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十章 婚事不能自主 

近來京城裡熱鬧，楚王妃開了一個花宴，邀了張府的衛氏、林家的王氏、李中丞

府上的舒氏等諸位夫人赴宴。 

等衛氏回府的時候，已經是酉時初了，夕陽落下，一輪彎月開始往枝頭上爬。 

進了府門，眼看著家裡西北角的廚房上頭冒著嫋嫋炊煙，衛氏一想到今兒個楚王

妃有意將壽陽郡主許給子瞻，心便微微跳。 

壽陽郡主今年才十三，而子瞻今年已十七，這一、兩年內勢必要議親，楚王妃這

個時候和她透露話鋒，是想捷足先登把子瞻定下來。 

楚王妃願意以王府貴女許嫁，衛氏心中自是十分引以為榮，只是一想到杜府的小

娘子，心裡又有了一層遲疑，今日也只以「承蒙王妃厚愛，只是家中諸事都由良

人作主，妾身不敢擅專」為由搪塞了過去。 

按理說王府貴女比杜府生母不明的小娘子是要好百倍的，可是一來子瞻喜歡，二

來那孩子也合她眼緣。 

子瞻當年早產，也虧元嬸子搭了把手，子瞻這孩子，難道天生就是要給杜家做新

婿的嗎？ 

衛氏正這般迷迷糊糊地想著，便到了正院門口。 

院裡今日沒隨衛氏出去的嚴嬤嬤站在院門外頭，見她過來，忙迎上去道：「夫人，

衙內等了妳許多時候了，在裡頭候著呢。」 

「哦？子瞻可有說是什麼事？」 

嚴嬤嬤回道：「衙內見夫人不在，便自己在裡頭坐下，添了好幾回茶，也沒見他

喝，想來是心裡存著事呢。」 

衛氏點頭，三兩步進了廳裡，便見著了一身墨蘭長袍的兒子，坐在鐵梨木的交臂

椅上，略皺著眉，用銀線繡著精緻雲紋的袖口裡似乎藏著什麼東西，他修長的手

時不時要輕輕回捏一下袖子，像是在確保裡頭的東西還在不在。 

衛氏不由有些好笑，上前兩步問道：「子瞻，你袖子裡頭藏著什麼東西？這在家

裡頭，還怕丟了不成？」她這話一出口，忽地想到自己的生辰快到了，難道是子

瞻為她備了生辰禮？ 

可是她的生辰又不在今日，不需要急著見她啊。 

衛氏這般想著，望向子瞻袖口的眼睛便帶上了兩分期待，眸子裡升了點點暖意。 

待衛氏坐下，丫鬟過來倒了一杯茶，又替張憲添了些。 

張憲端起黑釉兔毫茶碗，茶蓋微微向外翻，卻是不喝。 

一直盯著兒子的衛氏訝然，望著兒子的目光不露痕跡地收了回來，抿了一口茶，

眼裡籠了一層柔和的光，笑道：「今兒個楚王妃還戲說，轉眼一、二十年便這般

過去了，眼看著你們這些小崽子一個一個都大了，她膝下的壽陽郡主眼看著也有

十三歲了。」 

似乎意識到衛氏要說什麼，張憲忽然道：「娘，我想向阿言提親。」說著，他從

袖口裡拿出一封草帖，遞給了娘親。 

衛氏眸光放在那張紫色的草帖上，臉上的笑瞬間消失，「子瞻，你明知道我們不



會同意你這個節骨眼提親，你卻自己備好了草帖？」 

草帖自來由家中長輩執筆，子瞻竟自己備好了！ 

張憲垂眸，眼裡泛上些許焦慮，「娘，我不能再拖了。」他沒有時間了。 

論和阿言的交情，他眼下比不過林承彥，可是他知道林承彥致命的缺點在哪裡。 

他的家世和他個人眼下的前程，都是頂頂好的。雖然他們同樣出生於相府，但他

眼下是太子的侍讀，爹爹正當權，娘親與杜家阿婆私交甚密。林承彥爹亡故、母

落髮為尼，僅依仗一位年逾古稀的阿翁，且林家阿翁致仕多年，眼下朝堂中士子

一脈的新銳勢力，多是自家爹爹這些年提拔上來的。 

他和林承彥的庚帖一起擺在杜家阿翁、阿婆跟前，定然是他的勝算大些。 

可是，這一切都建立在阿言還沒有對林承彥有朦朧情意的前提之下，所以他必須

將原有的計畫提前。 

他默無聲息地守著阿言這麼些年，眼看她將要及笄，卻猛然間竄出來一隻披著羊

皮的狼，看似溫軟無害，可是那日在遇仙正店一對上，他便看出來林承彥對阿言

的野心。 

他是在扮豬吃老虎！ 

衛氏眼睛看向描金房梁上一對抱著繡球的小獅子，微微吁了口氣，揉著眉，有些

無力地道：「子瞻，你是在拿你的前程換一位小娘子。」 

眼下太子一口氣納了五位妾室，皆是肅王府左膀右臂的女兒，京城裡到處議論紛

紛，肅王府必會有所動作，子瞻這時候上去觸肅王府的逆鱗，難保肅王府不會拿

子瞻來祭旗。 

衛氏想到這裡，眉頭越皺越深。恒言於子瞻，也不知是福是禍。 

張憲彎身，給衛氏作了一個長揖，「娘若為兒擇婦，兒希望是恒言。兒自來只有

這一件事，希望能如願以償。」 

衛氏見他懇求，到底是不忍心逆了他的心意，擺手道：「你知道我自來心口軟，

受不得你這一套，可是子瞻，便是遲上一年半載又如何呢？我已經寫信給元嬸

子，她自是心中有數的。」 

張憲長久不語，一雙清冷的桃花眼突然浮上一層笑意，「娘便當兒子娶妻心切吧。」 

杜恒言汪汪的杏眼瞬間出現在張憲的腦海裡，有時候走路迷糊瞇眼的時候，真像

一頭小豹子，而被欺負的時候，又像是一隻笨拙的小鵝。 

她當真以為那些蜂、蟲能讓京中的小娘子們那般怕她？都是他三不五時在後面補

刀罷了。 

可是，看著她那般自以為得手的高興樣子，他也覺得十分歡喜。 

他守了她許多年，已經十分急切了，便是沒有林承彥，他也等不了多少時日。 

 

 

這一日，杜恒言回家時猶在玩著今兒個林承彥帶過來的一個盛著水晶蝦餃的汝窯

天青釉碗，聽說這釉中含有瑪瑙，故色澤青翠，釉汁飽滿瑩亮。 

杜恒言暗自思量，一個廚娘她是信慕俞買得起的，可是這汝窯中的極品，他剛來



京中，怎麼準備的？難道是有人在打理慕俞的飲食起居？ 

說起來，慕俞在烏桕巷子的宅子，她也就那一日去過一回，現在也不知道布置得

怎麼樣了，明兒個可得去看一看。 

剛到明月閣，就看到裡頭的小胖墩和小黑娃正拿著一個拳頭大小的線團在逗阿瓜

玩。 

阿瓜休養了些時日便可以跟著小黑娃到處蹦躂，就是廚房再也不敢去了。 

見到杜恒言和紫依回來，紫雲上來接過紫依背上的書篋，笑道：「主子，阿寶和

小郎君玩得可高興了。」 

杜恒言淡淡地看了她一眼，「可還有哪裡不舒服？」 

紫雲臉上的笑一僵，忙答道：「沒，都好了，謝主子惦記。」 

杜恒言點點頭，「沒事便好，妳下去多歇歇，這裡暫且不用妳伺候。」 

紫雲疑惑地看了眼杜恒言，見她面上笑著，道了句，「謝主子體諒。」便扭身去

了明月閣西邊的廂房。 

小黑娃睜著一雙亮亮的大眼睛，等紫依去廚房端點心，爬到桌上，環著杜恒言的

脖子，小聲道：「阿姊，妳是不是不喜歡她了？」 

杜恒言訝異地點了點小黑娃的小鼻子，「妳呀，哪來這麼大能耐，什麼都知道。」 

小黑娃嘟嘴道：「她和紫依輪流陪妳去書院，昨兒個沒去，今兒個又沒去，我問

她為什麼，她說今兒個有些不舒服，可我沒見她哪不舒服，一個丫鬟哪有這般多

的事。」 

杜恒言見她小小年紀卻分析得頭頭是道，奇道：「阿寶，妳跟誰學的？」 

「我以前常在巷子裡聽婆婆、嬸嬸們嘮嗑，她們就是這樣說的，當丫鬟的要守本

分。」 

小胖墩也在一邊附和道：「阿寶說的在理。」 

正鬧著，嘉熙堂的凌嬤嬤過來，笑呵呵地道：「小娘子，老夫人喊妳過去呢。」 

小胖墩抱著阿瓜，上前一步問道：「嬤嬤，阿婆找阿姊什麼事啊？」 

凌嬤嬤撫掌歎道：「喜事，喜事，小娘子過去一看便知道了。」 

杜恒言笑道：「嬤嬤竟也賣起了關子，我能有什麼喜事？難不成還能撿個縣主當

不成？」說著，稍微整理了衣裙，跟著凌嬤嬤去了嘉熙堂。 

 

嘉熙堂裡頭，杜老爺子、杜老夫人和杜呈硯都在。 

見杜恒言款款地過來，元氏忙招了手，喚道：「阿言，快來。」 

元氏今兒個似乎格外高興，面上染了幾分喜色。 

杜恒言剛準備行禮，元氏便伸手將她拉入懷裡，「我的言兒啊，妳可終於有一張

草帖了啊。」 

杜恒言耳朵一震嗡鳴，「阿婆，妳說什麼？」 

元氏將桌上一張紫色的草帖遞到她手心，望著她笑道：「妳的第一張草帖，張相

府上小衙內的，妳看看。」 

杜恒言心裡忽地墜到了谷底，草帖？張憲的？定是阿婆逗她玩的。 



她彎了眼，輕快地笑道：「妳可嚇死言兒了，說的和真的一樣。」她一邊說著，

一邊拍著胸脯。 

小紫銅爐裡燃著忍冬香，散著淡淡的香味。屋子裡頭十分寂靜，門外廊下的鳥雀

自顧自啄著豆米。 

杜恒言好像聞到了一點苦杏仁的味道，這氣味剎那間連嘴裡都塞滿了淡淡的苦

澀。 

她在阿翁、阿婆的眼裡，看到了一種憐憫。 

杜恒言訕訕道：「阿婆，不是說隨言兒自己喜歡嗎？言兒並不想這般早定下來，

京中的小郎君言兒還沒有好好比較。」一雙柔軟的玉手輕輕地給元氏按著肩膀，

有小女兒家的嬌嗔。 

元氏望著杜恒言鵝蛋臉上有著糾結，那翹起來的睫毛下頭，一雙杏眼像是受了驚

嚇一般，心中微微有些不忍。 

她和老頭子原本的意思是阿言的親事由阿言自個兒作主，只要她高興便好。可是

呈硯卻說若是想護得阿言的周全，必得讓阿言嫁入數一數二的高門。 

呈硯說張相府上可保阿言一生無憂，她和老頭子也不好辯駁什麼，左右林家小子

再喜歡阿言，也與阿言多年未見，情分未必怎樣深。便是再深，也比不得阿言的

命重要。 

元氏想到杜恒言的身世，壓下心頭的一點不忍，開始爬上皺紋的手拉過杜恒言的

手，一邊替她撩起落下來的幾根細髮，視線落在她瘦削的肩膀上，緩緩笑道：「妳

年紀小，這事聽妳阿翁和舅舅的。」 

杜太初撚鬚對著杜恒言道：「言兒，這是我與呈硯一塊兒商議出來的。張相身居

高位，其夫人又與妳阿婆有深厚的情誼，小衙內眼下雖只是太子的侍讀，可是為

人機敏謹慎，胸有丘壑，他日前程怕是要超過其父，嫁入張家也不算辱沒了妳。」 

他說這一番話的時候，視線下沉，並未看著杜恒言，像是在勸解自個兒一般。 

杜恒言被勸說著這一份姻緣的合適、匹配，腦子中猶嗡嗡響著，勉力笑道：「阿

翁，言兒尚未及笄，你們這般早就想將言兒打發走？」 

杜太初望著她一張像是哭又像是笑的臉，心中一揪，眼睛忽閃一下，從黃花梨木

太師椅上起身，背著手往外走，道：「此事言兒寬心便是，婚期推一推也可。」 

杜恒言望著杜太初幾乎落荒而逃的背影，終於察覺出氣氛的詭異，起身自己坐在

元氏下首的一張椅上，問杜呈硯，「舅舅，你們定有什麼隱衷瞞著阿言是不是？」

杜家兩老一向十分縱容她，杜呈硯這些年也不曾勉強過她做什麼事，可是現在說

讓她嫁就讓她嫁，還一副言之鑿鑿的模樣。 

杜恒言不信他們會平白無故這樣，可是一時又想不出來，會有什麼事讓她非嫁給

張憲不可？ 

「言兒，妳有喜歡的小郎君？」杜呈硯一雙鷹眸，穿透一般看著杜恒言的眼。 

杜恒言搖頭，「暫且沒有。」 

杜呈硯點頭，又問：「言兒妳厭惡張家衙內？」 

張憲雖然自幼性子冷些，可是願意出手幫小黑娃，還多管閒事地幫了孫家掌櫃，



她倒也不厭惡他。 

杜恒言接著搖頭。 

杜呈硯這才微微笑道：「既是如此，此一樁姻緣當得良配，我現在回一張帖子給

張家，讓他們著手去合一合你們兩人的生辰。」雖是笑著，可這話語氣不容杜恒

言置喙。 

杜恒言不知怎地想到了娘親，當年他們做了決定便拋下娘，說來接她們母女倆便

來了，誰曾和她們母女商量過是否願意離開明月鎮？ 

她和娘親的人生，憑什麼要因趙萱兒、因肅王府而將就？ 

杜恒言的唇角忽地勾起一抹冷笑，「我知道舅舅是為言兒著想，可是言兒眼下並

沒有嫁作人婦的打算，如果言兒不適合在府裡住著，言兒願意搬出去，親事一事，

言兒不能如舅舅的願。」 

「胡鬧！言兒，妳怎能這般和妳爹爹說話！」元氏猛地斥道。 

杜呈硯面上閃過驚訝，卻很快掠過，神色從容地對著元氏道：「娘，此事不妨讓

阿言考慮兩日，兒子先告退。」 

杜呈硯臨走並未看杜恒言一眼，他的身子似乎有些僵硬，丫鬟撩起珠簾的時候，

杜恒言見到他邁出去的步子有些虛。 

「妳這孩子，這般說，不是戳妳爹爹的心嗎？他何嘗願意逆妳的意。」元氏不由

蹙起眉，招來她，在她耳邊輕聲地道了一句，「妳爹是在給妳安排後路。」說完，

攬著她微微地歎道：「言兒，我們哪個不將妳放在心窩上疼？可是我們也有護不

了妳的時候啊，妳爹日後怕是還要靠妳幫襯呢。」 

元氏明顯話中有話，杜恒言正色道：「阿婆，舅舅出了什麼事？你們不要瞞我。」 

元氏搖頭，「妳爹爹不會有事，我們就是擔心妳。阿言，實話與妳說了，這一回，

妳是不願意嫁也得嫁。」 

杜恒言不怒反笑，道：「阿婆，我嫁不成的，婉婉喜歡張憲，你們便是將我塞到

了花轎裡，我也進不了張家的大門。」 

元氏倏然站起來，「妳說婉婉喜歡張憲，可是真的？！」她的面色突然泛起青色，

額上的經脈猛地鼓動起來。 

杜恒言嚇了一跳，忙撫著她起伏的胸口道：「阿婆，我不氣妳了，妳別嚇我。」 

元氏緊握著杜恒言的手，心中一片驚顫。 

趙萱兒搶了秋容的夫君，現在，婉婉竟然看中了阿言的小郎君！ 

「阿言，這一回妳不能讓她。」元氏聲音涼寒，「她喜不喜歡和妳沒有關係，張

家相中的是妳。妳爹當初是拗不過聖旨，難道肅王府還能再求一張聖旨來？」 

杜恒言從來不知道阿婆心中對往事竟也有這般大的怨恨，她一直以為，杜婉詞畢

竟是阿婆嫡親的孫女，阿婆便是不喜歡趙萱兒，對杜婉詞多少也是有幾分祖孫情

分的。 

杜恒言見元氏情緒激動，不敢再拿不願意嫁的話刺激她，只道：「阿婆，婉婉欺

負不到我頭上，妳莫氣。」 

她哄了元氏好一會兒才出嘉熙堂，迎面便碰到杜婉詞，像是要往嘉熙堂去。 



杜婉詞盯著杜恒言的臉，喘著氣道：「阿婆給妳定下了婆家？」 

她兩隻手提著裙裾，露出裡頭鵝黃色緞面的粉底翹履鞋，面上香汗盈盈，顯然是

一路小跑著過來的。 

杜婉詞臉上的驚慌太過明顯，杜恒言不想在這個時候刺激她，只道：「沒有的事，

倒是婉婉，是誰在妳跟前嚼舌根？我的親事勢必要告訴舅母一聲的，妳若不信，

不如去問問妳娘。」 

她一邊說著這話，一邊看向杜婉詞身後跟過來的丫鬟翠微和于嬤嬤，眼神落在于

嬤嬤閃爍的眼上，心裡了然。 

杜婉詞見她說得坦然，心裡的躁鬱稍稍平息了一點，這才察覺到熱，掏出繡著一

對蝴蝶的絹帕擦拭臉頰，緩了聲氣道：「若是真的，我本是準備來為妳賀喜的，

妳我姊妹一場，我也盼著妳落到好人家去。」 

杜恒言心裡微微冷嗤一聲，面上咧嘴一笑道：「京城最好的兒郎都是任婉婉挑的，

這般話我可就不學舌對著婉婉說一遭了。」 

杜婉詞一怔。 

杜恒言帶著紫依錯開身子，轉到另一條小徑上，朝西南邊去了。 

二月的天，柳樹已經開始發芽，露出了點點嫩綠色，垂在湖面。 

湖面游過來幾隻錦鯉，搖著紅色的小尾巴，游得十分歡快，湖底的荇草悠悠地蕩

著。 

杜恒言忽地想到那一年避暑山莊她們幾個小娃一起看錦鯉，大皇子落水，杜婉詞

喊了一句「妳竟敢推大皇子入池裡」。 

如果當時不是張憲，她這條小命怕是一早就玩完了。 

杜恒言隨意撿了塊湖邊小徑上的鵝卵石，扔到湖裡，望著上頭一圈圈蕩起的漣

漪，想著一年又一年，日子這般地快，她什麼都沒做成，卻是要談婚論嫁了。 

紫依在後頭笑道：「主子，奴婢打個水漂給您看看好不好？」 

杜恒言回頭，「好，妳試試。」 

紫依撿起一塊石頭，斜斜的擲出去，緊接著開始數，「一、二、三。」石頭在水

面蕩了三下才沉下去。 

杜恒言笑道：「紫依，妳什麼時候練的？」 

紫依見她面上有笑意，心裡鬆了一口氣，道：「奴婢小時候在家中學的。」 

杜恒言見她面上嬌俏，一雙纖細的柳眉微微揚起，眼睛卻十分恭謹，突然問了她

一句，「榮延院的墨林是不是總往我們明月閣跑？我聽說，是看中了紫雲？」 

她眼中一片清明，顯然一早便知道了這些事。 

紫依眼皮一跳，面上立即漲得通紅，忙跪下道：「求主子責罰，奴婢不該給明月

閣惹事。」頓了頓，聲如蚊蚋地道：「不是紫雲，是奴婢。」 

「哦，竟然是妳？」杜恒言眼中閃過一點笑意，其實她很喜歡榮延院的這個小廝，

一直想著什麼時候把他弄過來。既是和紫依有情分，用著倒也算放心。 

她對紫依道：「起來吧，是妳，我還更歡喜。」 

這話明顯將紫依和紫雲分了生疏遠近。 



紫依有些不明所以地看著杜恒言，「主子，紫雲？」 

杜恒言道：「紫雲啊，先讓她在府中好些歇著，過些日子就讓她出府吧。」 

來了大趙國這麼些年，她對草菅人命一事還是有些做不出來。 

紫雲那一日明顯是看中了慕俞，這些日子在明月閣中養尊處優，諸事給紫依做，

儼然成了明月閣中的半個小姐。 

以往無事，紫雲待著也沒影響，現在倒開始蹦躂了。她若是想做點什麼，明月閣

的丫鬟可要好好換一換。 

 

 

夜裡頭，洗漱完，元氏讓丫鬟和凌嬤嬤下去，對著一旁看著書的杜太初道：「今

兒個阿言和我說，婉婉看中了張家小衙內。」 

杜太初手中的書「嘶啦」一聲，被扯下了一塊角，他一邊皺眉心疼書，一邊問道：

「此事屬實？」 

元氏歎道：「我也不知，阿言倒是言之鑿鑿的模樣，我想估摸是假不了。」見自

家老爺皺著眉頭，她忍不住又道：「雖然同是孫女，我私心裡更偏疼阿言一點，

這回又是張家小郎君自個兒看中阿言。他若是看中的是婉婉，我就不說了，可是

他看中的是阿言，這是阿言的姻緣啊！老頭子，這一回，即便是聖旨，我也不想

再委屈阿言。肅王府勢大，這些年坑我們坑得還不夠嗎？」 

元氏想起死在自己跟前的杜秋容，眼淚便掉了下來，「老頭子，這府裡我們也別

住了，帶著阿言回明月鎮吧，什麼榮華富貴我都不稀罕。」 

杜太初拍了拍老伴的背，緩聲勸道：「老婆子，妳這說的是什麼話，榮華富貴不

稀罕，兒子、孫子還要不要？莫急，莫急，會有法子的。」 

元氏道：「還能有什麼辦法，過些日子丹國的使臣便要到了，肅王府閒得下來？」 

回想這些年的糟心事，每每夜深人靜的時候，她都會後悔當年讓呈硯去從軍，平

白惹了這麼一個禍害，倒不如一家人守在一處本本分分地過日子。 

杜太初聽了這話，沉默不語。 

第二十一章 書院藏祕辛 

一早，杜恒言由紫依服侍著洗漱好，剛在黃花梨喜上眉梢鏡台前坐下，就聽到琉

璃珠簾被輕輕撩起的聲音，帶著一陣淡淡的蘇合香。 

紫雲笑著走過來，問道：「主子，今兒個奴婢給您梳一個百花髻可好？」 

杜恒言從銅鏡裡頭看著她今兒個著了一身綠襦裙，外頭套著一件半臂對襟緋色褙

子，襟口繡著兩排繁複精緻的纏枝花，褐色的枝頭上挑了嫩黃色的小花，一朵一

朵，十分醒目。 

再往上看，梳的是玲瓏髮髻，髻前頭配著一枚文殊滿池金分心，杜恒言記得，那

是新年的時候她賞的。 

紫雲一身裝扮不算出挑，可每一樣都是花了心思的。 

杜恒言淡道：「百花髻太繁複了點，我不喜歡，梳垂鬟分肖髻吧，紫依妳去將前

些日子姨娘送的海棠花步搖尋出來。」 



紫依自去妝匣裡找。 

杜恒言問紫雲，「今兒個輪到妳還是紫依陪我去書院了？」 

紫雲拿著檀木梳子輕輕地梳著杜恒言的一頭青絲，一邊笑道：「主子，奴婢前些

日子懶怠了些，勞紫依幫奴婢多擔了好些事，奴婢這兩日細想起來，有些過意不

去，這幾日便由奴婢陪著。」 

紫雲微微一動，身上的蘇合香越發清晰，杜恒言鼻端有些不舒服。 

她素來不喜歡這些香料，明月閣裡或是燃些果香，或是擺兩盆植栽，這些香料自

來是不用的，她總覺得有腐蝕的味道。 

杜恒言依稀記得，當年她來府裡沒有幾日，阿婆從人牙子手裡買回來紫雲和紫

依，細算起來也有九年了，這些年她自問待紫雲和紫依尚可，不會動輒打罵，偶

爾還和她們說笑幾句，沒承想還是有這種養不熟的白眼狼。 

杜恒言拿著素淨的帕子輕輕擦了鼻子，淡淡笑道：「今兒個還是讓紫依跟著我，

我托凌嬤嬤去一趟牙行，再採買一個小丫鬟，妳隨凌嬤嬤一道看看吧。」 

紫雲一雙素手上下翻動，便梳好了垂鬟分肖髻。 

紫依剛尋了珠花過來，遞給紫雲。 

紫雲給杜恒言薄薄地上了一層胭脂，點了檀色的口脂，便見杜恒言面上透了一點

淡淡的朱紅，正是時下流行的檀暈妝。 

紫依歎道：「主子，奴婢怎麼覺得這些日子您越長越美了，看得奴婢都移不開眼。」

說著，她聞到了紫雲身上的蘇合香味，一時有些怔住，拿一雙柳葉眼看向紫雲，

這才覺出紫雲今兒個身上穿著的不同來，不由蹙了眉。 

「阿姊，阿姊！」正說著，披散著頭髮的小黑娃帶著阿瓜跑了過來。 

阿瓜脖子上繫著一對小小的金鈴鐺，一跑起來，一響一響的。 

牠首先到杜恒言腳邊打了個滾，杜恒言用繡花鞋輕輕地撓了牠的肚皮兩下，牠「嗚

嗚」地叫著，搖著尾巴。 

小黑娃見到今兒個格外明媚的紫雲，仰著小臉笑道：「紫雲姊姊，妳今兒個真美，

阿姊是要給妳找婆家了嗎？」 

紫雲頓時臊紅了臉，忙搖頭道：「阿寶妳又胡說，今兒個不給妳糕餅吃。」 

小黑娃輕輕「哼」了一聲，扭著小腦袋看向杜恒言道：「阿姊，我想吃金銀小饅

頭，我這幾日牙疼，吃不了酥餅和如意糕了。」 

杜恒言看了下她的牙口，想起來，小黑娃也八歲了，又到了換牙的年紀，憂心道：

「這下可要受罪了。」 

小黑娃小手摸著腮，還沒有意識到即將要面臨的掉牙之痛。 

紫依上前替小黑娃梳了一對雙丫髻，簪了一對小小的蝴蝶珠花，忍不住看了看主

子和阿寶的眉眼，心下暗歎，真是越來越像，若不是阿寶是主子從外頭帶回來的，

她當真以為阿寶是杜府的小娘子。 

梳好妝，外頭的二等丫鬟蘭草已經提著食盒在外頭的長條形桌上擺開了。 

楊阿寶喝完一碗粥，然後看著桌上擺著的糕點、醬瓜、醃筍，表情痛苦。 

杜恒言對一旁候著的蘭草道：「去廚房拿兩個金銀小饅頭，給阿寶放在荷包裡帶



著。」 

等到她帶著紫依準備出門的時候，理了理阿寶的小襦裙，囑咐道：「若是牙要掉

了，妳便咬一口饅頭，今兒個妳在阿翁、阿婆那裡待著，我晚間去接妳。」 

杜恒言眉頭微抬，楊阿寶便明白她的意思是今兒個明月閣不太平，忙點頭道：「阿

姊放心，我今兒個一定多學些字，趕明兒就能陪阿姊一起看話本子了。」 

杜恒言扭了扭楊阿寶的小臉，笑笑不語，話本子可不是她這年紀能看的。 

 

出了杜府大門，杜恒言沿著馬行街朝南走，一路上都在猜今兒個林承彥會給她帶

什麼吃食。 

忽地一個人影站在她跟前，喚了一聲，「阿言。」 

入眼的是月白色的雲緞織錦長袍，腰上繫著的一枚羊脂白玉熠熠生輝，十分溫潤

的模樣，那雙熟悉的桃花眼意外地帶著兩分灼熱。 

粉底牡丹翹履繡花鞋後退了一步，髮上的海棠珠花步搖隨著身形晃動，杜恒言眸

中閃過驚訝，點了檀色的櫻唇輕啟，「張家衙內？」 

張憲突兀地站在她的身前，他的個子比她高一個頭，視線下沉便能看見她微微顫

動的睫毛，和面上稀疏的白色小絨毛，心裡輕輕一動，平靜如水的眸子望著杜恒

言道：「阿言，我可以和妳走一段嗎？」 

杜恒言想到那一封草帖，點了頭。 

身後一直望著兩人的紫依如臨大敵地道：「小娘子，今兒個出門晚，我們得快些

趕路。」她可是收了林家小衙內好些果脯、蜜餞的，要守好小娘子啊。 

張憲淡淡地看了一眼紫依，眸沉如寒夜，紫依嚇得後退了兩步。 

兩人並肩走在馬行街上，到了甜水巷子，經過汴河大街，一路默默無語。 

沿街的叫嚷聲不絕於耳，街上什麼都有，剛出鍋的水嫩豆腐、新鮮出爐冒著熱氣

的白胖饅頭、一眼望上去便「咯迸脆」的金黃豌豆，杜恒言時不時望兩眼，一路

伸著脖子找林承彥，只覺得今天這人奇怪得很，一直沒有出現。 

過了朱雀門，杜恒言忍不住又回頭看一眼，也不知道是看吃食，還是在找那個每

日都要出現的人。 

快到清桐書院門口的時候，張憲停了腳步，轉身望著杜恒言，緩慢又清晰地道：

「阿言，這一條路我望著妳走了七年，從妳轉到甜水巷子，過了汴河大街，再到

朱雀橋。」 

從一個梳著雙丫髻的瘦小背影，到如今的娉婷少女，他一直以為這個小娘子這輩

子就是他的了。 

他的聲音像溪水潺潺，不經意地淌在杜恒言心上，她低著頭，眉眼上的疏淡有些

維持不住，一時不知道自己改做怎樣的表情。 

半晌，她說：「我年紀尚幼，近一、兩年內並不準備談婚論嫁，而且他日我若議

親，恐有諸多煩心事，子瞻你前程高遠，該當愛惜羽毛。」 

言下之意，娶了她，肅王府不會允許他在仕途再進一步的。 

張憲倏地一笑，一雙桃花眼像是瞬間綻開了許多朵輕盈的小花，一朵一朵地堆在



眼中，看得一旁的紫依忍不住呆愣。 

「阿言，我會等妳。」 

淺淺的語句像羽毛一樣掃過杜恒言的心扉，她驀地紅了臉。 

不知什麼時候站在兩人身後的杜婉詞，望著杜恒言低垂下去的臉頰上升起的一點

紅暈，胸口一陣灼熱的痛。 

「阿言，你們在做什麼？」她紅著眸子開口，帶著憤怒。張憲末了一句，她聽得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張憲略微施了禮，「婉詞妹妹。」 

杜恒言望了杜婉詞一眼，對張憲道：「你們聊，我先進去了。」 

跨進書院，杜恒言一路上心裡惴惴不安，不知道這不安是對張憲，還是對杜婉詞。 

她有些懊惱，自己該斬釘截鐵地拒絕張憲的，不應該顧左右而言他，可是他先前

那一番表白，令她猛然間想到了上一世的某個人，那人也是這樣子看著她，而上

一世她恰好是喜歡他的，可是因緣際會讓她來到了大趙國。 

所以，這一瞬間她有些不忍心拒絕，也許未來的某一日，當自己決定在大趙國嫁

作人婦的時候，張憲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站在書院門外的張憲見杜恒言進去，想著今日要說的話已說了，對著杜婉詞拱手

道：「婉詞妹妹進去上課吧，子瞻先走一步。」 

杜婉詞淚眼汪汪，見張憲要走，一把拉住了他的袖子，直到發現他眉頭忽然皺了

起來，眼神有些涼寒，才猶如被針刺了一下，猛地放開，慌張地道：「你、你喜

歡阿言？」 

張憲桃花眼微挑，勾唇道：「此事婉詞妹妹先前不是已經聽見了？子瞻還有事在

身，不便與婉詞妹妹贅述。」說著，轉身便走。 

杜婉詞縮回來的手緊緊握著，拇指與食指上剛剛拽著的那一點織錦柔軟的觸感，

好像有點發麻。 

望著那漸漸遠去的背影轉進了朱雀門，杳無蹤影，她仍回不過神來。 

他是什麼時候看中了杜恒言？明明她將杜恒言的名聲傳得那般糟，好吃懶做、惹

是生非，娘親身分卑微，還不修女德，他怎麼還會看中杜恒言？ 

杜婉詞暗恨，很快將怒火壓了下去，想著她若做正妻，杜恒言勉強可以做媵妾。 

半晌，跟在杜婉詞身後的翠微望著來來往往偷睇著自家小娘子的女學生，忍不住

喚道：「主子，主子，要耽誤上課了。」 

杜婉詞吁了一口氣，望了眼書院門楣上頭懸著的「清桐書院」四個燙金大字，提

了胭脂色蜀緞織錦百褶裙，探出前頭綴著一邊細米小珍珠的雙蝶戀花翹頭履，姿

態嫻雅，又恢復了大家閨秀的模樣。 

現下正是學生來書院的時候，好些女學生看見張憲與杜恒言、杜婉詞先後駐足，

前頭一個羞紅了臉，後來一個慘白了臉，一齣高門姊妹搶夫君的戲碼在清桐書院

裡越演越烈。 

 

下午原是沈夫子的課，她的丫鬟過來傳話，言她受了風寒，頭痛不能起床，今兒



個讓諸位小娘子自個隨意作一幅畫便成。 

傳話的小丫鬟一走，學舍裡便騷動起來，有些女學生乾脆帶著紙筆去後園裡畫畫。 

武月皎跑來找杜恒言，坐在她邊上，望著學舍外頭滿滿的花苞，笑道：「阿言，

春天真的要來了。」一邊說著一邊對杜恒言擠眉弄眼，一雙小圓眼被她弄得格外

滑稽。 

杜恒言瞥了她一眼，輕嗤道：「妳怎地見風便是雨？我不過是早上用跑的過來，

臉上有些發熱罷了。」一時想起今兒個沒見到林承彥，心下煩亂，望著學舍裡竊

竊私語的眾位同窗，揚了聲調對武月皎道：「月皎，是不是好久沒見到蟲子出沒

了？難道春天到了，蟲子還冬眠著不成？」 

武月皎知她所指，不再多言。 

去後園裡折柳枝的李菁一回來便聽到這句，伸手將冒著綠芽的柳枝遞給杜恒言，

「拿著，去去晦氣。」 

李菁近來許是受了昔日姊妹一同入了太子府邸做妾之事所觸動，往日裡要強的性

子收斂了很多。 

李菁見她收下，問武月皎，「妳還說阿言，昨日我聽我家兄長說，見到妳在國子

監門口候著一個小郎君，是新來的林老相公府上的小衙內，妳什麼時候識得的？」 

杜恒言猛地一下子折斷了手裡的柳枝，看著武月皎因被發現祕密而漲紅的臉。 

武月皎輕聲道：「路過，我也只是路過，順道去看看表哥。」 

「慕俞是妳表哥？」杜恒言顯然不知道這事，驚訝地問出了聲。 

她左藏右藏那般久，慕俞竟然是武月皎的表哥！ 

武月皎面上有喜色，「嗯，慕俞哥哥的嬸子是我娘的姊姊，前些日子我去林府的

時候恰巧遇見，這才得知，只是……」她望著杜恒言怔怔的一張鵝蛋臉，咬唇道：

「阿言，妳不是說那日的小郎君是問路的嗎，妳怎麼知道他字是慕俞？」 

杜恒言被這小妮子逮住漏洞，微咳了一聲道：「後來又遇見了，知道他叫慕俞。」

她觀武月皎一臉提防地看著她，撇撇嘴。 

怪道慕俞今兒個不來給她送吃的，原來是有了新表妹。 

正想著，坐在杜恒言前頭的范瓊花慌慌張張地從外頭進來，面色潮紅，甫一坐下，

又立即受驚一般站了起來，摸著自己的袖口、荷包，一邊念道：「我的玉佩呢？」 

李菁忙往後退一步，心想著我們剛在這站著，可沒碰妳。 

她也不理李菁，自個彎腰在底下找著。 

范瓊花是沈夫子夫家的女孩兒，范家因得聖心，十分張狂，只是范瓊花性格自來

安靜又柔弱。 

杜恒言見她好像十分稀罕那玉佩一樣，提醒了一句，「我看妳剛才慌慌張張的，

是不是丟在後園裡了？要不要我們陪妳去找一找？」 

誰知范瓊花聽了這話，反倒受了驚嚇一般，忙搖著頭，「我沒去後園，我沒去後

園。」 

李菁皺眉道：「我剛剛在湖邊折柳枝的時候明明看見妳去後園，還朝著沈夫子的

學舍走去，怎地又說沒去？」 



范瓊花一聽這話，面色慘白，額上立即滲出了豆大的汗珠，帶著哭腔道：「求妳

別說了，我真的沒去！」 

杜恒言和李菁不由面面相覷，李菁應道：「我記錯了，好像是前些日子看妳去的，

我怎麼記成今兒個了，妳別哭了。」說著，拉了杜恒言到外頭，悄悄地道：「沈

夫子那裡肯定有名堂，我們去看看？」 

杜恒言搖頭道：「算了，若是惹惱了沈夫子不是好玩的。」沈夫子看著平日裡寡

言少語，可是骨子裡卻十分清高，又是沈貴妃族中的女子，杜恒言自覺少惹事為

妙。 

李菁見她不願意去，又勸道：「我知道後園有一處小徑，外頭有花藤掩著，可以

到沈夫子院子裡，我見范瓊花走過。」 

杜恒言還是拒絕，並好心勸她一句，「妳看范瓊花嚇成那模樣，定不是什麼好事，

莫去了。」 

李菁跺一跺腳，自己氣衝衝地朝後園走了。 

女夫子們住在後園後頭，往日裡僅有一處月門可通過，李菁的意思是後園的某處

牆上有洞，想來應該頗為安全，杜恒言終是忍不住好奇，追著李菁過去了。 

到了後園的一處角落裡，李菁摸索著攀上院牆的花藤，摸到了一處空缺，心中一

喜，閃身鑽了進去。 

杜恒言緊跟在她後頭。 

剛穿過院牆，低頭便見到地上有一枚玉佩，想來是范瓊花掉的那枚。 

杜恒言正準備彎腰撿起來，卻被李菁一把拉著蹲下去，只聽對面的廂房裡頭隱隱

傳來男子的聲音。 

杜恒言忙捂住李菁的嘴，兩人睜大眸子，彼此互視一眼。 

沈夫子可是寡居之人啊！這青天白日的，還關著門…… 

杜恒言忙拉李菁出來，驚疑不定地跑到湖邊，對李菁道：「此事不可再提！」 

李菁湊過來道：「阿言，這書院總共只有三道門，前後門每日都開，唯獨西北邊

的角門是前些日子才鎖起來的，說是以後不開了，妳說，他一會兒會不會從角門

離開？」 

杜恒言沉默地看著李菁，不知道原來這小妮子的好奇心比她還要大，不愧是中丞

之女，好打探陰私事。 

兩人這般說著，便去了角門，果然角門上的鎖只是掛著，並未鎖上。 

此處角門又稱為梅花門，這一處恰好種了好些臘黃、粉紫、綠白的梅花在兩邊，

中間用鵝卵石鋪一道小徑出來，兩人隱在角落裡，就算被人發現，也可說是在說

私密話。 

大約半個時辰後，她們才聽到隱隱約約有腳步聲傳過來。 

一前一後兩人皆步履匆匆，後頭一個道：「爺，不若抬回家去吧？」 

前頭的一個道：「抬回去哪有這般趣味，小李子你不懂的。」說著朗笑一聲。 

後頭的那一個跟著訕笑了兩聲，「是，是，奴才哪能懂得這事，是奴才多嘴了。」 

兩人過了門，外頭似乎有接應的，不一會兒便響起了馬車遠走的聲音。 



杜恒言和李菁已然是滿頭大汗，兩個人縮在角落裡，不敢起身。 

好半晌後，李菁抱著杜恒言道：「阿言，幸虧我們剛才看那鎖的時候沒有出聲。」

剛才外頭竟然還停著一輛馬車，她們在裡頭一點都不知道。 

杜恒言拍了拍李菁，顯然以李菁的聰慧，也猜到此人是誰。「我們快走吧，一會

可能有人來鎖門。」 

李菁腿軟得站不起來，杜恒言一手攙住她，匆忙離去。 

待兩人走後，外頭一直守著的人才離開，回去稟告自家主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