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十九章 她不能原諒 

都亭驛中，耶律蒙德剛練了一場武，大汗淋漓，見到溫赫帶著耶律紮顏回來，淡

淡道：「可查出什麼來沒有？」 

耶律紮顏面上訕訕的，上前兩步道：「王叔，您又不說，侄兒我心裡好奇，便按

捺不住去看看，那兩樣東西可是進貢給趙國皇帝的，您光聽了林承彥一句話，就

給了出去，侄兒實在好奇。」 

耶律蒙德穩坐如山地端了一盞茶慢慢地喝著，額上、臉上汗流如注，看著有幾分

嚇人。 

耶律紮顏知道，王叔心情不悅的時候，便會這般練一場武，練到整個人像浸了水

一樣。 

他想到平日裡林承彥提起未婚的妻子，眼眸中那種璀璨與生動，忍不住道：「王

叔，您……您這樣，是不是不太合適？」 

耶律蒙德眉頭微皺，看著耶律紮顏吞吞吐吐的模樣，喝道：「有話快說，磨磨蹭

蹭的，像什麼熊樣！」 

耶律紮顏眼睛一閉，喊道：「王叔，那杜家的小娘子可是與林承彥定了親事的，

兩人郎有情妹有意，您若是強搶，侄兒不同意！」 

他和林承彥相交月餘，十分投契，若是王叔搶了好友的心上人，自個兒還怎麼和

人家稱兄道弟？ 

一旁的溫赫面上頓時冷汗漣漣，郡王爺竟然會以為王爺看中了杜恒言，那、那、

那可是王爺的親生女兒啊！ 

溫赫嚇得一時不敢動，生怕讓王爺想起這屋裡還有一個他，簡直恨不得腳能在地

上磨出一個洞來遁走。 

「砰」的一聲，剛才還在耶律蒙德手裡的杯子頓時朝著耶律紮顏的臉飛了過去，

溫赫手腳俐落地拉著郡王往後躲了一下，硬著頭皮進言道：「王爺，此時在趙國

尚有諸多事務需要郡王出面，實不宜破了面相。」 

耶律蒙德砸出去後也有些後悔，見溫赫給了台階，忍了怒氣道：「混帳，誰和你

說我要強搶誰了？」 

耶律紮顏一喜，奇道：「王叔並不是看中了杜恒言？只是侄兒不知，若非如此，

王叔為何這般偏幫杜家？王叔先前不是一直訓導侄兒，來趙國後莫插手趙國的恩

怨，那肅王府和趙國未來的太子妃，一心要滅掉杜恒言，王叔為何會插手？」 

耶律蒙德冷冷地道了一句，「日後你自然會知曉，滾出去！」 

耶律紮顏見王叔氣得額上的青筋都冒了出來，不敢再說，對著溫赫使了一個眼

色，急忙地退了出來。 

耶律蒙德看侄子落荒而逃，心上猶不解氣，準備喝口茶降火，這才發現剛才自己

把杯子扔了。 

溫赫忙上前又倒了一盞茶，勸道：「王爺，郡王不知道您的心思，為那林家小子

打抱不平，也是少年俠義，您可別和他一般見識。」 

耶律蒙德深呼吸了一口，「恒言的事，暫且不能告知他真相，你也莫要對他透了



底。」 

溫赫應了一聲，又道：「王爺，此回你出手幫了小主子，不出明日，消息約莫就

會被傳出去，您看，要不要找個理由堵住有心人的嘴？」 

耶律蒙德灌了一口茶，道：「既然不能認恒言，但本王可以認下林承彥做義子。」 

溫赫一驚，「王爺，您的父王和他的祖父當年可是交過戰的，這、這莫說林家不

會同意，便是傳回我國王庭，那些大人們也不會同意的。」 

耶律蒙德的父王，正是林詢當年以三千廂軍打敗的丹國猛將耶律哈哥。 

此事是趙國茶館裡說書人最愛說的一段，是趙國人的榮耀，卻是一生戰功顯赫的

丹國名將耶律哈哥的恥辱。 

溫赫的顧慮，耶律蒙德也曾想過。 

只不過他前半生已經為了丹國而辜負了秋容，眼看臨老，對於他們的女兒，便是

再難，他也想將她護在羽翼下。 

 

 

夜深人靜，杜將軍府嘉熙堂中，十分冷寂，滿天的星光照在院中才剛修剪好的花

木上，隱約可見煥然一新的花木上積著薄薄的一層冷氣。 

杜府荒廢一個月，裡頭的花草卻瘋長旺盛，嘉熙堂的花草自來是由閆婆子照看

的，閆婆子前些日子去了別的府中謀出路，見杜府起勢，又求著親家凌嬤嬤回府

謀了這差事。 

院子守門的婆子正昏昏欲睡，見到院門外頭有窸窸窣窣的腳步聲，忙醒了神，便

聽到外頭有人喊道：「我是紫依，嬤嬤開個門，我家小娘子過來找老夫人。」 

婆子一邊麻利地開門，一邊笑道：「小娘子這時候還出來呢，外頭露水重呢。」 

紫依左手提著一盞琉璃燈，右手從荷包裡掏出十枚大錢，笑道：「嬤嬤拿著明早

買個饃饃吃。」 

婆子忙推著拒絕，還是拗不過紫依。 

看著兩人進去，婆子心間也暖融融的，言小娘子自幼就是熱心腸，平日裡她們這

些老傢伙有個頭疼腦熱的，都會好心地讓她身邊的姑娘或是送藥或是送錢。 

今兒個竟還為了外頭收回來的一個小丫鬟，驚動了宮中的貴人，李公公帶著四位

太醫上門找阿寶的時候，老爺和老夫人都還在鼓裡，還是紫依回來拿東西，才知

道人在柏郎中那裡，李公公又帶著太醫去了柏郎中處。 

婆子摸了摸手裡尚還冰涼的十個實實在在的銅板，暗道，怪不得閆婆子那老傢伙

哭著嚷著求凌嬤嬤讓她回來，這等善厚的主人家，滿京城裡也再難找到一個。 

今兒個外頭一番動靜，驚動了宮中，李公公帶人來了府中，想瞞著二老也瞞不住，

此時兩人都還未睡，一直等著杜恒言回來。 

二老此時一個看書，一個在納著鞋底，都有些心不在焉，忽地聽珠簾晃動，聽到

門口的丫鬟在喚著——  

「見過小娘子！」 

兩人立即放下了手中的活兒，都朝珠簾看過來，便見到早上出門時，鮮嫩得像一



顆草葉上晶瑩的露珠一般的孫女，這時候小臉皺著，眼睛下面一圈紫黑。 

元氏先心疼了起來，摟過杜恒言，皺眉問道：「怎地好好地會中了毒，妳和慕俞

可都讓太醫看過了？」 

杜恒言寬慰道：「阿婆，都看過了，阿寶也解了毒，都沒事兒，您啊，可得寬心，

今兒個太晚了，不然慕俞肯定要跟著我回府見您二老的。」 

杜太初已經想了一天，「言兒，妳爹爹說此事是肅王府所為，下半晌去了一趟宮

中，現在還未回來，妳說，這一次真的又是肅王府嗎？」 

杜恒言默然點頭，與其說是肅王府，不若說是杜婉詞與肅王府一起做的，見阿婆

面上隨即起了憤色，怕她氣得胸口不舒服，忙給她揉道：「阿婆，您別氣，都沒

事呢！」 

元氏張口準備說什麼，見杜恒言擔憂地看著她，又忍了回去，捏著杜恒言柔軟的

手直歎氣。 

杜恒言想哄老人家開心，微垂著眸子，半含羞地道：「阿婆，慕俞今兒個說，要

派冰人上門來商討婚期，您、您看，合不合適？」 

元氏果然露出笑顏，「傻囡囡，我和妳阿翁一早便選著日子了，就等著他家來請

期。」 

之前他們將日子選在了下半年，屆時秋高氣爽，阿言出嫁的時候不會太熱，在花

轎裡也不會悶著，她前些日子還聽阿凌說，汴河大街上有一家的閨女去年七月出

嫁，險些悶死在花轎裡，人倒下的時候，轎子一晃，喜娘奇怪地掀起一角簾兒看

了才知道。 

今日老頭說，怕婉詞入東宮後仍然記恨阿言，在她的親事上動手腳，是以準備早

些將阿言嫁出去。 

再者，她和老頭經歷抄家一事，精力越來越不濟，呈硯若是外出雲遊，他們怕是

護不住阿言了。 

「阿言，我們準備讓妳在婉婉之前出嫁，妳可會覺得太倉促？」杜太初沉聲問道。 

杜恒言確實有些愣然，趙國自來講究長幼有序，一般次子、次女都會在長子、長

女後頭出嫁，若是次子定了婚期，一定會緊趕著在這之前替長子娶妻。 

雖然她不是杜家的孩子，但是她的名字還寫在杜家的族譜上。 

先前阿翁、阿婆的意思，是不準備讓她和杜婉詞掙這個長幼的名分，也有讓她退

一步的意思，讓婉詞心氣兒平順些，日後成了太子妃不會再和自個兒計較。 

眼下這般，阿翁、阿婆儼然是不為婉詞的面兒考慮了，若她真的是杜家的女兒，

自是不會退讓，可她畢竟只是杜家的養女，杜婉詞才是爹爹親生的女兒。 

杜恒言猶疑道：「阿翁、阿婆，婉婉畢竟是要嫁入東宮……」 

話未說完，杜太初搖手打斷了她，「言兒，她怎樣，和妳、和我們都沒有關係，

我和妳阿婆現在想憑著這張老臉，讓她對妳和阿文動手時有所顧忌。」 

杜家這些年來，待她母女兩人已經仁至義盡了。 

杜恒言見阿翁顯然不是臨時起意，便不再多勸，應道：「阿言但憑阿翁、阿婆和

爹爹作主。」 



元氏見她這會兒又毫不忸怩地應下，不由拿了帕子掩住了笑意，怕阿言姑娘家面

薄，便忍住沒有打趣。 

這麼一會兒，凌嬤嬤端了一碗熱騰騰的麵條過來，麵條上面還撒了碎碎的一層粉

紅色肉末。 

元氏笑道：「饞貓兒，累了一天，也不知道妳在外面吃了沒有，我吩咐廚房用高

湯煮的，撇了三回油，趁熱吃了回去睡一覺。」 

杜恒言眼圈微紅地應了，接過凌嬤嬤遞過來的銀箸。 

即便知道她不是杜家的孩子，阿翁、阿婆待她還是和往昔一樣，處處為她打算謀

劃，令她感動得無以復加。 

 

第二日一早，杜恒言還睡得昏沉沉的，尚沒有醒來。 

紫依匆忙忙地過來喊她，「主子，太子殿下來了。」 

杜恒言昨日累得很，迷糊糊的，眼睛睜不開，含糊地問道：「殿下來做什麼？」 

「殿下帶了陛下的旨意和宮中的賞賜。」紫依一想到在院子裡那堆得像小山一樣

的箱子，有些回不過神來。 

聽說太子過來，杜恒言自然放鬆了警惕，不知道為什麼，她並不怕這位太子殿下，

在她的印象裡，太子殿下自幼是個仁厚的主兒，雖然有時有些不著調。 

即便如此，她還是快速地起身梳洗，換了衣裳。 

等她到前院的時候，院裡頭已經跪了許多人。 

趙元益拿著明黃的聖旨，見她過來，垂了眸子道：「人既齊了，本殿下便宣旨了。」

然後揚聲恭敬地宣讀，「奉天承運，皇帝詔曰，茲聞懷化大將軍杜呈硯之女杜婉

詞溫良敦厚，嘉言懿行，朕與貴妃躬聞之甚悅。特封為福寧縣主，賞金十兩，賜

五翟冠一頂，宜令所司，擇日冊命。」 

趙元益念完，收了聖旨遞給杜婉詞道：「婉婉，接旨吧。」 

杜婉詞眉目不動地雙手舉到頭頂，捧過聖旨。 

趙元益看她一雙籠煙眉，似蹙非蹙，移開了眼，看了一眼杜恒言挺直的脊背，對

著杜呈硯道：「杜將軍，旨意既已宣讀，本宮便先回宮了，杜將軍前些日子受了

連累，這些日子在家中好好休養生息。」 

杜呈硯帶著杜家眾人恭敬地送趙元益出門，回身再望向面無表情的杜婉詞，心裡

微微一歎。婉婉，為父為妳爭取的，希望妳切莫辜負了為父的一番苦心。 

婉婉和恒言這些年來一直偶有不和，他是知道的，可這回婉婉卻是動了殺念，他

昨夜與陛下長談，力言婉婉是年少妄為，本性並不壞，希望陛下能夠再給她一個

機會。婉婉許是不知道，陛下寵幸的楊淑儀與恒言的淵源，前一步給恒言身邊的

人下毒，後一步便是恒言了，楊淑儀怎會容忍她？ 

以楊淑儀在宮中與沈貴妃的關係，怕是已經在沈貴妃跟前上了眼藥，他能夠勸住

陛下這邊，對旁的人卻是無能為力，畢竟現在對外而言，他不過是一個掛名的將

軍，沒有任何實職。 

昨日李公公帶著太醫上門的時候，他才發現原來婉婉已經走到了這一步。 



在痛心的同時，他也為自己這些年對婉婉的疏於管教深深自責，在婉婉小的時

候，因著秋容的死，他不願意面對趙萱兒，連帶著對婉婉也有些忽視，覺得這個

孩子自然是親肅王府那邊的，直到恒言告訴他，肅王府逼迫婉婉嫁給太子，婉婉

不願意，那時候他才醒悟，婉婉畢竟是他的孩子，他們上一輩的恩怨不應該波及

小輩。 

可是他醒悟的太晚，他入獄的時候，婉婉竟然答應了嫁給太子，陛下自覺多年來

對他有所虧欠，也希望將太子正妃留給杜家。 

而太子，選中了婉詞。 

那時候他便知道，他終是遲了一步，沒有給婉婉足夠的安全感，以致她偏聽偏信，

中了肅王府的計。 

婉婉與杜家、與他，終究是疏遠了。 

杜呈硯想到這裡，深深地看了杜婉詞一眼，似乎要將她的眉眼刻在心上。 

杜婉詞察覺到爹爹的視線，微微斂裾行禮道：「爹爹，婉婉先回靈犀閣了。」 

她的眼睛掃到左邊姬姨娘身後的小胖墩，正滿眼恨意地看著她，想一頭隨時要衝

上來的小野獸，心裡微微嗤笑了一下，明明她才是阿文的親姊姊，阿文卻更在乎

那個不知哪裡來的小叫花子。 

是呀，這個家除了她和她娘，連丫鬟都和她們是一家人。 

杜呈硯見到一旁不安分的小胖墩，沉默了一會，對杜婉詞道：「妳的大婚近了，

缺什麼東西就和爹爹說。」 

杜婉詞輕聲應下，拖曳著描花長裙，帶著兩個丫鬟緩緩地回靈犀閣去。 

見她走後，一直被姬姨娘緊緊拽住的小胖墩，竄出來道：「爹爹，阿寶差點沒了

命，您怎麼就這般放了她？」 

如果不是姨娘拉著，他一定要上去咬杜婉詞幾口，替阿寶報仇。 

杜呈硯喝道：「胡鬧，外頭的瘋言瘋語你也信？你姊姊是愛跋扈了一點，何曾起

過這等害人的心思？去書房面壁思過去！」 

小胖墩十分不滿地「哼」了一聲，賭氣地跑了。 

院子另一邊，剛剛繞過了假山的杜婉詞腳下一個踉蹌，在爹爹心裡，她是不會害

人的嗎？難道爹爹不覺得她該是和肅王府裡頭的人是一樣算計、險惡、齷齪的

嗎？ 

「小娘子，您可磕疼了？」翠微見主子皺著眉，神色有些痛苦，忙出聲問道。 

杜婉詞深呼吸了一口氣，心裡又沉靜了下來，緩聲道：「無事，走吧。」 

翠微和碧蘿直覺得小娘子的背脊挺得比先前更直了，微微揚起的下巴，帶著一點

傲氣與冷漠，卻莫名的讓人覺得有些落寞。 

 

這頭，杜呈硯望著堆在院子裡的紅木雕花大箱子，吩咐管家胡伯道：「都抬到靈

犀閣給小娘子過目，然後登記造冊，小娘子現下不要的，都好好地收到庫房裡。」 

胡伯知道將軍的意思，便是這些東西是要隨著婉小娘子去東宮的。 

吩咐完，杜呈硯讓眾人都散了，留了杜恒言，道：「聽說妳在國子監前門開了一



家涮鍋店，銀錢可夠使？」 

杜恒言笑道：「爹爹怎地知道的？不會是責怪言兒沒喊您入股吧，我可帶了阿文

的。」 

「言兒，阿寶的事，爹爹不求妳原諒婉婉，只是她走到這一步，是爹爹管教不嚴，

妳可以怨、可以恨，爹爹卻必須拉她一把，不能讓她就這般墜入深淵。」杜呈硯

抬頭望天，有些歉疚地道。 

「爹爹，如您說的，您也是她的爹爹，您要拉她，是一個父親對女兒的疼愛，可

是恕言兒無禮，言兒與婉詞，這輩子怕是都不能如爹爹所願做一對情深意重的姊

妹了，如果慕俞沒有拚著命去找解藥，如果慕俞沒有躲開白問光衝出來的馬，如

果耶律蒙德沒有給慕俞那兩樣藥材，我想，阿寶已經不能躺在榻上嚷著藥苦了。」 

她不想讓爹爹難過，輕聲又道：「爹爹，許多事情一旦發生，不是道歉、愧疚就

可以抹去的，一旦痛過，是做不到雁過無痕的。」 

阿寶的事，杜恒言不會原諒杜婉詞，便是她對自己的命運再不滿、再心有怨氣，

也不是她毒害一個無辜的、沒有任何威脅的小女孩的藉口。 

如果人人都和杜婉詞一樣，那趙萱兒害死了娘親，她是不是也可以因心有怨恨而

弄死杜婉詞？ 

杜呈硯見杜恒言忽地紅了的眼，和她強忍著的眼淚，微微歎道：「言兒，爹爹明

白。」 

他怎麼敢對言兒說讓她原諒婉婉的話，這般害人性命的事，還是一個八歲的無邪

孩童，杜呈硯自己心裡都頗為不齒，只是那個人是婉婉，是他沒有管教好的婉婉。 

「言兒告退！」杜恒言略一低頭，便轉身回自己的明月閣。 

回到自己房中，直接脫了鞋子，和衣躺在床上，放下了銷金撒花帳子，用木芙蓉

花蠶絲薄被蒙了頭。 

爹爹在得知阿寶的事以後，第一時間卻是進宮向官家求情。 

她知道在別人眼裡，阿寶只是一個小丫鬟，與杜家無關，與杜家正經的嫡出小娘

子相比，一個小丫鬟的命又算得了什麼？爹爹的反應她理解，卻仍然有些失落。 

因為在她心中，阿寶是她的妹妹。 

第四十章 姊妹離心 

杜婉詞被封為縣主以後，整日裡閉不出戶，許多貴女遞了帖子求見，她都沒有再

理，終日裡在靈犀閣裡頭看書，繡一些帕子、荷包。 

杜恒言卻是整日裡不在家，幾乎都待在了南北涮鍋店裡頭。 

不知怎的，近來太子喜歡著常服來涮鍋店，以致杜恒言被迫給他留了天子間。 

只是趙元益每次來出手都頗為闊綽，花費百兩也是常有的，既是大主顧，杜恒言

自然不會往外推。就是每次趙元益一來，就會喚小黑娃過去說話，杜恒言心裡隱

隱覺得有些不對勁。 

也不知道趙元益是不是知道了小黑娃的身分。 

宮裡楊淑儀那邊，她最近也不敢再讓小陳太醫去傳話，聽說太醫院的院判一直在

查那一日是誰給阿寶開的藥方，她也不想給小陳太醫惹事。 



小黑娃的毒徹底解清後，杜恒言便讓她住在了烏桕巷子那一處宅子裡，讓墨林和

如非搬過去和她一起住，如非算是正式成為小黑娃的小丫鬟。 

榮延院裡的小廝墨林一直是杜恒言的人，杜家抄家的那一次，她讓墨林贖身出

來，因著阿寶喜歡如非，便讓墨林也給如非贖了身，也沒有再要這兩人的身契。 

墨林自幼便十分機靈，杜恒言一直十分看好他，眼下他是南北涮鍋店明面上的二

掌櫃。 

如非和阿寶同齡，卻一個好動、一個內斂，如非的命是她救的，這小女娃看著怯

懦，卻分得清好壞，又有墨林在一邊看著，是以杜恒言也比較放心。 

這些日子，她總是和小黑娃一起待在廚房裡嘗試各種醬料，這個時代的香料十分

稀有，連胡椒都是一百文一兩，她的涮鍋店雖然走精緻路線，但畢竟顧客是國子

監的學生，定價較低，便宜的也就一百二十文，若是和現代一樣，調料品自取，

單是胡椒一樣，她怕會供應不起，更遑論芝麻醬、耗油、麻油、醋這些。 

是以，杜恒言準備製出幾種醬料來，結合這個時代的香料，擬定出十三等醬料來，

末等的沙茶醬、中等的耗油麻醬屬於免費，其餘諸如芝麻醬、香肉醬等價格在一

百文至十兩之間。 

林承彥每次下學，便帶著同窗來店中小聚，起初都是他宴請，次數多了，學子們

清楚涮鍋店裡的價格和食材種類後，也會帶著別人來。 

杜恒言每日裡忙著食材進貨、辛香料的事，暈頭轉向的，涮鍋店以外的事兒，她

全然拋在了腦後。 

直到太子和她透露了耶律蒙德欣賞林承彥對丹文的精通，試圖認他為義子，她才

驚覺，原來有些事並不是她躲開就不存在的，比如這個註定要在她生命中出現的

親生父親。 

 

 

東宮裡，白采苓從安平侯府帶過來的丫鬟環兒，邁著細碎的步子，行色匆匆地往

白采苓院兒裡去。 

白采苓剛剛梳洗好，正由著宮女上妝，前兩日劉修儀送了她一盒千金難求的芙蓉

玉面膏，盛在琉璃小瓶子裡，每日取一點點放入香湯中淨面，可使肌膚如白玉般

無瑕。 

環兒見宮女將琉璃小瓶子鎖好，收進了妝匣中，心頭一個念頭閃過。 

白采苓從銅鏡裡看到環兒進來，問道：「不是讓妳回一趟侯府嗎，怎地又回來了？」 

環兒忙斂了心緒，回道：「主子，奴婢拿著腰牌剛出了宮門，便遇見了老夫人身

邊的鐘嬤嬤說、說……」 

環兒輕輕瞟了一眼兩邊伺候的宮女。 

白采苓揮手讓宮女們退下，轉身過來，拿著一把手掌大小的沉彩牡丹琺瑯銅鏡，

看自己的耳墜子，道：「說吧。」 

「主子，世子爺他、他昨夜被人打斷了腿，老夫人讓您回去一趟。」環兒說完，

頭低得更低了，似乎要讓自己努力縮成主子手裡的那一把小銅鏡一般。 



只聽「匡啷」一聲，那把小銅鏡被擲在地上，就摔了環兒半新不舊的鞋上。 

白采苓顫著聲道：「去打聽一下殿下去了哪裡？」 

環兒硬著頭皮道：「奴婢剛出門的時候，見到殿下騎著馬出去了，奴婢聽見殿下

吩咐隨從將昨兒個新得的一副小弓箭帶給那個叫阿寶的小丫頭。」 

環兒半晌沒有聽見動靜，心頭忐忑越甚，手緊緊地攥住了衣袖，她知道自家主子

最厭惡的不是陳側妃，也不是薛嬪，而是杜家言小娘子跟前的丫鬟阿寶。 

每每知道那位小丫鬟入東宮，或是太子殿下又給她搜羅什麼東西，自家主子都要

摔好些東西。 

白采苓壓下了心頭的一口惡氣，陰聲道：「備馬車，我們回侯府。」眼下誰也比

不上她阿兄的腿。 

環兒匆匆應下。 

不消片刻，東宮外頭，白采苓帶著丫鬟上了一輛四匹馬車，白采苓的心隨著車轂

轆的轉動忽上忽下，闔府九個孩子，只有她和阿兄是娘親所出，若是阿兄的腿真

的斷了，她簡直不敢想像那些庶出的兄弟姊妹會再搞出什麼么蛾子來，她娘日後

在府中的日子又該如何過。 

她第一時間想到的是太子，即便這些日子他更偏寵陳語冰一些，她相信不過是因

著陳家背棄了肅王府，投到了太子麾下，只要她爹爹也得到太子的信任，殿下定

也會這般待她。 

她和陳語冰都是大家貴女，自幼家中延請了宮中的老嬤嬤教導規矩和禮儀，琴棋

書畫也都是請了大家指點，所以她自認並不比陳語冰差。 

只是她沒有想到，太子殿下竟然會格外偏疼一個小丫鬟，每日在東宮裡搗鼓著什

麼玻璃珠子、小弓箭、小木馬往杜家送，卻將她們這些豪門世家的貴女撂到一旁，

彷彿她們真的只是來東宮伺候人的，而她們的身分、地位都不再憑著本家爹爹和

兄長的官職，而是殿下的喜愛程度來定。 

若是不喜歡，一個小丫鬟也可以欺壓在她頭上。 

白采苓每每想到這裡，便不寒而慄。 

安平侯府在皇城西南邊，馬車到的時候，白采苓扶著環兒的手剛剛下馬車，便見

守門的小廝在看到她後，含糊地行了個禮。 

白采苓頓時一顆心沉到了谷底，忍不住抬了腳對著小廝的膝蓋狠狠地踢了過去，

「混帳東西！」 

環兒忙道：「主子，夫人怕在裡頭等著，我們快進去吧。」 

白采苓進了家門，未到主院，便聽到摔東西的聲音和爹爹的怒吼聲。 

 

 

林承彥一連三日背著書篋出門，卻不去國子監，而是待在涮鍋店裡給杜恒言寫菜

單。 

他在國子監新交的一幫好友，秦翰林家的兒子秦鈞、景陽侯世子景川平，禮部尚

書郭大人家的小郎君郭東英，每日下學也跑來找他，一起試吃店裡新研製出來的



醬料。 

他們都是京城裡的貴公子，自幼學的皆是聖人之言、為官之道，雖家境優良，可

每一個都家規甚嚴，一直處在嚴於律己的古訓中，直到林承彥來到國子監。 

他是趙國傳奇人物林老相公的嫡長孫，已故大才子林楠留下的唯一骨血，眾人都

以為這位傳說中的神童定然如其父和祖父一樣，是一位清朗的君子，和他們一樣

皆受制於嚴格的家訓，抑或桀驁不馴，恃才傲物。 

沒想到他本人不拘禮節，看不慣的，連一個眼神都不願意給人家，看得上的，就

是掏心掏肺，連家裡廚娘研製一點好吃的，也帶到國子監來和同窗們分享。 

林承彥一次去秦鈞家中做客，與秦翰林略談幾句，事後秦翰林讚林承彥蔑禮法而

崇放達，頗有魏晉名士的遺風。 

秦鈞把這話傳到國子監來，林承彥的風頭再一時無兩。 

不到一個月，林承彥便在國子監中闖出了名號，一些仰慕林老相公的子弟先前是

因著林老相公的奇聞軼事對他好奇，現在卻是因為對他個人的處事品格而好奇起

養出這麼一個孫兒的林老相公。 

後來丹國使節來訪，需要找一些會丹文的學子與朝中的大臣們一起參與兩國文化

的交流，國子監這邊的領頭人定為林承彥，眾人又一時譁然。 

要知道，在與丹國多年的交戰中，他們這些留守在京城的官家子弟自幼就得識丹

文，另外除了他們，還有一幫老官人，也是研習丹國文字、禮儀多年的。 

林承彥即便是神童，可他隨了林老相公回了廬州，多年未曾在京城露面，眼界視

野定是比不上他們的，何德何能當得祭酒大人這般厚望？ 

不想這個在鄉野長大的小郎君很快就讓一眾丹國使臣敬佩，連丹國的郡王耶律紮

顏也每日往他跟前跑，求問一些嫁接農術。 

一些原先尚還覺得林承彥是沽名釣譽之輩的人，這才知道林承彥當真胸有丘壑。 

其中秦鈞、郭東英與景川平又與林承彥最為交好，近來聽到耶律蒙德上書給官

家，他們幾人頗為擔心，怕林承彥出了什麼事，便每日也跟在他身邊。 

耶律蒙德上書的內容其實是為了促進兩國的和平共處，有兩點心願，一是希望兩

國聯姻，二是希望能認貫通兩國文化的林承彥當其義子。 

眾人都知道，丹國當初帶著一位適齡的郡主與郡王過來，便是有聯姻的打算的，

是以並不奇怪，只是這第二點卻委實驚呆了趙國一眾士子。雖然耶律蒙德終生未

娶，膝下沒有子嗣，但若想收一個義子，丹國男兒那般多，為何要來趙國找，且

還是找上大敗其父耶律哈哥的林老相公的孫兒？ 

目前官家尚未給出答覆，可是國子監的學舍裡已經吵得不可開交，有說耶律蒙德

居心叵測，讓林老相公的孫子認仇人之子做父，也有說林承彥糟蹋了父輩的名聲。 

林承彥卻是不理，置身事外，照常往杜恒言這裡跑，引著國子監一眾看熱鬧的學

子都來瞧，店裡的桌子都不夠坐，排隊排到了國子監門口，墨林每夜算帳都要忙

到三更。 

杜恒言看不慣這些人，又心疼林承彥，讓墨林在店外貼了告示，表示最近香料供

應不上，唯剩高等級的醬料，請謹慎入店。 



一時，店裡清靜了很多，不過仍有那好熱鬧的紈褲子弟砸百八十兩銀子來吃一

頓，店裡依舊坐得滿滿的，就是想看看林承彥是否真的如傳聞中的躲在了這裡頭。 

然而南北涮鍋店生意意外太過火爆，讓周邊的店面大為詫異，眼看著涮鍋店的生

意如日中天，自家飯館酒肆寂寥，不知是誰家看不過眼，舉報到了飯肆行老那裡，

言南北涮鍋店破壞了行業規矩。 

墨林接到行老手底下的人送來的信，腦子一炸，驚覺他們這些日子太忙，竟然都

沒有拜見行老。先前盤下這家鋪子，孝敬的是茶肆行老萬員外，那酒館飯肆的闞

員外，卻是至今沒有送禮過去。 

聽墨林提起這些事，杜恒言不由得皺了眉，在這個朝代，做生意最講究的是拜山

頭，她一時疏忽，竟將這般嚴重的事情忘記了。 

這店鋪名字記在阿寶名下，主事的是墨林，闞員外若知道這是杜家的產業，自不

會來攪局，此番定是不知道，麻煩的是，她還不能暴露身分。 

杜恒言吩咐墨林道：「你先備好禮，厚重些，走一趟，看看闞員外怎麼說，態度

不能太軟和，也不能太強硬，他要是過於為難你，你只管放下東西，先回來再說。」 

墨林應下，「是，小的見機行事。」 

杜恒言見他額上冒汗，顯然頗有壓力，不免笑道：「怕什麼，你身後有我，我還

有爹爹呢，他真能把我們怎麼樣不成？你這次也乘機學學那派頭，搞不好若干年

後，你也能成這一行的行老呢。」 

說者無心，聽者有意，墨林忙謙虛道：「主子謬讚了，此事小的還真沒敢想過。」

他一個小廝出身的，若不是言小娘子看重他，只怕現在還在榮延院裡頭跑腿呢。 

杜恒言笑了笑，「沒什麼敢不敢的，命都是握在自己手裡的，想要什麼都得自己

爭取。」她說到最後一句的時候，眸子微轉，看了一眼墨林。 

墨林渾身一個激靈。 

 

 

東宮裡頭，白采苓想著爹爹交代自己的事兒，整整兩宿都沒合眼，眼看著天又亮

了，輕輕喚了一聲。 

外頭環兒帶著小宮女端著盥洗用具進來，見主子眼下又是一片烏青，關切地道：

「主子，可是這兩日新換的香料不喜歡？」 

白采苓微微搖頭，抬眼看了下銅鏡中的自己，見臉色不好看，道：「一會多抹些

胭脂。殿下可出門了？」 

環兒笑道：「還沒有，昨日殿下歇在了書房中。」 

白采苓接過宮女遞過來的熱巾子，輕聲道：「昨兒個吩咐廚房燉的蓮子銀耳湯可

好了？妳一會端來，隨我一起去給殿下送去。」 

環兒應下，伺候著主子梳洗好，便去了廚房。 

不一會兒，白采苓便見環兒提了個食盒進來，淡淡吩咐道：「放這吧，妳去壁櫥

將那條軟羅織金線的披帛拿過來。」見環兒應下，又對守著的宮女道：「妳們都

在外頭候著吧，我今兒個頭暈，看見妳們在跟前杵著就有些喘不上氣來。」 



「是。」宮女們魚貫而出。 

白采苓打開了食盒，掀起白瓷盅的蓋子，迅速地拔下了髮上的一支蝶穿牡丹的赤

金簪子，又將那隻蝶與牡丹花拔了下來，偷偷地倒了一丁點粉末進去，最後重新

將簪子插到了頭髮上。 

白采苓提著食盒到了書房門口的時候，趙元益正準備出來，眼見著白側妃提著食

盒過來，微微挑眉。 

「殿下，妾身吩咐廚房燉了一盅蓮子銀耳湯，給殿下潤潤嗓子。」白采苓聲音甜

膩，身段兒款款，若不是眼圈下頭一層厚的粉也遮不住的青黑，趙元益當真得讚

一句「媚眼如絲」。 

他搖了搖手中的摺扇，吩咐一旁的小太監接過食盒。 

白采苓面上微紅，低了頭道：「不知道妾身能不能陪殿下一同用飯？」 

「側妃可是有事要與本宮說？本宮有這一盅湯足矣，今日尚要出去一趟，側妃有

事不妨直說。」趙元益一邊說著，一邊讓小太監將湯盅端到了黃花梨木三彎腿高

几上。 

白采苓櫻紅的唇瓣微咬，「妾身兄長被歹人暗襲傷了腿，妾身想求殿下主持公道。」 

趙元益揭開了湯盅，正準備舀上一口，停下問道：「可知道是何故？」 

白采苓搖頭，「妾身兄長自來謹守本分，從不仗勢欺人，這一回不知道是誰家下

的黑手，娘在家中快哭瞎了眼，求殿下為妾身不爭氣的兄長作主。」 

「嗯，不爭氣倒是真的。」趙元益舀著湯，微微吹了一口，似真似假地說，眼見

著白采苓還在，望了她一眼道：「側妃先回去吧，本宮用了湯便去給側妃查一查。」 

白采苓沒想到他真的答應，原先因為陳語冰而失落的心霎時猶如旱木遇甘霖，一

雙小鹿般的眼睛濕漉漉，輕輕瞥了一眼趙元益手中的白湯匙。 

「側妃還有事？」 

「沒、沒，妾身這就告退！」 

白采苓出書房門的那一刻，忍不住回頭看了一眼正在吹著湯的趙元益。 

趙元益見她走了，忙放下湯匙，看著十分潔白可人的蓮子湯，沉聲道：「讓賈先

生來一趟。」 

白家真是好大的膽子，竟敢在他的飯食裡下藥，白采苓敢端過來，證明這藥的毒

性肯定不是急發，而是一點點慢慢發揮藥性的，白家敢給他喝，他自是要回報一

下，讓安平侯世子爺也嘗一嘗這湯的滋味兒。 

他早就看白家不順眼了，膽敢與肅王府一起謀害阿寶，他們當真以為那只是杜家

的一個小丫鬟？ 

讓他家世子爺只賠一條腿，還是看在阿寶年紀還小的分上，不想給她添孽業，如

今他可不想再輕饒了。 

 

 

京城中的一處巷子裡頭，停著一輛不起眼的青布小蓋馬車，馬車上下來一位嬤嬤

恭敬地對著馬車裡頭的人道：「主子，到了。」 



裡頭的貴婦人輕輕嗯了一聲。 

嬤嬤自去上前叩響了一間宅子的門。 

裡頭的門房問道︰「誰？」卻並不開門。 

叩門的嬤嬤微微嗤道：「阿曹，是大娘子！」 

裡頭的應門的人忽地雙腿有些顫慄，第一反應是要回去稟告夫人，可是終究不敢

得罪這位眼下的後宮之主，顫顫巍巍地拉開了門，面上十分驚惶，又努力做出恭

謹的模樣，跪在地上拜道：「見過貴妃娘娘！」 

嬤嬤替主子掀開了車簾，扶著那金尊玉貴的人下來。 

沈貴妃錯開那叫阿曹的婆子，邁著金底重台履進了這一處三進的小院落，裡頭沿

著院牆站著二十來位原本該在宮中當職的殿前侍衛。 

沈貴妃眸子裡閃過譏諷，淡淡地道：「走吧，帶本宮去見一見妳家主子。」 

屋裡，本名叫沈清薇的沈夫子正專心致志地在窗前作畫，門邊的丫鬟見沈貴妃來

了，本要喚她，但被沈貴妃身邊的嬤嬤眼神一掃，就都低了頭。在來到沈夫子跟

前當差前，她們都是宮裡頭的宮女，自是認識眼前的貴婦人是貴妃娘娘。 

沈貴妃緩步走到沈清薇身後，一眼便看出那是澄心堂紙，上頭勾勒著崖山松樹的

模樣，「妹妹今時今日怎地還做這枯瘦的東西，難道不應該作牡丹圖抑或喜鵲登

梅、鳳飛九天？」 

沈清薇聽到她的聲音，頓時整個人僵硬，手上的湖筆一抖，生生將松樹添歪了一

筆。 

沈貴妃瞧了一眼，淡道：「我送妹妹澄心堂紙似乎也有九年了，妹妹新寡，我怕

妳心中積鬱，特地讓爹爹搜羅了十張給妳送過去，算是我做姊姊的一番情意，怎

地這許多年竟還未用完？」 

說到這裡，她的一雙鳳眸微垂，在沈清薇微微凸出的肚子上頓了一下。 

沈清薇雖低著頭，卻是像有感應一般，立即用手護住了肚子，哽咽道：「姊姊，

我、我只想要個孩子，我從來沒想過進宮和妳爭寵，我求了官家，這個孩子以後

就養在宮外，不會礙姊姊的眼的……」 

沈貴妃臉上閃過譏諷，轉瞬便消失，面上帶著幾分惋惜道：「妳何苦要往這泥潭

裡栽，我只是氣妳太拎不清，妳也不想一想，妳一個守寡的婦人，又是大趙國最

好的女子書院的夫子，卻珠胎暗結，妳這般行事，日後讓妳腹中的孩兒如何做

人？」她看著面上羞紅的沈清薇，拿了帕子給她擦淚，「行了，我今兒個回宮就

和官家說，將妳接進宮中去，這般在外頭藏著，難道真要等到臨盆的時候？」 

沈清薇揣度不出這位族姊是何用意，胡亂地點頭應著，小聲道：「姊姊，那是……

是官家，我也不敢拒、拒絕。」 

沈貴妃眸子裡涼涼的，他們之間是何勾當，她並不感興趣，太子就要娶正妃了，

她熬了這麼些年，什麼是非曲直在她這裡早就混淆了，別人的情願不情願，和她

又有什麼關係？ 

「妳我畢竟是一族的姊妹，自幼性子清冷，又有才情，一眾姊妹中，我自來高看

妳一眼，只是這一回，妳委實……」沈貴妃說到這裡，歎了一口氣，又道：「罷



了，無論如何，既是官家的血脈，自是要回宮的，妳且好生歇著吧，我回宮與官

家商量。」 

沈貴妃說著，帶著嬤嬤便要出去，後頭的沈清薇忙跪下，伸手拽了沈貴妃的裙角，

「姊姊，是妹妹不對，妹妹並不想進宮，求姊姊成全！」 

她若是進宮，肚腹裡的孩子怎能護得住，宮裡的那些女子還不生吞活剝了他們娘

倆？官家至今尚且只有兩個孩子，便是她不進宮，她肚裡的孩子也不會受丁點委

屈，該他的一樣也不會少。 

沈貴妃壓住了胸口翻滾的噁心，這會兒連面子功夫都不想做了。怎麼會有這麼噁

心的女人，勾引了姊夫，還想讓自己成全她？ 

沈貴妃默默地深呼吸了一口，竭力緩聲道：「妹妹既然堅持，那我便不與官家說，

起來吧，莫累了身子。」 

沈清薇起了身，手上剛鬆，沈貴妃便立即走了出去，她真是一句客氣話都不想說

了。 

待上了馬車，沈貴妃扔了手中的帕子給一旁的嬤嬤，道：「待回宮後，拿到椒蘭

殿外頭燒了！」 

嬤嬤斟酌著道：「主子，您莫信那人說的話，她用的澄心紙可是厚厚的一疊擺在

案頭，剛才老奴眼尖，發現廢紙簍裡還有呢。」 

嘖嘖，一張難求的澄心紙，便是自家主子也捨不得這般浪費啊，昔年恃才傲物的

沈家才女，也變成沽名釣譽之輩了。 

沈貴妃冷笑道：「呵，不願意，不願意能這般安逸地在家中作畫？」自個兒在宮

中多年，見多了女子間的心計，自是不信的。 

其實即便是被迫，她也不會留下沈清薇，正如沈清薇自己說的，當真礙眼。 

馬車快到馬行街的時候，沈貴妃突然聽到太子的聲音，於是撩開了車簾，便見到

前頭的花攤旁，身形頎長的太子正低著頭哄著一個小女孩，那小娃娃的側臉十分

熟悉。 

沈貴妃吩咐車夫道：「停，停下！」 

「吁！」車夫忙勒了韁繩。 

沈貴妃再往前看，就發現剛才在花攤前的兩人沒了蹤影。 

嬤嬤奇怪道：「主子？」 

沈貴妃抿了唇，道：「回去吧。」 

馬車到了東華門的時候，沈貴妃這才想到，剛才那個小女孩子竟像楊淑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