝卻不鬆手，「不用香，有皇后也是一樣。」 

「我今日沐浴時用了乾花，恐怕身上熏香的味道早就被沖淡了。」 

「沒關係，」皇帝道：「我嗅得用力些，還是能嗅出來。」 

薛靜姝沉默了一會兒，忍不住問他，「陛下是說正經的，還是在說笑？」 

皇帝看著她，十分正經道：「我從不說笑。」 

薛靜姝用更加懷疑的眼神看著他好一會兒，在他懷裡轉了個身，背對他，「既然陛下不焚香，

那就不焚吧，只希望等我今夜醒來，陛下是在睡夢中，而不是如昨晚一般乾瞪著眼。」 

皇帝卻動手把她轉過來面對他，「皇后為什麼要背對我？就算今晚如昨夜一般難眠，也不必擔

心，畢竟昨晚後來我還是睡著了，只是辛苦了皇后。」 

薛靜姝沒聽完這話又背過身去，她這次還用手抓著床單，任皇帝怎麼轉也不肯再轉過身去。 

她下定決心，今晚不和皇帝說一個字了。 

他不是最正經，從不說笑的嗎？ 

那就正經到底，別再開口了！ 

皇帝盯著她的髮頂看了許久，久到薛靜姝以為他消停了，準備睡了，結果皇帝忽然雙手在她

身體兩側一撐，整個人借力翻進內側，又與她面對面、眼對眼。 

薛靜姝，「……」 

最終，兩個人還是抱著睡了一夜。 

 

 

次日清晨，皇帝先醒來，見懷中薛靜姝還在睡，就輕手輕腳地把她放到一邊，小心下了床。 

女官正要進來服侍，他卻出手制止，無聲地讓她們把龍袍放下，自己一件件拿起來穿。 

不過薛靜姝還是醒了，她看看外頭，天空暗沉沉的，一絲光線也沒有。 

皇帝聽到動靜，回頭道：「把妳吵醒了？再睡一會兒，還早。」 

薛靜姝搖搖頭，慢慢坐起來，披著外衣走到皇帝面前，拿過托盤裡的玉腰帶替他扣上。 

皇帝低頭看她，見她眼皮低垂，長長的睫毛像兩把小扇子，面上不施粉黛，白皙的肌膚在燭

光下泛著微微的紅暈。 

他道：「皇后睡了這一夜，氣色比昨天好了許多，果然之前是我的不是，讓皇后太過受累了。」 

薛靜姝掀起扇子一樣的睫毛，面色如常地看了他一眼，又垂下去。 

她想了一夜，總算是想明白了。不管這人到底是真正經還是假正經，對於他說的話，不論自



己心裡怎麼想，面上定不能露出怯意，否則要給他看笑話了。 

皇帝又道：「我昨夜也睡得極香，多虧了皇后。」 

薛靜姝仍然不說話。 

皇帝見她不理，正準備再說點什麼，恰好德祿提著食盒進來，薛靜姝順勢走到一邊，他只得

停住話。 

皇帝每日卯時起床，辰時上朝，若上朝前吃得太飽，難免有五穀輪迴的困擾，若什麼也不吃，

腹中飢餓，屆時在朝堂上嘰哩咕嚕地響起來，實在有失面子。 

因此上早朝之前，他便先進一點羹湯，等到下了朝才開始用早膳。 

今日的湯是銀耳蓮子羹，銀耳燉得爛爛的，湯熬得稠稠的，裡頭又加了些紅棗、枸杞等，看

著就讓人有食慾。 

皇帝拉著薛靜姝坐到桌邊，給她也盛了一碗，「先吃一點墊墊胃，一會兒回去再睡一覺，時辰

還早。」 

薛靜姝輕輕點頭，「陛下忙完政務，記得及時用膳，可別耽誤了。」 

皇帝道：「這話正是我想對皇后說的。」 

薛靜姝看了他一眼，又不說話了。 

皇帝喝完湯，又看著薛靜姝躺下，才帶著德祿和幾名小內監去了崇德殿。 

薛靜姝躺在床上，並沒有多少睡意。昨晚睡得早又一夜無夢，今天雖起得早，卻並不覺得困

倦。 

皇帝剛才說他睡得香，其實她自己在皇帝懷中又何嘗不是這樣？ 

以往一個人睡，她覺得冷，總是睡不安穩，有時候半夜醒來，被窩裡還是冷的。 

而現在不論夜裡什麼時候醒來，渾身上下都是暖暖的，自然睡得好。 

既然睡不著，她也不強迫自己入睡，腦子裡又想起別的事。 

昨天去見太皇太后，除了陪她說了些閒話以外，太皇太后也跟她提了一件事。 

這算起來也是慣例，皇帝大婚後，皇后一般會設宴招待朝中誥命夫人，明面上是皇恩浩蕩，

實際上也是告知她們，從此中宮有主了。 

有些時候，這場宮宴甚至是皇后與后妃們籠絡幫手的地方。 

畢竟花無百日紅，就算此時再得寵，總有色衰愛弛的時候，有些后妃就會在此時物色大臣之

女，等她們將來入了宮，就網羅到自己帳下，為其固寵，而新入宮的女子則能由此得到一些

庇護。 

這是眾人心照不宣的規則。 

因此，這場宴會上除了各位誥命夫人外，還有許多美貌少女。 

太皇太后昨日說過，眼下正是開春踏青的好時節，不如就在御花園裡辦一場迎春宴。 

薛靜姝此前只協助太皇太后辦過一場元宵宴，而且大多是太皇太后在說，巧嬤嬤吩咐宮人去

佈置，她只是在一旁旁觀，因此沒有多少經驗，心中也就沒底。 

她躺在床上想了一會兒，到底還是起身。 

宮人們聽到動靜，立刻進來服侍她更衣。 

她把宮中負責設宴的幾位女官叫來，詢問她們以往宮宴的流程、規格等等，與女官們討論了

將近一個時辰，薛靜姝心中才有了一個大概的設想，匆匆用過早膳就去了長樂宮給太皇太后



請安，順便把自己的想法說給她聽，徵求她的意見。 

太皇太后聽了直點頭，說：「妳做事我是放心的，雖說沒有經驗，可這宮裡有經驗的人多了，

妳多問問她們，多讓底下人去做事，自己控制大局就好，若什麼事都事必躬親，那可就要把

自己累壞了。妳若實在不放心，我讓阿巧去幫妳幾天。」 

薛靜姝忙道：「這怎麼行？皇祖母是一刻也離不開巧嬤嬤的，不必讓嬤嬤隨我去，我若有什麼

不懂的地方，多來皇祖母宮中跑一跑，您別嫌我煩就好了。」 

太皇太后假裝不高興道：「整天說這種話，妳看我什麼時候嫌妳煩過？」 

薛靜姝輕笑道：「我知道，皇祖母心裡疼我呢。」 

太皇太后也笑了，又說：「我疼妳，還不是因為妳招人疼，妳這孩子，心裡總是想著別人，卻

沒為自己多想一下。有句話皇祖母昨天就想問妳了，眼下皇帝不在，咱們不必顧忌什麼。姝

兒，妳跟我說句實話，這幾日在宮中，可曾受了委屈？」 

薛靜姝搖了搖頭，輕聲道：「沒有，皇祖母對我很好，陛下對我也很好，宮裡的人都恭恭敬敬

的，伺候得很周到，沒什麼不妥的地方。」 

太皇太后道：「我就知道妳盡揀好話說。別人不提，皇帝的性子我是知道的，他雖本性是好的，

但自小性格擺在那裡，不是個小意貼心的人，妳心裡若有什麼委屈、有什麼悶氣，一定要跟

他說出來，否則指望他自己明白，那得等到猴年馬月。 

「夫妻間若沒有什麼話是不能說的，那這對夫妻就能長長久久；若妳有話憋著不說，他有話

也藏在心裡，將原本一點點小小的誤會，像滾雪球一般滾成不可調和的矛盾，那就傷感情了。

須知感情這東西最是脆弱，禁不起傷。傷多了，就淡了，人心也就冷了。」 

薛靜姝點點頭，「皇祖母放心，這話我記下了。」 

太皇太后又道：「還有這宮中伺候的人，這些年宮裡沒人主事，我年紀大了，精力也不足，管

不了那麼多。我知道有些偷雞摸狗的，背著主子做下見不得人的事，這些妳都抓出來，不必

看在誰的顏面上。妳年輕臉薄，不好處置他們，都放著讓我來，趁皇祖母還活著，還能為你

們做一點事情。」 

薛靜姝聽了眼眶發紅，輕聲道：「皇祖母可不要這麼說，我還想讓您多陪陪我呢！」 

太皇太后輕歎一聲，憐愛地摸了摸她的頭。 

 

 

從長樂宮出來，薛靜姝心中對設宴的想法越發完善。 

回到棲鳳宮中，她擺出筆紙，將自己的想法一一寫下來，又交給幾位女官傳閱，聽取她們的

意見後再進行修改。 

等到了午膳時間，這場迎春宴大底已經定了下來，之後需要確定的就是將要邀請的人選。 

這個不需要薛靜姝自個兒去做，自有侍禮女官將名單呈上來，她只需看過，確定無所遺漏就

行。 

皇帝還在忙政事，不能過來與她共進午膳。 

薛靜姝一個人吃著十六道菜，有些只吃了一口，有些連筷子都未動過，但她卻已經飽了。 

看著滿滿一桌幾乎未動過的菜肴，她忽然有些懷念皇帝的好胃口。 

另一頭，崇德殿內，皇帝的午膳也剛擺上來。 



沒了薛靜姝在旁邊，他進食的速度比之前更快了些，一雙筷子使得出神入化，幾乎讓人看不

清蹤跡。 

他正吃著，忽然想起什麼，對德祿道：「你派個人去棲鳳宮問問，皇后午膳用了什麼，用了多

少，餐前的湯喝了沒有。」 

德祿領命退下，到殿外招來一個機靈的小內監，對著他好一番交代，讓他一定要找女官問得

清清楚楚，除此以外，若能見到皇后一面更好。 

那小內監心中不太清楚為什麼，但還是牢牢記下德公公的吩咐，小跑著往棲鳳宮而去。 

等他再回來，皇帝已經用完午膳了。 

德祿將小內監帶進內殿，小內監恭恭敬敬地跪在地上，將之前皇帝提的問題一一回答。 

等他說完，皇帝卻沒立刻讓他起身。 

小內監跪了一會兒，冷汗直流，兩腿也開始打顫。他面色蒼白地往德祿那兒看，眼中滿是求

助神情。 

德祿朝他做了個安心的手勢。 

皇帝放下手中的奏摺，又拿起另一本，這才慢聲問道：「皇后臉色如何？」 

小內監忙道：「娘娘氣色紅潤，看著精神好得很。」 

皇帝略一點頭，接著批摺子。 

小內監心中又開始惴惴不安。 

德祿恨鐵不成鋼地看著他，嘴裡做著口型。 

小內監看得辛苦，忽然腦中靈光一現，忙道：「陛下，娘娘還問了陛下。」 

「哦？」皇帝抬頭看他一眼，「皇后說了什麼？」 

那小內監道：「娘娘問陛下是否用過午膳了，還讓奴才提醒陛下多多休息。」 

皇帝不置可否，這才道：「退下吧。」 

小內監如蒙大赦，忙躬身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