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三姑娘回家了 

元豐五年，臘月。 

大雪數日不停，道上積雪盈尺，又被來往車輛行人踏得結結實實。 

都城十里外，一列車隊從山後轉出，馬車輪子咯吱咯吱的響，在來路上留下兩道

淺淺的車轍。 

外頭寒風刮骨，車內也沒多少暖意。 

丫鬟柳兒從水囊裡倒出一杯溫熱的薑茶，塞進薛靜姝手中，期間碰到她冰涼的指

尖，止不住地心疼道：「小姐，我讓他們慢一點吧，風都從縫隙裡鑽進來了，擋

也擋不住，再吹下去，妳會生病的。」 

薛靜姝接過薑茶，淺淺呷了一口，輕輕搖頭，「他們也是受人之命，迫不得已。」

說著，她又鬆開身上厚實的披風，「柳兒，妳別在風口坐著了，既然擋不住，不

如過來和我一起取暖，兩個人在一塊，不比一個人暖和？」 

「哎。」柳兒想想也是這個道理，小姐打小身子不好，雖不至於藥不離口，可看

著總比尋常人孱弱幾分，就算是六月暑天，那手伸出來也是冰涼冰涼的，更不要

說如今這寒冬臘月了。 

兩人居住在城外山上，雖說一應用度都由城內薛府送來，可府裡的下人慣會捧高

踩低，頭幾年送來的分例都還是足量的，慢慢地，看小姐似乎回府無望，二老爺

二夫人又將心思轉到別的小姐少爺身上，他們便越發輕狂怠慢起來，送來的東西

不是缺斤短兩，就是以次充好。 

今年冬天格外寒冷，取暖的炭不夠，為了少燒一個炭盆，她和小姐兩個已經在一

個被窩裡睡了大半個冬天了，眼下小姐只是讓她過去一塊取暖，她自然不會拒絕。 

兩人並排坐在一起，用手捏緊披風兩邊，裹成一個大大的蠶繭。 

柳兒吸吸鼻子，道：「小姐，妳身上有股松香味，好像咱們山上的味道。」 

「是嗎？」薛靜姝也嗅了嗅，沒嗅出什麼不同，「松香沒聞出，倒是聞見了甜甜

的桂花香，柳兒，妳是不是又藏了吃的？」 

「哎呀。」柳兒捂起臉，「又被小姐發現啦。」 

薛靜姝輕笑，「我又不笑話妳。」 

柳兒笑嘻嘻地從懷裡掏出個油紙包，攤開來，裡頭整整齊齊地放著十幾塊桂花

糕，「這是我昨晚剛做好的，本打算今天和小姐賞雪吃，沒想到府裡會突然來人。」 

她說著，臉上笑容漸漸淡去，眉眼間含了些擔憂，「小姐，妳說老太爺突然傳我

們回去，是為了什麼？」 

十年前老太爺以小姐身子不好，需要靜養為由，將她移到城外庵堂居住。 

原本跟來伺候的人有十來個，後來那些人耐不住寂寞，又見前程無望，便都使了

手段調回去，只有她不是薛府家生子，又覺得山上比府裡自在，一直留到現在。 

她和小姐兩個相伴過了十年，感情不是尋常主僕比得，倒像是姊妹一般了。 

今日一早府裡管事急急上山，說是奉老太爺的命，請小姐立刻回府，她們兩人早

飯都未用完，就匆匆上了馬車。 

好在她為了今日賞雪，提前備了薑茶和點心，不然這一路更加難熬。 



薛靜姝用帕子拈了塊桂花糕，小心咬了一口，淡淡道：「祖父這麼做，自然有他

的緣由，咱們照辦就是。不過……柳兒，府裡不比山上，人多規矩大，我又不能

時刻在妳身邊，妳記得，定要謹言慎行，不要多聽、不要多說、不要多看。若實

在不巧撞上了誰，也不要逞強，該示弱時先示弱，千萬要等到我去幫妳解圍。」 

柳兒斂容正色，「小姐妳放心，我都記得，一定不會惹禍。」 

薛靜姝點點頭，「我知道妳有分寸，就怕別人不安好心，故意來挑刺。咱們離府

這麼久，府中的情況又不瞭解，萬事小心為上。」 

「好。」柳兒乖乖應下，心裡卻有幾分酸澀。 

按說小姐是薛府二房嫡出長女，父母雙親俱在，本該受盡萬千寵愛，嫁一個如意

郎君才是，可偏偏當年因為老太爺一句話就被發配城外。 

一開始二老爺、二夫人還時常派人來探望，慢慢地，許是孩子多了，又或者親緣

淡了，派來的人也只是敷衍，走個過場。 

親生父母尚且如此，更不說別人，難怪小姐回自己家，都要這樣慎之又慎。 

 

一行人緊趕慢趕，終於在午時回到城中。 

馬車在鬧市前行許久，轉進一條安靜的街道，沒多久，又拐進一條小巷，巷子裡

的雪被清掃乾淨，馬蹄踏在青石板上，耳旁俱是回聲。 

柳兒從披風裡鑽出來，輕聲道：「小姐，要到了。」 

薛靜姝道：「還未叫我們下車，妳再進來焐一會兒。」 

柳兒搓搓手，伸過去握住她的，「我不冷，妳看，我手熱著呢。」 

薛靜姝看了看她身上半舊的襖子，「既然回來了，這次總要讓他們給妳做一身新

衣裳。」 

柳兒替她將披風重新繫好，頭上的髮髻玉簪也檢查一遍，覺得挑不出錯處了才坐

到門邊去，「我的衣服夠穿了，倒是小姐這件披風，穿了五六年了，今年該重新

做一件才是。」 

兩人正說著，馬車慢慢停了下來，一陣急促的腳步聲由遠及近，停在車外。 

「可把三姑娘盼回來了，您請下車吧。」 

柳兒撩起簾子跳下去，外頭站著個四五十歲的婆子，穿金戴銀，打扮富貴，看著

有些面熟，她卻一時想不起來此人。 

薛靜姝卻有點驚訝，扶著柳兒的手下車，面上不動聲色，「夏嬤嬤，怎敢勞動您

出來迎我。」 

夏嬤嬤見了她便是一怔，隨即滿臉堆笑，話音仍是急切，「三姑娘莫要折煞老奴，

老太爺、老太君都在正廳候著呢，您快隨老奴進去吧。」 

說著就把薛靜姝迎上一頂轎子，四個家丁隨之抬起，走得又急又穩，柳兒也只好

屏著氣，快步跟上。 

薛靜姝聽聞祖父祖母都在等她，心裡更是起了波瀾，她一個放置在外十年，無人

問津的孫女，哪裡值得祖父祖母這樣看重？除非…… 

轎子一路抬進前院才放下，不等柳兒上前，已有兩個穿紅戴綠的丫鬟搶先一步。 



薛靜姝扶著她們的手下轎，只來得及給了柳兒一個安撫的眼神，便被眾人簇擁進

正廳。 

「來了來了！」 

「可算是盼到了！」 

丫鬟打起錦簾，屋內暖洋洋的熱氣湧出。 

薛靜姝踏進去瞧了一眼，只見主座上端坐一位威嚴老人，正是她的祖父。 

祖父右手邊坐著一位內監，看其衣著，品階不低，左手邊則是她父親以及叔伯們。 

許是聽到動靜，屏風後繞出一群盛裝打扮的婦人，是老太君、各房夫人以及小姐

們。 

薛靜姝見到這架勢，越發肯定了心中的猜測，她低眸垂首緩步上前，盈盈下拜，

「孫女靜姝拜見祖父、祖母……」 

不待她一一說完，薛老太爺已遣了夏嬤嬤扶她起來，「事急從權，這些虛禮就不

必講究了，快來見過福公公，公公乃是太皇太后宮內的掌宮太監，此次奉了太皇

太后之命出宮，已在此等候一個上午了。」 

薛靜姝應了聲是，微微轉過身又要行禮。 

福公公笑咪咪道：「薛姑娘不必多禮，老奴奉了太皇太后口諭，既然姑娘回來了，

那便接旨吧。」 

這話一出，屋內叮叮噹噹跪了一片。 

「太皇太后口諭，宣承恩公嫡次孫女薛靜姝，即刻入長樂宮覲見！」 

果然如此，薛靜姝已有預料，因此並不十分意外，只是心頭不免一沉。 

她恭恭敬敬地又行一禮，說道：「臣女薛靜姝領旨，太皇太后千歲千歲千千歲。」 

禮罷起身，就聽福公公道：「薛姑娘這就隨老奴一道進宮吧。」 

周老太君扶著丫鬟的手站穩，忙道：「公公且慢，且容我這孫女去後院梳洗一番。」 

自方才進門，福公公便看清楚了，這薛家三姑娘的衣著打扮，與滿堂富麗格格不

入，也與薛家其他小姐的裝扮相去甚遠，似乎正如傳聞所言，這位小姐在薛家並

不受重視，但依她的容貌，恐怕今天進宮之後，一切便要有翻天覆地的變化了。 

他心裡轉過許多念頭，面上仍是笑呵呵的，「只怕太皇太后等急了。」 

「這……」周老太君擔不起讓太皇太后久候的罪名，只得道：「也罷，芸香，快

去將我那件鑲邊銀狐斗篷取來給三姑娘穿上。」 

「是。」邊上一個俏麗丫鬟福了一禮，轉到屏風後，取出老太君今天穿的斗篷，

給薛靜姝換上。 

周老太君又道：「慧香，宮裡的規矩妳知道，妳隨三姑娘進宮，要小心伺候。」 

又有一個高䠷的丫鬟應了是，低頭行至薛靜姝身後。 

再沒說話的閒暇，薛靜姝跟著福公公出了院子。 

柳兒還候在外面，見這架勢，不敢貿然上前。 

薛靜姝對夏嬤嬤道：「嬤嬤，勞煩您喚個人帶我這丫頭下去休息。」 

見夏嬤嬤應下，她又對柳兒點了點頭，一行人匆匆踏著雪離去。 

 



 

長樂宮內，太皇太后在宮人的伺候下用過午膳，又讓宮女扶著在殿內走了幾圈，

才緩緩靠在軟榻上。 

她見伺候了自己幾十年的巧嬤嬤正抹眼淚，笑了笑，道：「阿巧，哭什麼？」 

巧嬤嬤應了一聲，從小宮女手中接過美人拳，「老奴是高興，您的身子越來越好，

等開了春，就能去御花園賞花了。」 

太皇太后閉著眼養神，聽見這話，只是將嘴角往上勾了勾，「阿福還沒回宮？」 

「是，這雪下個不停，許是路上耽誤了，說不準眼下已經到了宮門外。」 

太皇太后輕應一聲，又問：「皇上那兒傳午膳了嗎？」 

巧嬤嬤輕輕點頭，「傳了，方才崇德殿的德祿來傳話，陛下剛與臣工們商議完政

事，等用了午膳，便來給您請安。」 

太皇太后歎道：「他是個孝順孩子，妳派個人去叮囑一聲，讓伺候的人都機靈些，

外頭天冷，別讓皇上受了寒。」 

「是。」巧嬤嬤躬身退到殿外，招來一名內監交代一番，讓他去崇德殿傳話。 

外頭寒風刮得急，早上才清掃乾淨的地面，這會兒又積了巴掌厚的雪。 

巧嬤嬤瞇著眼往宮門外看，漫天飛舞的雪花，看不清遠處的景物，她正準備轉身

進殿，卻見一名小內監急匆匆從朱紅的宮門外跑進來。 

巧嬤嬤忙問：「是不是福公公回來了？」 

小內監喘了口氣，道：「回嬤嬤的話，公公已經進了西門了。」 

巧嬤嬤點點頭，快步走進內殿。 

太皇太后靠在軟枕上，膝上披著細毯，手裡捧著小暖爐，似乎睡著了。 

巧嬤嬤斟酌一下，正準備退出去，卻聽她道：「我聽到動靜，是不是阿福來了？」 

「是，已經進西門了。」巧嬤嬤回轉上前。 

太皇太后慢慢睜開眼，「扶我坐起來吧。」 

 

一行人很快到了殿外，福公公進去覆命，薛靜姝候在階下。 

他們乘坐軟轎進宮，在宮牆外便下了轎，一路徒步疾行，又有風雪攔路，於薛靜

姝的身子而言，是極大的考驗，好在並未讓她在雪中久等，很快便有宮人出來傳

喚。 

方才進宮路上，慧香已經大致將宮裡的規矩跟她說了，眼下她垂首跟在宮人身

後，緩緩步入殿內。 

一進門，迎面暖香襲來，驟然間冷暖交替，喉間猛地發癢，她差點就要咳起來，

忙強自壓下，一股熱氣從體內漫上臉頰，讓她蒼白的臉色多了幾分紅潤。 

她緩了緩，恭敬下拜，「臣女薛靜姝拜見太皇太后，太皇太后千歲千歲千千歲。」 

「快扶起來，」太皇太后道：「賜座。」 

宮女搬了個繡墩來，薛靜姝又要拜下謝恩。 

太皇太后道：「不必多禮，孩子，坐到我邊上。」 

「是。」薛靜姝緩步輕移，規規矩矩坐在繡墩上。 



太皇太后又道：「抬起頭來讓我看看。」 

薛靜姝依言抬頭，眼睫仍是低垂，不敢四處張望。 

她的長相有幾分似她娘，她娘是二十年前都城內出了名的美人，她卻比娘親更加

出色，溫婉出塵的容貌，因在雪中凍了許久，身上也帶了幾分清列冷意，越發動

人心魄。 

太皇太后止不住地讚道：「好一個冰雪水靈的姑娘。」 

薛靜姝微微低頭，似有幾分羞意。 

太皇太后語氣越發和善，「好孩子，不必拘束，說起來妳還需喊我一聲姑祖母呢，

都是一家人。」 

太皇太后也姓薛，是承恩公薛老太爺嫡親的姊姊，論輩分，薛靜姝的確該稱她為

姑祖母，不過眼下，她倒不認為太皇太后是真的讓她如此稱呼，只輕輕點頭，「是。」 

「今年多大了？」 

「十七。」薛靜姝道。 

一般女子十四歲開始議親，早則十五，晚則十六便要出嫁，如她這般到了十七歲

家裡還沒提起的，並非常態。 

太皇太后卻只點了點頭，又問：「我聽聞妳這些年離家住在城外，平日裡都做些

什麼？」 

薛靜姝道：「庵堂內日子清閒，往日只看幾本雜書打發時間。」 

尋常女子待字閨中，不說琴棋書畫樣樣精通，總要有一兩樣會的，女紅針線不要

求精湛，但關鍵時候也要拿得出手。 

她在山上無人教導，也沒有富餘的錢銀去買那些東西，只看著庵堂內的雜書，懂

了點岐黃之術的皮毛，天氣好時跟柳兒兩個去山裡摘點草藥木料，玩一樣自學調

香，今天馬車上柳兒說她身上帶著松香，大約就是昨日沾上的。 

若是尋常大家閨秀，這個回答肯定不能讓人滿意，太皇太后卻點了點頭，贊同道：

「不錯，咱們這樣的人家，不需要像別人一樣，這個要學、那個要沾，還要伺候

的人做什麼？看點書明些事理，養養性子最重要。平日裡都看什麼書？」 

薛靜姝挑著說了幾本，其中有佛經，也有藥經。 

太皇太后笑道：「妳這小姑娘看的書和我這老太婆差不多，也是妳我有緣，日後

妳便多進宮來陪陪我，咱們也論論經。」 

薛靜姝正要回話，殿外傳話的內監忽然高聲道：「皇上駕到—— 」 

她心頭一跳，記起慧香的話，從繡墩上起來，垂首跪在地下。 

第二章 態度改變態度 

殿內無聲無息跪了一片，只有太皇太后仍坐在上首。 

一個沉穩的腳步聲由遠及近，很快就跨進殿裡來。 

薛靜姝低著頭，只看見一雙繡著金龍的皂靴從她身邊經過，帶來屋外一絲寒意。 

「起吧。」皇帝目不斜視越過眾人，來到太皇太后座前行了個禮，「孫兒給皇祖

母請安，皇祖母今日感覺如何？」 

薛靜姝站起來退到一旁，沒有再坐。 



太皇太后招招手，讓人給皇帝搬椅子，一邊笑道：「許久沒有這樣有精神過了。」 

巧嬤嬤在旁大著膽子插嘴，「太皇太后今日足足用了一碗珍珠米粥，又在殿內走

了一盞茶時間，精力看著還很足吶。」 

「哦？果真如此，李太醫當賞。」 

太皇太后往旁邊看了一眼，「我看和太醫無關，來來去去吃的還是那些藥，沒見

哪個真有華佗的本事，我呀，就是心情好，心裡暢快了。」 

她為何高興，皇帝心裡一清二楚，此時他才跟著看向站在邊上的薛靜姝。 

太皇太后忙道：「皇上可知這位姑娘是誰？」不等皇帝回答，又道：「她就是承恩

公嫡次孫女，說起來，還是你的表妹。」 

薛靜姝見他們提起她，只得又上前跪下，「臣女薛靜姝拜見皇上。」 

太皇太后道：「快坐下，自家人不必多禮。」 

薛靜姝再次坐回繡墩，她能感覺有好幾道目光落在她身上，打量的、審視的、評

估的，不一而足，這讓她覺得如芒在背，卻又無可奈何，面上只得更加沉靜。 

巧嬤嬤見場面沉默，試探道：「老奴方才見太皇太后與薛姑娘說話，說得可投緣

了，難得見您這樣開懷。」 

太皇太后笑道：「這孩子乖巧，對我胃口。皇上你方才說要賞李太醫，若真要賞，

我看該賞你表妹才是！」 

兩人這樣唱和，皇帝不想抹了太皇太后的面子，便道：「薛姑娘想要什麼賞賜？」 

薛靜姝忙輕聲道：「太皇太后慈愛仁和，萬金之軀自有天佑，臣女不敢居功。」 

太皇太后道：「傻姑娘，我給妳掙了個賞妳還不要，須知過了這村可就沒這店啦。」 

薛靜姝嘴角噙笑，只是搖頭。 

太皇太后便道：「賞賜可以不要，不過皇上，你和你表妹是初見，這見面禮可不

能省，是不是？」 

皇帝知道太皇太后無非是要他表個態，表明他對面前的女子滿意，並且通過賜

禮，讓整個都城的人都知道他對她的滿意。 

皇帝對此沒什麼異議，本來這名女子能夠站在這裡，就是他對太皇太后退讓的結

果，既然已經退讓，那這表面功夫不妨做到底，權當讓這唯一與他親近的長輩高

興。 

他衝身後的內監道：「擬旨，賜承恩公嫡次孫女，珍珠一斗，寶石一匣，玉如意

十柄，錦緞二十匹，金百兩。」 

那內監快速記下，又躬身退了出去，顯然是去開庫準備了。 

薛靜姝只好趕緊跪下，「多謝皇上。」 

皇帝擺擺手，讓她起來。 

這賞賜於皇家來說不算厚重，可單單作為見面禮，又著實不薄。 

太皇太后對此心滿意足，她久病未癒，強撐著說了這許多話，眼下精力就有點不

足了，又見目的已經達到，便不再掩飾疲態，「好了，我也累了，不留你們，皇

上，你替我送送這孩子吧。」說著不等皇帝說什麼，又對巧嬤嬤道：「阿巧，扶

我去休息。」 



皇帝道：「皇祖母好好休息，孫兒改日再來。」 

薛靜姝站起來行了一禮，見太皇太后去了後殿，皇帝又往外走，她想了想，只得

低頭跟上。 

皇帝身材高大，昂首闊步，一個步子抵得上薛靜姝兩個，轉眼就出了大殿，站在

迴廊下。 

薛靜姝從後頭看了他一眼，到了現在，她已經可以確定今日被宣進宮的目的—— 

太皇太后恐怕要召她入後宮，而皇上本人對此並不樂意。 

她雖長年住在城外，可天下易主這樣的大事多少有所耳聞，六年前先帝病重，眾

皇子間的鬥爭從暗裡轉至明面，當時最有希望榮登大寶的，是楚貴妃所出的大皇

子，和王皇后所出的太子，兩位皇子以及兩家外戚也早已撕破臉皮，到了你死我

活的地步。 

所有人都在等，等著看誰是最後的贏家，是這天下真正的主人，但誰也沒料到，

最終從那場權力傾軋中走出的，是最默默無聞、最無背景的六皇子。 

這位皇子一登基就展現出非凡的手段，短短幾年時間便將整個朝堂牢牢掌控在手

中，當年那些或驚才絕豔、或出身高貴的皇子，早已在時光的洪流中，慢慢被人

拋至腦後。 

今上的才能、胸襟與城府無一不讓人誇讚，唯有一點令臣工們憂慮，便是他登基

至今，後宮仍空無一人。 

在皇帝還是皇子時，因生母地位卑微，外家人丁凋零，他也不曾表現出過人的能

力，所以並不受先皇重視。 

等到了成親的年紀，生母先一步去世，他請命為其守孝三年，先皇見是個不討喜

的兒子，也不多問，由著他去。 

三年後孝期剛過，卻又逢先皇駕崩，皇帝召告天下，又要為先皇再守三年，直到

兩年前才出孝期，那時皇帝已經二十有一，朝堂上便有人提起封后冊妃之事。 

皇帝聽聞，當場並沒有表現出不豫之色，然而數日之後，上書的大臣便因各種事

由被人參奏，或徇私、或受賄、或為家人所累，結局無外乎撤職丟官，更有甚者

連項上人頭也不保。 

幾次之後，大臣們摸清了皇帝脾氣，更愛惜自己一條老命，再也沒人敢去老虎頭

上拔毛，廣納後宮之事就一年年耽擱下來，但與此同時，關於皇帝的各種隱晦傳

言，也在都城各大家之間暗暗流傳開來。 

當然，薛靜姝並不知曉傳聞，她只知今日的事皇帝不樂意，她自己也絲毫不覺得

歡喜。 

只可惜她的意願，從來都不重要。 

尋思間已到了殿外，只見皇帝負手立在殿前，不知是外頭天寒還是什麼，他的背

影看起來比方才更加冷肅幾分。 

雖然太皇太后說讓皇帝送送她，但薛靜姝並不敢認為是真的要他送，因此福了福

身，輕聲道：「皇上，臣女告退。」 

皇帝側過身，目光落在她身上。 



薛靜姝微微一僵。 

皇帝很快轉開眼，語氣平淡沉穩，「德祿，備轎送薛姑娘出宮。」 

「是。」德祿躬身應下，急急往長樂宮外走去。 

「多謝皇上。」薛靜姝遲疑了一下，不知是該去宮門外等待，還是傻站在皇帝身

後。 

她輕輕往慧香那兒瞥了一眼。 

慧香微微搖頭，表明她也不知。她小時候跟宮裡出去的嬤嬤學過規矩，嬤嬤曾說

過，宮裡除了嬪位以上的主子，別的人是沒資格用轎子代步的，她不清楚如她們

三姑娘這般到底是什麼情況。 

好在沒有讓薛靜姝為難太久，皇帝從內監手裡接過大氅，率先踏入雪中，「一起

走走。」 

薛靜姝戴上斗篷寬大的帽子，跟了上去。 

連下幾日的大雪，到現在才有停歇的勢頭，天空中飄下一些零零碎碎的雪花，被

風一吹，直往人臉上撲。 

出了長樂宮，外頭停放著陣仗威嚴的御輦，十幾個宮人垂首立在御駕旁，皇帝並

沒有上輦車的意思，薛靜姝只好跟著走在他後頭，那十幾名宮人抬著空御輦跟在

最後。 

 

長樂宮內，巧嬤嬤問：「如何？皇上和薛姑娘走了嗎？」 

一名小內監道：「走了，奴才聽見皇上命德公公給薛姑娘備轎，還與她在雪裡同

行，這會兒已經出長樂宮了。」 

巧嬤嬤擺擺手讓他下去，轉頭喜道：「依老奴看，皇上對薛姑娘挺有意哩。」 

太皇太后靠在床頭，身上蓋著厚重的被子，臉色不如方才好看，她費力笑了笑，

只道：「皇上歷來孝順。」 

宮女端了湯藥進來，巧嬤嬤伸手接過，舀了一匙吹涼，小心遞到太皇太后嘴邊，

「您就放心吧，皇上既然答應了您，就一定會說到做到。」 

太皇太后點點頭，歎道：「是啊，他會做到……」 

只是，說到底，她拿自己病重的事逼皇帝妥協，娶的還是她娘家的姑娘，以後皇

帝對她或許仍會敬重，但那一份親近信任恐怕不會再有了。 

她雖不後悔為自己娘家爭取利益，只是想來免不了有些惆悵。 

「阿巧，妳看那孩子如何？」 

巧嬤嬤知道太皇太后對薛家三小姐極為滿意，不然不會在皇帝面前那樣誇讚，因

此也讚道：「老奴見了那麼多大家小姐，倒是頭一次見到薛姑娘這樣出塵的，她

打扮得素淨，方才披著銀狐斗篷一進門，老奴還以為是雪仙子下凡了。」 

太皇太后讓她逗笑了，「妳呀，一張嘴就是會說道。」她想了想，又道：「既然皇

上賜了見面禮，我不妨也送一份，妳去準備一下，差人送去吧。」 

今日她和皇帝接連賞賜之後，相信長了眼睛的人都能猜到那孩子日後的地位。 

薛家押錯寶，冷落這位三姑娘許多年，希望如今他們能看清楚，趁時機還不算太



晚，好歹彌補一些，免得日後她與娘家不親近。 

 

長樂宮外不遠有一處小花園，園內幾株紅梅開得正盛，兩個宮女攀著花枝嬉鬧，

眼角瞥見一抹明黃，慌慌張張跪下。 

皇帝並未理會，他身後一名內監趕緊衝那兩個宮女擺擺手，讓她們退下。 

宮女退至人群外，忍不住偷偷回頭望了一眼，年紀稍小些的那個小聲問另一個，

「姊姊，與陛下同行的姑娘是誰？」 

年長些的宮女也不過十五六歲，她極快地看了皇帝一眼，將目光轉到薛靜姝身

上，上下打量一眼，又怕被人察覺，很快回過頭來，輕輕搖頭，語氣有些複雜，

「不知道，總歸是哪位大臣家的小姐吧。」 

「呀。」小宮女突然輕呼，「從未見過陛下與哪位姑娘在一塊，姊姊，妳說宮裡

是不是要有娘娘了？」 

另一位宮女忙道：「噤聲，這些事情不是我們能夠議論的，快走吧。」 

小宮女捂了嘴，不敢再說，兩人低頭匆匆離去。 

皇帝在紅梅前停下腳步。 

薛靜姝抬頭望去，這園子很小，除了方才那兩名宮女，園中並無他人。 

身後的御輦沒有跟來，原本緊隨在後邊的內監和慧香，不知何時也無聲無息地退

了下去，方圓十幾步內，唯有她與皇帝兩人。 

一片雪花落在紅梅上，枝頭嫣紅的花瓣，似雪地裡一抹動人的胭脂。 

皇帝始終沒有開口，薛靜姝也不曾說話，只安安靜靜站在他身後。 

沒多久花園外傳來一點動靜，是去備轎的德祿回來了。 

皇帝轉過身，看向薛靜姝。 

即使有了方才的經驗，再次被他看著，薛靜姝還是覺得不自在，她垂著眼睫，輕

抿雙唇，斗篷下的手指悄悄揪緊。 

一枝紅梅突然被送到眼前，花蕊上的積雪顫顫巍巍，欲落不落。 

薛靜姝一驚，第一次忘了規矩，抬起頭來看了他一眼，雖然很快又低下去，但那

一眼，足夠讓她看清年輕皇帝的樣貌。 

皇帝有一張極其英俊的臉，在他還是個皇子時，曾有人戲稱，一無是處的六皇子

只有一張臉還算可取。而自他登基之後，便再也沒有人敢直視他的面孔了，當年

取笑過他的人，也再沒了開口說話的機會。 

意識到自己失禮，薛靜姝忙福了福身，「皇上恕罪。」 

皇帝似乎並不在意，那株紅梅仍遞在她面前。 

薛靜姝不知他是何意，遲疑一下，伸手接過，輕聲道：「多謝皇上。」 

皇帝點了點頭，負手而立，「德祿，請薛姑娘上轎。」 

他的聲音並不大，但站在十幾步外的德祿立刻小跑上前，應聲道：「是，請薛姑

娘隨奴才上轎。」 

薛靜姝輕輕頷首，又行了一禮，「臣女告退。」她握著紅梅，緩緩退出小花園，

走向等候的軟轎。 



慧香站在轎邊，看著三姑娘向她走來，只見她披著精緻雪白的斗篷，手裡握著嬌

豔欲滴的梅花，在漫天飛舞的雪花中，如一位掉落凡塵的天女，一步步踏入俗世

紅塵之中。 

慧香從未如此刻這般清醒地意識到，從前不受重視、被人遺忘在城外，甚至連一

件像樣的披風都沒有的三姑娘，從今往後怕是要飛上枝頭，讓所有人都高攀不起

了。 

 

 

回到府裡已是傍晚，眾人仍聚在正廳內還未散去。 

薛靜姝準備重新給長輩見禮，可她前腳進門，後腳皇帝和太皇太后的賞賜就到了

府上，於是只得先行接旨謝恩。 

周老太君本要將她留下問清過程，見宣旨的太監一個接一個的來，心頭一轉，道：

「今日妳也該乏了，先回去好好歇歇，晚膳我自讓人送到妳院裡，有什麼事明天

再說。芸香，妳送三姑娘回院，讓伺候的人都用心些，不許偷懶。還有妳們姊妹

幾人，今晚就不要去打擾姝兒休息了。」後一句話，是對府裡幾位小姐說的。 

薛靜姝沒有推託，原本她從城外歸來，與許久不見的親人相見，該是個久別重逢、

感人淚下的場景，只是三番兩次被打斷，所謂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此時再

要有情深義重的姿態，她也做不出來了，況且今日連番勞頓，著實耗費了她不少

精力，眼下已是在強撐。 

薛靜姝跟著芸香回房，宮裡的賞賜仍在堂上擺著。 

皇帝賞的珍珠圓美瑩潤，顆顆都有拇指指甲蓋大小，饒是國公府裡的小姐們見慣

了好東西，此時也不免豔羨，更不要說還有滿匣子珠光璀璨的寶石，十數柄觸手

生溫的玉如意以及成堆的錦緞了。 

太皇太后的賞賜裡，更有兩件頂好的白狐皮子，上頭雪白的長毛少說也有巴掌

厚，整整齊齊擺在朱紅的漆盤內，白晃晃的讓人眼花。 

府裡的小姐們打小是泡在蜜罐裡長大的，櫃子裡錦衣成堆，妝盒裡首飾成套，可

那些東西全加起來，還不如薛靜姝進一趟宮的賞賜多，怎麼不令人眼紅？ 

周老太君也多看了兩眼，讓人全都送去薛靜姝院中。 

皇上和太皇太后的意思她已經領會，以後這個孫女，或許會成為繼太皇太后之

後，薛府的另一個依靠，眼下該如何對待她便需要重新考量了。 

第三章 母女相見的尷尬 

薛靜姝回到院裡時，柳兒已經在那等著了，一見到她便欣喜地迎上來，「小姐，

妳總算回來了。」 

從前薛靜姝在府裡，隨她母親住在一塊，而眼下這迎春院，是周老太君今日剛命

人收拾出來的，是個獨立的小院子。 

不必跟別的人住在一起，倒也合了她的意。 

柳兒倒了杯薑茶給她，「茶一直在小爐子上熱著呢，小姐快喝一點去去寒氣。」 

薛靜姝接過，將紅梅遞給她，讓她找個花瓶插上，又對芸香道：「多謝姊姊送我



回來。」 

芸香忙搖頭，「三姑娘客氣了，老太君讓我暫且跟在三姑娘身邊伺候，姑娘若有

什麼需要，只管吩咐奴婢。」 

「以後便要辛苦姊姊了。」 

芸香只道不敢，又說：「我去讓她們把院子裡的雪再掃一掃，姑娘有事喚我一聲

就是。」 

芸香出去後，又有人把宮裡的賞賜搬進來，等人都走了，柳兒趕緊把門關上，回

身看著滿屋子的東西，瞪圓了眼睛，「小姐，這些東西是誰的？」 

薛靜姝輕笑，「都是咱們的。」 

柳兒眼睛瞪得更大，見薛靜姝眉間有幾分疲態，顧不得追問，忙先扶著她坐下，

又把炭盆燒得更旺，再往香爐裡挑了一些香料，等屋子暖和起來，才將薛靜姝的

斗篷解下，拿了一條軟毯蓋在她腿上。 

薛靜姝靠在軟榻上，感覺到身子慢慢回暖，鼻尖彌漫著熟悉的香味，舒適地吁了

口氣。 

柳兒蹲在地上替她捏腿，心疼道：「一會兒我再熬點驅寒湯，妳喝了再睡，別受

寒了。」 

「好。」薛靜姝聽話應下，又伸手把她拉起來，讓她坐在自己身邊，輕聲道：「柳

兒，我們大概不能回山上了。」 

柳兒一驚，「以後都住在府裡嗎？」 

薛靜姝輕輕搖頭，「也不住在府裡，恐怕要進宮。」 

柳兒忙問：「小姐今天入宮就是因為這件事？這些東西都是宮裡賜下的嗎？」 

「是。柳兒，若我真的進宮，妳願不願意跟我一起？」 

柳兒聽了，不高興地皺起眉頭，「小姐說的是什麼話？我不陪著妳還能去哪兒？」 

薛靜姝笑道：「是是，是我說錯話了。」 

柳兒輕輕哼了一聲，幫她將毯子拉好，又問：「咱們什麼時候進宮？」 

薛靜姝道：「我也不清楚，不過總要過完年才下旨，正日子起碼要開春之後了。」 

柳兒在心裡算了算，現在是臘月，過幾天就喝臘八粥了，說起來也沒多少日子。

她輕輕捏著薛靜姝的手，道：「小姐，不管去哪裡，我都陪妳一起。」 

「好。」薛靜姝笑著點頭，似想起什麼，又說：「上午還說讓他們給妳做身新衣

裳，現在咱們自己有銀錢了，想要多少就做多少，再也不必去求別人。」 

柳兒一聽，饒有興致地湊到那堆賞賜前面去，看看這個，摸摸那個，看得眼花繚

亂，喜不自勝地道：「小姐，好多東西！」 

薛靜姝只是笑，「妳看看有什麼喜歡的，先收起來，剩下的明天備禮送給別人。」 

柳兒看了看，滿臉為難，「小姐，我都好喜歡。」 

她是被買進府裡來的，小時候家窮，連銀子都沒見過，進了府裡才正經吃上幾頓

飽飯，沒多久跟著薛靜姝去了庵堂，雖衣食無缺，但好東西一樣都沒見過，眼下

見了這麼多御賜之物，口水都快流下來了。 

薛靜姝無奈地搖搖頭，起身看了看。太皇太后賜的是燕窩、阿膠之類的補品，還



有一套紅寶石、一套鑲珍珠的頭面首飾，並幾張上好的皮子。 

她指了幾樣，道：「那些珍珠和玉石，要分一些給家裡的姊妹，錦緞補品送給長

輩們，其餘的就收到箱子裡去。」 

柳兒煞有其事地道：「我得做個帳本，這麼多東西不記起來，丟了都不知道。」 

薛靜姝調笑道：「等我有了私庫，讓妳混個管事當當。」 

柳兒喜道：「好，我最愛數錢了！」 

薛靜姝點了點她的額頭，「傻丫頭，快挑些喜歡的收起來，不然就被別人挑走了。」 

柳兒不敢再耽誤，在一堆物品裡挑挑揀揀，連兩顆珍珠都要拿起來比一比，把更

大更圓的留下，品相次一點的放回匣子裡。 

這分明是小家子氣的模樣，在她做來卻顯得真誠可愛。 

柳兒把最大的一顆珍珠放在手心看了又看，喜孜孜道：「小姐，妳說這麼大的珠

子，一顆能賣多少銀子？」 

薛靜姝道：「我又不曾買過，哪裡知道？不過小時候聽府裡管事報帳，一顆五六

分重的珠子，品相色澤完好的，需要近百兩銀子，這些怕是只高不低。」 

柳兒目瞪口呆，看著手邊近百顆珠子，吸了吸口水，小心翼翼道：「咱、咱們發

財了？」 

她記得當年被人牙子賣進府裡，只賣了八兩銀子，進府後的月錢一個月五百文，

就連小姐的月銀也不過二三兩銀子，眼下一顆珠子就值上百兩，抵得上十幾個她

了！ 

而且這麼多錢，能買多少吃的？ 

她嚥著口水道：「小姐，咱們把這顆珠子賣了，去買百味居的奶香玫瑰糕吧！」

她都饞了好幾年了，自小時候和小姐吃過一次，一直到今天都還念念不忘。 

薛靜姝無奈道：「妳看那個盒子，不是有幾個元寶？何必拿這個去賣。」 

柳兒忙捧起另一個盒子，打開來一瞧，眼裡都快溢出光來了，「是金子！小姐，

好大的元寶！」 

薛靜姝探頭看了一眼，盒子裡整整齊齊放著十個金元寶，一個應該是十兩。 

柳兒把一個元寶拿出來，愛不釋手地把玩，一面苦惱道：「這麼大的元寶，怎麼

拿出去花呀？」 

薛靜姝道：「拿到錢莊去兌成銀子就成了，再不行就拿剪子剪碎。」 

柳兒想了想，抱緊元寶搖頭道：「算了算了，還是不吃玫瑰糕了，這麼大的元寶，

我捨不得給別人。」 

「妳呀，一會兒一齣的。」薛靜姝失笑，「我記得咱們是不是還有些餘錢？雖然

不多，拿來買吃的總夠了，咱們如今也算有了些家底，不用再省吃儉用了。」 

柳兒趕緊點頭，把元寶放回盒子裡，看著身邊一圈值錢的東西，高興得不行，「小

姐，這些都是皇上賞的嗎？」 

薛靜姝道：「這些是皇上賞的，那些是太皇太后賜的。」 

柳兒忍不住感歎，「皇上和太皇太后可真大方！」 

薛靜姝看著花瓶裡的紅梅，輕聲道：「是啊。」 



沒多久廚房送來晚飯，薛靜姝讓柳兒跟她一起用過，又洗漱一番，將東西收進箱

子裡，方才歇下。 

兩人仍睡在一個屋裡，柳兒歇在榻上，兩個炭盆紅旺旺地燒著，即使只蓋一床被

子也覺得暖融融的。 

柳兒翻來覆去沒睡著，想了想，小聲問：「小姐，妳睡了嗎？」 

「還沒。」薛靜姝道。 

柳兒側過身面對床榻，「妳也睡不著嗎？」 

薛靜姝也轉過來，「夜裡聽不到風聲，不大習慣。」 

「是呀，以前在山上，聽風從林子裡吹過，覺得又吵又可怕，現在聽不到反倒不

習慣了，而且屋裡好暖和啊，我總覺得像在作夢。」 

薛靜姝聽著，輕輕笑了笑。 

柳兒又道：「早上出來得太匆忙了，我的糯米糕還沒吃完，衣服只收拾了幾件，

小姐妳的書都沒帶來，架子上的香料也漏了，昨天剛採的柏樹葉還在廚房陰乾，

哎呀，突然好想回去把那些東西通通搬過來。」 

薛靜姝安撫道：「明天一早我寫封信，讓靜慈師姊先幫我們收起來，等過一陣穩

定下來了，咱們再去搬。」 

「嗯，只能這樣了。」柳兒安靜了一會兒，又輕聲道：「小姐，皇宮是個怎樣的

地方？皇上又是個怎樣的人呢？」 

「皇宮……」薛靜姝想了想，道：「地方很大，屋子很漂亮，人不怎麼多。皇上……

是個好皇帝。」 

「他以後要做小姐的姑爺呢。」 

薛靜姝忙道：「柳兒，這話不能說，皇上就是皇上，不是別的什麼人。」 

柳兒趕緊捂住嘴，點點頭。 

薛靜姝又道：「過幾日祖母大概會請人來教我宮裡的規矩，到時候妳和我一起學

吧。」 

「好，小姐妳放心，我一定好好學。」 

薛靜姝應了一聲，「睡吧，明日還得早起給祖母請安。」 

 

次日一早起來，雪已經停了，芸香讓人去廚房端了熱水，柳兒伺候著薛靜姝洗漱。 

薛靜姝問芸香，「老太君起了嗎？」 

芸香道：「奴婢方才問過那院裡的人，老太君昨晚睡遲了，眼下還沒起，不過昨

夜老太君讓人連夜給小姐趕製了冬衣，已經送來了。」 

薛靜姝點點頭，「讓祖母費心了。二夫人院裡有動靜了嗎？」 

二夫人便是她的母親，娘家姓秦。 

秦氏膝下有兩女一子，長女便是薛靜姝，在府裡幾位姑娘裡排行第三，府裡人都

稱作三姑娘；次女薛靜婉，排行第五；幼子薛鈺，在薛府少爺中行四。此外還有

一位姨娘生的庶女六姑娘。 

芸香道：「二老爺要去衙門辦公，二夫人已經起了。」 



薛靜姝道：「那咱們先去向母親請安。」 

她讓柳兒幫她梳了個簡單的髮式，頭上戴了根玉簪子，想了想，又從昨日太皇太

后賞賜的珍珠頭面中拿了一支蝶戀花珍珠釵戴在髮髻上。 

芸香將周老太君遣人送來的冬衣捧上來，是十分豔麗的玫紅色，還配一件同色緞

面滾邊的披風。 

薛靜姝微微皺眉，卻沒說什麼。 

芸香看見她穿戴好的模樣，忍不住讚道：「三姑娘的樣貌，整個京城都找不出第

二個了。」 

薛靜姝只微微一笑，「姊姊這話只在咱們院裡說說便罷，讓別人聽見，可是要笑

掉大牙的。」 

芸香忙道：「奴婢說的都是真心話，姑娘不信問問柳兒妹妹。」 

柳兒也看著薛靜姝，說實話，看慣了小姐從前的裝扮，突然見她穿著這麼鮮豔，

她有點不適應。至於小姐的容貌她自小看到大，只覺得看著順眼舒服，倒沒別的

感覺。 

薛靜姝搖頭淡笑。 

趁著芸香去倒水，柳兒拿了一塊桂花糕塞進薛靜姝嘴裡，「小姐，我打聽過了，

早膳得請安後才端來，妳先墊墊肚子。」 

薛靜姝用帕子掩著嘴小心咀嚼，等吞下了，道：「我不餓，妳也吃一些。」 

柳兒點點頭，又往薛靜姝嘴裡塞了一塊。她小時候餓慣了，空著肚子不覺得有什

麼，倒是小姐，早上起來血氣比常人差一些，若不趕緊吃點東西，還會頭暈目眩，

連路都走不動。 

薛靜姝費力嚥下，怕她又塞，捂著嘴道：「好了好了，真的不餓，妳快自己吃吧。」 

柳兒給她倒了杯茶，又仔細看過她的唇色，見血色充沛才真正放心，把剩下兩塊

糕點吃了，邊吃邊苦惱道：「咱們院裡連個廚房都沒有，想吃點什麼不能自己做，

還得托人去買。」 

薛靜姝道：「一會兒把銀子給芸香，請她托人去辦，妳想要什麼，寫個條子出來。」 

柳兒點點頭，腦中浮現十幾種糕點名稱。 

 

 

等芸香收拾好，幾人便出了院子。 

她們住的迎春院靠南邊，而秦氏的院子在西邊，幾乎跨了大半個薛府後院。 

現在時候還早，道上只有幾個下人在清理積雪。 

一路到了秦氏的西院，因二老爺要去衙門辦公，伺候的人都已經起了，此處便比

別地熱鬧一些。 

三人進了院門，有個丫鬟正端著茶要進屋，見到前頭帶路的芸香，奇道：「芸香

姊姊怎麼來了？」 

芸香朝她示意看向身後的薛靜姝，道：「念夏妹妹早呀，我帶三姑娘來向二夫人

請安，夫人在屋裡嗎？」 



名喚念夏的丫鬟昨日告假回自己家，不在前面伺候，沒見過這位三姑娘，此時好

奇地打量幾眼，眼中閃過一絲驚豔，忙回話道：「在呢，我去傳個話。」 

芸香將薛靜姝引上迴廊，幾人等在廊下。 

雪雖然停了，天卻彷彿比昨日更冷一些，從鼻子裡呼出去的氣都成了一團白霧。 

柳兒道：「小姐，妳冷不冷？」 

薛靜姝搖搖頭，把手從暖手筒裡伸出來，「妳摸摸看，熱的。」 

柳兒握了一下，忙又把她的手塞回去，「別被風吹涼了。」 

芸香見到兩人動作，羨慕道：「三姑娘和柳兒妹妹感情真好。」 

柳兒揚揚眉，本要炫耀一番她和小姐親如姊妹，可猛地回想起來這裡不是山上，

到處都有規矩，怕別人聽了她的話拿去做文章，忙又憋進肚子裡。 

恰好念夏出來請薛靜姝進去，兩人不再說話，低頭跟在後面。 

屋內，秦氏端坐在堂上，她大約三十來歲，面容婉約柔美，薛靜姝與她有六七分

相似，只是氣質清冷幾分。 

昨日回府，母女兩個連說話的機會都沒有，此時才能好好看看對方。 

看著面前多年不見的女兒，秦氏眼眶盈淚。 

薛靜姝眼角也泛著紅，到底忍下眼淚，行了個大禮，「女兒見過母親。」 

「快扶姑娘起來。」秦氏忙道，本要自己去扶她，身體起了一半，卻又坐了回去，

低頭輕拭眼角。 

薛靜姝握著柳兒的手站起來。 

秦氏抬起頭來，眼中淚花已擦拭乾淨，柔聲道：「坐下吧，在娘這裡，不必拘束。」 

「是。」薛靜姝坐到下首，柳兒與芸香站在她身後。坐定後，她問道：「父親不

在家中？」 

秦氏道：「妳父親去衙門了，晚間才回來。」 

薛靜姝道：「女兒不孝，未曾侍奉雙親膝下，不知爹娘身體是否安好？」 

秦氏點點頭，「我和妳爹都好著呢，妳不用掛念我們，倒是妳……這些年在外面，

受苦了。」 

薛靜姝輕聲道：「女兒很好，母親不必擔憂。」 

幾句話後，便無話可說。 

秦氏欲言又止，輕輕歎了口氣。 

當年老太爺將她的女兒送去城外，她心裡是一百個捨不得，卻也無可奈何。 

當時她在府中的日子也不太好過，因進府多年只生育了兩個女兒，膝下無子，老

太君要給夫君納妾。 

也就是在那會兒，她意識到，她和丈夫的感情並不如想像中美滿，什麼山盟海誓、

情深意濃，都不如一個兒子重要。 

她哭過幾場，心裡酸楚至極，面上卻只能強自歡笑，故作大方地將人納進來。 

那段時間是她最為艱難的時候，長女不在身邊，丈夫的心也離她遠去，唯有一個

小女兒陪著她，聊以慰藉心中的痛楚。 

好在新進門的姨娘也只生下一個姑娘，而她則在不久後生下小兒子，情況方才好



轉起來。 

她心裡對丈夫失望，把全部精力花在身邊的一兒一女身上，後來才發現已經疏忽

另一個孩子太久了。 

那個孩子在不知不覺中，已亭亭玉立，此時坐在她面前，她心裡有千言萬語，到

了嘴邊卻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兩人都沒再說話，一時間屋內甚至有幾分尷尬，正在這時，屋外傳來一串環佩相

擊的聲響，一個輕快的腳步聲從外頭傳來。 

薛靜姝見到秦氏眉眼一動，面上露出幾絲笑意，心裡便有了猜測。 

只見簾子一掀，還未見來人從屏風後轉出來，就有一個聲音撒嬌道：「娘，您怎

麼又這麼早讓人喊我起來，外頭冷死了。」 

來人風風火火跑進來，徑直撲倒秦氏懷裡，嬌聲道：「我不管，我要在娘這裡再

睡一覺。」 

秦氏滿臉含笑，點了點她的鼻頭，嗔道：「小懶貓，太陽曬屁股了還要睡。」 

來的是個十三四歲的姑娘，穿一身鵝黃的襦裙，面容嬌俏可愛，是秦氏的小女兒，

薛靜姝的親妹妹，五姑娘薛靜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