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十五章 復仇之日 

師延煜來找肖折釉，還沒見到肖折釉呢，就看見漆漆蹲在院子中央。 

「小丫頭，妳在幹麼？」師延煜走過去，在漆漆身旁彎下腰，看見她在雪地上塗

塗畫畫。 

漆漆被嚇了一跳，她匆忙站起來，胡亂地踩掉雪地上的圖畫和字跡。 

「咦，妳寫的是什麼？本王怎麼看見一個師字？」師延煜伸手去拉漆漆的胳膊，

「別踩別踩，讓本王看清楚。」 

「你鬆手！」漆漆急了。 

「不，妳告訴本王寫的是不是師字，本王才肯鬆手。」師延煜一邊說一邊把漆漆

往身邊拉。 

漆漆一急，來不及多想，抓著師延煜的另外一隻手，一口咬下去。 

「妳這個瘋丫頭！」師延煜吃痛，鬆開漆漆。 

漆漆急忙將雪地上的圖畫和字全部踩亂，然後鬆開師延煜，轉身往回跑。 

「瘋丫頭是長了虎牙吧……」師延煜抬手，看著左手虎口處的牙印。 

漆漆下口毫不留情，把師延煜的手咬破，都流血了。 

漆漆匆匆往回跑，差點撞在肖折釉的身上。 

「漆漆？妳這是怎麼了，怎麼跑這麼急？」肖折釉看了一眼漆漆不太正常的臉色。 

「太冷了，凍死我了！」漆漆目光有點閃躲，越過肖折釉往自己的房間跑。 

肖折釉詫異地看著漆漆的進屋，她再轉過頭的時候，就看見師延煜正往這邊來。 

絳葡兒急忙過來，說：「夫人，奴婢剛剛看見二姑娘和王爺起了爭執。」 

肖折釉蹙了下眉。 

「王爺，我這個妹妹不是太懂事，脾氣也不太好，如果她做了什麼逾矩的事情，

我代她向王爺賠禮了。」 

師延煜將左手攏在袖中，負在身後，說：「無妨，也是本王不知輕重了。本王今

日過來是聽說了一件事情。」師延煜似笑非笑道：「原來失蹤許久的沈不覆最近

一直藏身府中。」他盯著肖折釉的眼睛，問：「妳可知情？」 

肖折釉微怔，短暫的猶豫過後，緩緩搖頭。 

師延煜一哂，「沒關係，倘若妳見到他，幫本王帶幾句話給他。」 

「王爺請說。」 

師延煜收起眼角笑意，鄭重道：「本王幼時學武得他不少提點，本王的父王也頗

重人才，倘若他願意回來為如今的亂世增力，本王的父王許諾，絕不會成為第二

個定元帝，或許不能像曾經那樣手握整個國家的兵權，但保他一世榮華富貴。」 

肖折釉神色微動，半晌，她說：「王爺說他最近出現在府裡，可我卻是沒見過的，

王爺寄望於我帶話給他，還不如增加府裡的守衛，找到他以後，親自與他說。」 

師延煜卻笑了，「不不不，還是妳說更有用。」 

「那……如果我僥倖遇見他，會幫王爺傳達的。」肖折釉心裡卻在想，沈不覆分

明是不願意見到他。 

送走師延煜，肖折釉回到房中，將身上的斗篷放下，坐在梳妝臺前將髮間的珠釵



取下來。 

不棄躺在床上哼哼唧唧，朝肖折釉伸出手。 

肖折釉從銅鏡裡看著他，笑著說：「乖，等等就陪你玩。」 

不棄又叫了兩聲，繼續往外挪。 

「不棄，別亂……不棄！」 

肖折釉話還沒有說完，就看見不棄忽然翻了個身，掉下床。 

「爹、爹爹……」不棄摟著沈不覆的脖子，笑個不停。 

肖折釉鬆了口氣，可望著及時把不棄接住的沈不覆寬大的脊背，心裡又多了絲複

雜，她輕聲歎了口氣，說：「師延煜說將軍藏身在知州府中，原來你是藏在我房

裡的？」 

沈不覆拍了懷裡的不棄兩下，慢慢轉過身，他遙遙望著長髮傾洩的肖折釉，忽然

一時之間不知道說什麼。 

許久之後，肖折釉垂下眼，說：「將軍，你該刮鬍子了。」 

不棄像是聽懂了肖折釉的話一樣，居然伸出軟軟的白嫩小手去摸沈不覆的臉。他

摸了一下又急忙收回手，大大的眼睛盯著沈不覆的臉看了好一會兒，然後一口一

個「爹」喊個不停。 

肖折釉皺了下眉，不太高興地拿起梳子慢慢梳理長髮，心道：這兒子真是白養了，

再不會喊娘直接扔了算了。 

可肖折釉越想越不對勁，「啪」的一聲，將木梳放在梳妝臺上。 

沈不覆目光落在梳子上一瞬，說：「不棄也長大了，該起個大名了。」 

肖折釉低著頭沒看沈不覆，隨口說：「他只認你，你起就是了。」 

「沈肖。」 

肖折釉皺著眉抬頭看他，問：「憑什麼？就不能是肖沈？」 

沈不覆沉默片刻，道：「聽上去有點像小嬸。」 

肖折釉一滯，轉過頭去。 

不棄眨了眨眼，有些茫然地望著肖折釉，不久後，他又揮舞著小手摸了摸沈不覆

的臉，朝著肖折釉的方向。 

沈不覆看他一眼，略做猶豫，抱著他緩步朝肖折釉走去。 

肖折釉一直低著頭，看著視線裡出現沈不覆的靴子，也沒抬起頭來。 

沈不覆彎下腰，將不棄遞給她。 

不棄伸著小手抓啊抓，去抓肖折釉的頭髮，肖折釉這才抬起頭，把不棄從沈不覆

的懷裡抱過來。 

不棄哈哈笑了起來，開心地往肖折釉懷裡蹭，還用小手去摸肖折釉的臉，更在肖

折釉的臉上親了一下，然後又指了指沈不覆的臉，好像在證明還是娘親的臉光

滑…… 

肖折釉是有點生氣這個小傢伙先會喊爹，可是把這個小團子抱在懷裡的時候，她

的心腸立刻軟了下來，她順著不棄的手，看向沈不覆。 

她道：「師延煜剛剛說的話，將軍可聽見了？」 



沈不覆點點頭。 

「夫人，是不是小少爺醒了，要不要把他抱到奶娘那兒去？」絳葡兒推門進來，

驚愕地看著站在屋子裡的沈不覆。 

「將、將軍……」 

沈不覆輕咳了一聲，吩咐道：「給我打水。」他要刮鬍子。 

絳葡兒短暫的呆愣之後立刻反應過來，她匆匆看了肖折釉一眼，急忙退下去準備。 

 

肖折釉抱著不棄坐在床上玩，隔了一道圍屏，沈不覆在後面刮鬍子。 

絳葡兒有些愁眉苦臉地站在那兒，她想了想，忽然想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匆匆

跑到一旁的庫房裡拿了件衣服回來。 

「將軍，您身上的衣服下襬破了，換上這件吧。」絳葡兒雙手捧著一件疊得工工

整整的玄色華服。 

沈不覆用方帕擦了臉，略詫異地看了絳葡兒手裡的玄色外袍一眼，覺得有點眼

熟，他將衣服從絳葡兒手裡拿過來，一抖開，是他的衣服。 

衣襬的地方有一處破了，繡著暗金紋的花紋，和袖口、衣襬原本的地方一樣，繡

得很巧妙，若是不仔細看，只會當成是原本就有的暗紋。 

沈不覆輕輕摸著這一道繡紋，忽想起很多年前，那個捧著厚厚一疊她親手做的衣

服，明明是想為他多做幾件，偏偏說是自己的針線活不太好，要用來練手。 

沈不覆還記得她口是心非時垂眸淺笑的樣子。 

想到這，他皺了眉，那些衣服，好像被他不小心弄丟了。 

「下去吧。」 

「是。」絳葡兒看了沈不覆的臉色一眼，臨走前又看了坐在床邊和小少爺玩的肖

折釉，她輕歎了一聲，輕手輕腳地退出去，還不忘將門關上。 

絳葡兒想了想，未免有別人進來打擾，她也沒敢走遠，索性就守在屋子外面。 

沈不覆緩步走向床榻。 

肖折釉背對著他，可是從不棄亮晶晶的眼睛裡，她知道他已經站在了她身後。 

不棄將手裡的彩色手鞠遙遙遞給沈不覆，這個手鞠是他最近最喜歡玩的玩具了，

他是好孩子，好孩子要把自己最喜歡的玩具給最喜歡的人！ 

沈不覆上半身微微前傾，將手鞠接過來，他將手鞠放在眼前仔細打量了一會兒，

問：「妳做的？」 

肖折釉「嗯」了一聲。 

沈不覆站在肖折釉的身後，低下頭凝望著她。 

肖折釉歎了口氣，終於忍不住開口，「將軍如今這樣算什麼呢？」 

「如果妳不願意留在師延煜這邊，我可以帶妳離開這裡。」沈不覆道。 

肖折釉忽然笑了，她轉過身，仰著頭望向沈不覆，「將軍把我當成什麼了？想送

給誰就送給誰，不想送了就要帶走？然後呢，您是打算把我送哪兒去？」 

肖折釉明眸染笑，笑裡染著一分淺淺的嘲諷。 

沈不覆盯著肖折釉的眼睛，慢慢皺起眉峰。 



「我在這裡留了三日，發現妳和袁頃悍夫婦牽扯在一起。妳好像想離開這裡，我

只是想幫忙。」沈不覆緩緩道。 

「不需要。」肖折釉想也不想直接說。說完，她收起眼裡的笑，平靜地垂下眼。 

沈不覆立在床邊許久，他在肖折釉身前慢慢蹲下來，望著她的眼睛說：「折釉，

妳怎麼了？」 

肖折釉目光緩緩移動，對上他的眼睛，他的眼睛黝黑沉寂，讓她看不懂，又忍不

住靠近、忍不住去猜，可是如今這雙眼睛好像染了一層別樣的東西。 

在過去那些年裡，肖折釉曾在不同時段懷著不同心情去揣摩他這雙眼睛，從最開

始簡單的討好，到後來的喜歡。 

她曾因為他的無人可懂、無人可相商而心疼過，甚至曾想做那個懂他的人。 

可是，那都是過去的事情了，她不想再小心揣摩他的心思了。 

他問她怎麼了，可是她該怎麼說呢？ 

想起他們的過往，肖折釉首先想到的就是他的拒絕，還有那些她流過的淚，在她

的兩世裡，沈不覆是她唯一的卑微。 

肖折釉別開眼，慢慢閉上眼睛，不想自己的眼中再流露出一絲一毫的痛楚，她緩

了緩情緒，睜開眼睛時，眼中一片澄澈。 

「將軍，我現在過得很好，就算過得不好，也不需要你的幫忙。」肖折釉笑了一

下，「不瞞將軍說，若是說真心話，我如今最想要的就是與你老死不相往來，餘

生再無瓜葛。」 

望著肖折釉臉上淺淺的笑，沈不覆死死盯著她平靜的眼睛。 

「好。」沈不覆慢慢站起來。 

「爹、爹。」不棄朝著沈不覆伸出一雙小短胳膊來。每次爹爹來看他，沒多久就

會離開，爹爹又要走了嗎？他捨不得。 

沈不覆往後退了一步，不棄耷拉著嘴角，抽抽搭搭地哭了出來。 

肖折釉垂下眼，蹙眉望著不棄。 

沈不覆的目光一直定在肖折釉的臉上，此時隨著她的目光看向扁著嘴哭的不棄，

略做猶豫之後，他上前一步，彎下腰抱了一下不棄。 

不棄伸出小手摟著他的脖子，不肯讓他走。 

沈不覆彎著腰任由他摟著，半晌後，他慢慢抬手將他的小手拿開。 

沈不覆直起身子的時候，不棄哇哇哭了出來。 

肖折釉不忍心了，她把不棄抱在懷裡搖了搖，蹙眉看向沈不覆，問：「你就不能

哄他一句？」 

沈不覆看她一眼，重新彎下腰將不棄從肖折釉懷裡抱過來。 

不棄將小腦袋塞進沈不覆的胸膛，小小的手抓著沈不覆的衣襟不肯鬆開。 

「不棄聽話，過幾日我再來看你。」沈不覆拍著懷裡的不棄，說這話的時候目光

卻是落在肖折釉的身上。 

肖折釉從始至終都半垂著眼睛，沒有看他。 

直到沈不覆哄好了不棄，重新將不棄還給她，肖折釉這才抬起頭，看著沈不覆的



身影繞過圍屏，然後再也看不到了。 

肖折釉摸了摸墜在鎖骨處的白玉扳指，溫溫涼涼的。早知道，她應該把它摘了的。 

 

 

又過了三日，肖折釉照常去看望盛令洪的時候，盛令洪的情緒明顯不太對，她抓

著肖折釉的手，說：「袁頃悍要逃了！」 

肖折釉驚愕地說：「可是夫人妳現在的身子還這麼差，跟著袁將軍逃走恐怕會傷

了身子的！」 

盛令洪冷笑道：「他怎麼可能帶本宮一起逃。」 

「什麼？！」肖折釉大驚，「袁將軍要拋下夫人自己逃走嗎？到時候辰王肯定不

會放過夫人的，袁將軍不會這樣做吧……」 

盛令洪慢慢握緊肖折釉的手，說：「本宮必須在袁頃悍行動之前逃走，妳願不願

意跟本宮一起走？」 

「一起逃走？」肖折釉的眼中一片慌亂，「真的可以逃走嗎？逃出去以後去哪

呢？」她又做出擔驚受怕的神色，「知州府戒備這麼森嚴……最近好像又多了好

些守衛，咱們真的能逃走嗎？如果被抓回來會不會被辰王殺了？」 

「別擔心，只要我們計畫周全，一定可以全身而退。」盛令洪寬慰似的拍了拍肖

折釉的手背，「別怕，不會出事的。妳記掛著本宮，還對本宮有救命之恩，本宮

不會忘了妳的好，會帶著妳一起走的。」 

「真的？」肖折釉眼中慢慢充滿驚喜，「我當然希望離開這裡了，有什麼事情是

我可以幫忙的嗎？」 

「是需要妳幫個小忙，不過很簡單，妳放心就好。」盛令洪繼續寬慰肖折釉。 

盛令洪並非好心地帶走肖折釉，而是她需要幫手。 

盛令洪身子虛弱，卻硬撐著要去斗南寺為失去的孩子還願，肖折釉也一起陪同，

當然，師延煜不會讓她們私自去，而是派了守衛跟著。 

馬車轆轆前行，盛令洪坐在馬車裡，身下墊了很厚的被子，身後也倚靠了兩個很

軟的枕頭，可就算是這樣，馬車的顛簸也使得她一直皺著眉頭。 

正是冬日裡寒冷的時候，盛令洪比其他人更覺得冷，雖然身上裹了很厚的棉衣，

又披著斗篷，還是凍得臉色發白。 

肖折釉在一旁打量著她的臉色，默不作聲地給她倒了一杯溫水。 

「夫人，喝點熱水暖暖身子，如今夫人正是特殊時期，又這麼受凍、受冷，恐怕

對以後生養不好……」肖折釉聲音漸低，帶著點惋惜和難過。 

盛令洪將溫水接過來，冷冷地說：「妳以為本宮還能再生？」 

「對不起，是我說錯話了……」肖折釉自責地低下頭。 

「無須自責，這與妳無關。」盛令洪慢慢喝了杯子裡的溫水，溫熱的水入肚，也

沒能溫暖了她。 

到了斗南寺，盛令洪被翠娥和綠果兒攙扶著在蒲團上跪下，虔誠地對著佛像拜了

又拜。肖折釉跪在她身邊，她偏過頭看了盛令洪一眼，收回視線，對著佛祖虔誠



地拜下去。 

一拜。 

女兒，娘不會讓妳枉死，今日就讓她下地獄陪妳。 

二拜。 

五姊，那些受過的苦，本宮今日便盡數歸還。 

三拜。 

還有那些前塵舊事，今日做個了斷。 

三拜結束，肖折釉跪直身子，她從綠果兒手裡接過籤筒，晃了晃，一支籤從籤筒

裡跳出來，她彎腰將落在地上的籤撿起來，反過來看上面的字。 

大吉。 

盛令洪看見了肖折釉手裡的籤，問：「妳求了什麼？」 

肖折釉勾著嘴角，慢慢笑起來，「求了今日之事大吉大利。」 

「放心吧，本宮把一切都安排好了。」盛令洪道。 

「有夫人在，我自然是放心的。」肖折釉順著她說下去。 

盛令洪稱自己身子不舒服，讓翠娥扶著她暫時到偏房裡稍事休息。 

剛出大殿的時候，盛令洪輕咳了幾聲，皺著眉喊冷，吩咐翠娥為她戴上兜帽，她

又看向肖折釉，說：「如今天寒，別染了風寒，妳也把兜帽戴上吧。」 

「是有些涼。」肖折釉將青竹色的斗篷兜帽戴在頭上，兜帽有些大，毛茸茸的邊

垂下來，幾乎遮了眼睛。 

守在一旁的幾個侍衛對視一眼，默不作聲地守在門外。 

肖折釉隨著盛令洪進到偏房裡，發現有兩個和她們倆裝扮相同的女人在裡面，她

頓時恍然，怪不得盛令洪提前交代她，要她穿著戴兜帽的斗篷。 

肖折釉和盛令洪一起將身上的斗篷脫下來，交給那兩個與她們身形、裝扮相同的

女人。那兩個女人穿戴好以後並不出去，而是等了好一會兒才由翠娥和綠果兒分

別扶著走出去。 

她們走出去後，盛令洪朝肖折釉招招手，肖折釉急忙過去扶著她，和她一起從偏

房的後門走去。 

 

原本後門也是有人把守，可是那些守衛看假的盛令洪和肖折釉已經出去了，自然

也跟著離開。 

盛令洪如今身子弱，沒走幾步就是一陣喘。 

肖折釉扶著她站在簷下稍微休息了一會兒，她瞧著盛令洪慘白的臉色，說：「夫

人，咱們再歇一歇吧。」 

「妳知道什麼？」盛令洪有些暴躁，「本宮將時間掐得剛剛好，再過半個時辰，

袁頃悍那個狗東西就會行動，到時候師延煜一定全力抓捕他，顧不上咱們，若是

遲了，才要前功盡棄！」 

「我、我不知道……」肖折釉急忙慌張地說。 

盛令洪看她一眼，略微壓了壓火氣，說：「妳不用知道這個，扶著本宮快走，秀



娥和妳那個叫絳葡兒的丫鬟在前面等著咱們呢。」 

「是是是。」肖折釉連聲應著，扶著盛令洪小碎步地往前走。 

其實路並不長，可是盛令洪的身體情況實在是太差了，幾次都喘得厲害，必須停

下來歇一歇。 

肖折釉看了盛令洪的裙子一眼，盛令洪今日故意穿了一條紅色的裙子，可是仍被

血染紅了。 

又流血了啊。在盛令洪看不見的時候，肖折釉嘲諷冷笑。 

看著不遠處橫在地上的一條短木枝，肖折釉扶著盛令洪說：「夫人，咱們快些走！」

說著加快步子，小碎步地往前趕。 

「哎喲……」肖折釉「不小心」被那條短短的木枝絆倒，她「及時」鬆開盛令洪，

讓盛令洪整個人跌在地上。 

盛令洪雙手撐在雪地上，想要起來卻使不上力氣。 

「夫人！」肖折釉大驚，急忙爬起來扶起盛令洪，「是我不好，都是我太急了，

沒看清路！」 

雪地上染了盛令洪裙子上的血跡。 

盛令洪抬手，就想給肖折釉一巴掌，可是她忍下來了，眼下她的丫鬟在前面等著，

她只能靠肖折釉攙扶。 

盛令洪勉強扯出笑臉，又將抬起的手搭在肖折釉的肩上，說：「沒事的，妳也不

是故意的，我們走吧，別再耽擱了。」 

「是。」肖折釉乖順地垂下眼，扶著盛令洪往前走。 

在前方不遠處的地方停了一輛馬車，絳葡兒和盛令洪的另外一個丫鬟秀娥正等在

那裡。 

見肖折釉和盛令洪的身影出現在視線裡，兩個小丫鬟急忙小跑過去，將人攙扶

著，扶上馬車。 

第五十六章 回來索命 

沈不覆想起之前給不棄打的一個平安鎖還沒有給他，他這次離開恐怕很長時間不

會再回來，也不知道下次再見肖折釉母子是什麼時候，他想了想，又悄悄潛入知

州府，想要將平安鎖送給不棄。 

這次潛入知州府的時候，沈不覆明顯感覺到知州府裡的守衛好像比之前多了些，

他心裡不由得有些詫異。 

見不棄被奶娘抱著在院子裡玩，沈不覆皺了皺眉，悄聲潛進肖折釉的房中。 

倘若將平安鎖放在別處，下人說不定不當一回事，隨意放在一旁，這麼想著，沈

不覆走到肖折釉的梳妝臺前，決定把東西放在肖折釉能看見的地方，他相信肖折

釉看見這個平安鎖，一定會明白是他送來的東西。 

沈不覆拉開梳妝臺上銅鏡下的抽屜，將平安鎖放進去，可抽屜推回去一半的時

候，他愣了一下，重新將抽屜拉開，把剛剛放進去的平安鎖拿出來，又將裡面的

一個步搖拿出，然後拿出裡面背面朝上的公主令。 

他將公主令翻開，驚訝地看著「以朔」二字。 



公主令上的字體是古隸，很難辨認字跡，可是沈不覆見過盛令瀾的公主令。 

盛令瀾的公主令怎麼會在這裡？按照大盛國的慣例，公主辭世時，公主令也當貼

身陪葬。 

誰開了盛令瀾的棺木？他已幾年沒有去過盛令瀾的墳前，竟然有人刨開了她的

墳、開了她的棺！ 

驚訝之後，是濃濃的震怒。沈不覆心中的怒氣一下子炸開了。 

「煙升，妳過來了啊？」院子裡是奶娘的聲音。 

煙升？沈不覆走到窗前，從窗縫朝外看了一眼，就見煙升走到院子裡的石凳坐

下，接過奶娘懷裡的不棄逗弄著。 

煙升不是自己離開了嗎，怎麼又回肖折釉身邊了？沈不覆疑惑地低下頭，看著手

中盛令瀾的公主令。 

還有……這東西為什麼在肖折釉手中？是肖折釉讓人開了盛令瀾的棺木？ 

沈不覆眉頭緊鎖，可他還沒理出頭緒，就隱隱聽見大批兵馬的聲音。 

他帶兵打仗多年，對整齊劃一的軍隊步伐聲十分敏感，聯想到知州府忽然多起來

的守衛，他料到必有大事發生。 

他略做猶豫，還是將盛令瀾的公主令收入袖中，悄聲閃身出去，可他卻並沒有離

開知州府，而是隱在知州府的暗處看看究竟要發生何事。 

 

 

肖折釉和盛令洪趕到以前購置的小院子裡時，綠果兒和翠娥已經在那裡候著了，

翠娥急忙跑到馬車前面，和秀娥一起把臉色慘白的盛令洪扶下馬車。 

盛令洪說：「如果本宮估計不錯，袁頃悍此時應該已經開始行動了，眼下正是城

中動兵的時候，本宮身子弱，不能久行，我們姑且先在這裡藏匿一段時間。」 

「夫人料想得可真周到。」肖折釉急忙奉承。 

翠娥急忙說：「夫人，奴婢已經給您燒好熱水了，您先洗個澡、換身衣裳吧。」 

盛令洪點點頭。 

翠娥又對秀娥說：「妳服侍夫人沐浴吧，我去廚房給夫人熬藥。」 

秀娥滿口答應下來，扶著盛令洪去洗澡。 

盛令洪的身子的確太差了，這一路顛簸，又是惡露不斷，她整個身子泡在熱水裡，

還是覺得渾身發冷，不停地吩咐丫鬟將屋子裡的炭火燒得更旺一些。 

盛令洪在熱水裡泡了小半個時候，嫌惡地看著木桶裡的水染上紅色，她心裡忽然

有一種不好的預感，她該不會身子越來越差，最後死掉吧？ 

想到死，她簡直要不寒而慄！ 

小時候母妃被一杯毒酒賜死，她永遠記得母妃死時那個可怖的樣子，她才不要

死！ 

「夫人，該喝藥了。」翠娥端著飄著熱氣的湯藥從外面進來。 

盛令洪「嗯」了一聲，說：「服侍本宮穿衣。」 

「是。」原本就在屋子裡的秀娥走過去，盛令洪把從浴桶裡扶出來，翠娥也將手



裡端著的湯藥放在一旁的桌子上，過去為盛令洪穿衣。 

等盛令洪被兩個小丫鬟服侍穿好衣服，才去喝湯藥。 

「這藥怎麼這麼苦？」盛令洪剛喝了一口就皺了眉。 

翠娥急忙說：「不會呀，之前也是這副藥，是不是夫人這一路趕來太累了，先前

又沒吃什麼東西，所以才覺得苦？要不然奴婢去給您拿些蜜餞吧，出府的時候，

奴婢帶了好些呢。」 

盛令洪又喝了一口，「可用銀針試過毒了？」 

翠娥笑著說：「當然，夫人吃的每一口東西都是奴婢仔細試過毒的，奴婢辦事，

夫人您還不放心嗎？」 

「妳們兩個是本宮最信任的人，做事也一貫很妥貼，本宮怎麼可能不放心妳們。」

說著，盛令洪才將碗裡的苦澀湯藥喝下去。 

盛令洪雖然在熱水裡泡了那麼久，又喝了散發著熱氣的湯藥，可她還是覺得渾身

發冷，甚至越來越冷，冷到她吩咐兩個丫鬟扶著她去床上躺著，又令丫鬟給她蓋

了三層棉被。 

「這屋子裡太冷了，是不是炭火不足？再燒得旺一點！」盛令洪吩咐道。 

「是。」秀娥看了一眼屋子裡已經燒得很旺的炭火，但她不敢多說話，急忙又加

了兩塊炭。 

收拾完東西的翠娥進來，問：「夫人，快到用晚膳的時辰了，肖氏詢問您要不要

一起到客廳裡用晚膳。」 

盛令洪哪裡還走得動？她心裡煩躁，語氣不是很好地說：「讓她自己吃吧。」 

翠娥屈膝行了一禮，轉身往外走。 

「慢著。」盛令洪又把她叫住，「告訴肖氏，讓她吃完東西來本宮這裡商議離開

通錄城的事情。」 

「奴婢遵命。」 

 

相對於盛令洪淒慘的處境，肖折釉則顯得悠閒自在多了，她讓綠果兒和絳葡兒一

起坐下來吃飯，顯得心情很好。 

綠果兒和絳葡兒對視一眼，都有些不自在，這還是她們第一次和主子在一個桌子

上吃飯。 

「這道菜做的不錯，妳們多吃一點。」肖折釉拿起公筷，給綠果兒和絳葡兒兩個

分別添了菜。 

「夫人，這可使不得！」綠果兒說。 

「夫人，我們自己來就行！」絳葡兒也說。 

綠果兒和絳葡兒有些受寵若驚。 

肖折釉笑了笑，也不再堅持，自己慢悠悠地吃東西，動作間十分悠然自得，顯得

也很享受。 

肖折釉吃得很飽，她算算時間差不多了，這才往盛令洪的房間走去。 

盛令洪本想睡一會兒，可是她蜷縮在被子裡，瑟瑟發抖著，完全睡不著。 



「夫人，身子可好些了？」肖折釉在盛令洪的床邊坐下。 

盛令洪打著哆嗦說：「身子尚可，本宮就是有些發冷。」 

肖折釉伸出手來，用手背摸了摸盛令洪的額頭，緩緩輕聲說：「夫人身子發冷，

可額頭怎麼這麼燙？」 

盛令洪愣了一下，她艱難地把手從被子裡拿出來，摸了摸自己的額頭，滾燙滾燙

的，不尋常的熱度令她心裡忽然有點慌。 

「秀娥、翠娥，快去給本宮找個大夫過來！要好大夫！」盛令洪急忙大聲喊。 

翠娥和秀娥站在那兒沒動。 

盛令洪急了，「妳們還杵在這兒幹麼？還不趕快去！」 

肖折釉幾不可見的輕笑了一下，替翠娥和秀娥說：「夫人，如今我們藏身在這裡，

若是去找大夫恐怕會暴露身分，要不然夫人……妳先忍一忍？」 

「對對對。」翠娥急忙把話接過來，「夫人，奴婢再去給您抱一床被子，然後再

給您拿個暖手爐、暖腳爐放在被子裡，給您暖著。」 

「還有熱湯！奴婢給您去再熬一鍋熱湯喝。」秀娥也說：「眼下的確不是找大夫

的時候，一旦遇見巡邏的官兵，那豈不是會找到這裡來？到時候又要被抓回去

了……」 

盛令洪歎了口氣，有些不耐煩地說：「算了算了，妳們去準備吧，本宮先忍一忍，

不行的話明日再去請大夫過……」 

話還沒有說完，盛令洪忽然感覺到腹中一股難以忍受的疼痛之感，好像有一隻手

猛地穿入她的腹中，握住她的五臟六腑不斷地撕扯。 

「啊—— 」盛令洪痛苦地大喊一聲。 

「夫人！」翠娥和秀娥急忙迎到床邊去。 

盛令洪整個人痛苦地弓了起來，明明渾身發冷，整個身子卻像開始排水一樣往外

冒汗，她一張嘴，一大口黑色的血就吐了出來。 

「還、還不快、快……去、去給本宮找、找……大夫……」盛令洪使出了絕大部

分的力氣，費力說出這話。 

然而翠娥和秀娥卻是站在床邊，誰也沒動。 

盛令洪下半身藏在被子裡，上半身探出來，頭朝著床邊的方向耷拉著，她發顫的

手死死地抓著床沿。 

等了半晌沒有聲音，盛令洪艱難地抬頭看向秀娥和翠娥。 

「妳、妳們兩個還、還在……磨蹭什麼！」盛令洪用盡力氣，啞著嗓子尖聲質問。 

翠娥和秀娥一直低著頭，她們兩個向後退了兩步，慢慢跪下來。 

盛令洪因為疼痛而發紅的眼睛，茫然不解又震驚地望著翠娥和秀娥。 

肖折釉掏出一方雪白的帕子，彎下腰擦了擦盛令洪嘴角的血跡，問：「五姊，這

種被身邊最信任的人下毒的滋味不好受吧？嗯？」 

肖折釉的腰又彎下去幾分，湊近盛令洪發紅的眼睛。 

與盛令洪發紅的眼睛相比，肖折釉的眼中是滔天的笑意。 

這種目光，盛令洪實在是太熟悉了！ 



「妳叫本宮什麼？」盛令洪死死盯著肖折釉的眼睛，一字一頓、一字一沙啞地問。 

肖折釉染著鮮紅蔻丹的指尖，動作輕柔地將盛令洪鬢邊濕漉漉、黏糊糊的碎髮掖

到她耳後，笑聲輕快地問：「這世上恐怕沒有第二個人喊妳五姊吧？」 

肖折釉一抬手，秀娥十分有眼色地急忙遞過一方乾淨的帕子。 

肖折釉用乾淨的帕子仔細擦了擦碰過盛令洪鬢髮的手指，她落在指尖的目光裡帶

著幾分嫌惡。 

盛令洪的脖子僵硬地轉動，從肖折釉身上移到秀娥身上，她張了張嘴，心裡想要

罵這個背棄主子的賤奴才，可她剛張開嘴，還沒來得及吐出一個字，又是一大口

血噴出來。 

秀娥低著頭。 

「五姊，妳可要小心身子呢。」肖折釉笑道。 

盛令洪這才將目光重新移到肖折釉的臉上，死死盯著她的眼睛，一時之間，好像

發生了很多事情，盛令洪有些沒反應過來。 

「妳到底是誰？」 

肖折釉蹙了下眉，不太高興地說：「五姊，難道妳真把妹妹忘記了？本宮是妳最

乖巧懂事又聽話的阿瀾妹妹呀。」 

「不、不可能！」盛令洪大喊，喊出的聲音不大，卻震痛了她自己的五臟六腑。 

「嘖嘖。」肖折釉輕輕搖著頭，「五姊，本宮曉得妳今日與妹妹重逢心中欣喜異

常，可是姊姊也該注意身體才是，畢竟姊姊的身子還在流血呢。」 

肖折釉猛地掀開盛令洪的被子，盛令洪身下淺色的褥子已經染上了一小灘血跡，

而那一灘血正逐漸向外蔓延，慢慢浸透褥子。 

肖折釉若有所思地用指尖敲了敲額角，似問盛令洪又似問自己，「難產的滋味如

何？知道自己馬上就要死了，在等死的滋味又如何？」 

肖折釉在盛令洪耳邊吹了口氣，「本宮的好五姊，妳應該感受到了吧？這種慢慢

體會著身體裡的血一點點流乾的滋味，不錯吧？」 

肖折釉捂嘴輕笑道：「這種滋味實在是太美好了，美好到妹妹捨不得一個人獨享，

就算是死了，也要重新找上姊姊，讓姊姊也嘗嘗這種宛如仙境般醉生夢死的滋

味！」 

盛令洪整個人都在發抖，若說先前是因為身體的緣故，此時則是因為恐懼！ 

她仇恨地搖頭，「是妳……是妳殺了本宮的孩子，是妳在給本宮的湯藥裡下毒！」 

「不不不。」肖折釉輕輕晃了晃食指，不悅地皺著眉，「五姊，妳怎麼忘了，本

宮很討厭被人冤枉的，阿瀾不喜歡殺人吶……」她將染了鮮紅蔻丹的纖纖十指遞

到盛令洪面前，「五姊，阿瀾這雙手這麼好看，怎麼能殺人呢？」 

盛令洪望著這雙手，不停地發抖。 

盛令瀾也說過一樣的話，不止一次！ 

「不過……」肖折釉輕輕笑了一下，帶著一點嘲諷，「止樓大師是本宮收買的，

但本宮可沒有殺妳的孩子，是你們夫妻受謠言影響，不要那個孩子。毒也不是本

宮下的，是妳身邊的丫鬟做的……」 



盛令洪望著肖折釉的目光裡恐懼越來越濃，她啞著嗓子大聲質問，「妳、妳究竟

是人是鬼？」 

肖折釉慢慢擺口型，聲音壓低壓細，似吟似唱，「本宮是鬼，來索妳命的鬼……」 

盛令洪爬起來，驚恐地向後退，她整個人縮到床角，抱著膝瑟瑟發抖，她睜大了

眼睛，驚恐地望著肖折釉，而她身下的淺灰色褥子上是逐漸擴大的血跡。 

「不可能的……妳已經死了……難產死掉的！當時霍玄把整個太醫院的太醫都

抓過去了，那些千年人參、靈芝……各種續命的靈丹妙藥全塞到了妳嘴裡，妳都

沒有活過來！妳已經死了！死了……死了……」 

「是啊，是死了啊。」肖折釉坐在床邊托著腮，望著盛令洪的目光輕飄飄的，好

像在看著她，又好像透過她，看著多年前那個絕望的自己。 

她的目光染上了絲絲縷縷地憐憫。 

「五姊，其實阿瀾上輩子是和妳一樣的人，為了活下去、為了身邊人的利益，不

得不勾心鬥角、手段用盡，雙手沾了人命。所以啊，這輩子就想平平淡淡過一生，

在努力學習與弟妹的相處中尋找點樂趣。」肖折釉輕笑了一聲，「可阿瀾竟不知

是妳在定元帝耳畔挑撥，倒是讓妹妹這些年的悠閒度日顯得可笑至極！」 

肖折釉猛地站起來，伸手拉住盛令洪的衣襟，用力一拽，將盛令洪從床上拉下來。 

盛令洪整個人癱在肖折釉腳邊，她伏在地上，雙手如爪，死死地抓著肖折釉的裙

角，她艱難地抬起頭，望著肖折釉，她想說話，一口又一口的黑色濃稠鮮血卻是

吐了出來。 

「五姊想說什麼妹妹都知道。」肖折釉居高臨下地俯視她，慢慢勾起嘴角，「可

是即使本宮死了，終究還是回來將妳踩在腳下。」 

盛令洪又是一口血吐出來，她慢慢抓住肖折釉的腳踝，聲聲憤怒，「憑什麼全天

下好的東西都是妳的！明明……我們一起長大……我們都是天之驕女……」 

盛令洪慢慢鬆開手，趴在地上，眼淚落在她吐出的黑血上。 

盛令洪的記憶緩慢倒流…… 

她們從小關係就好，是最最親密的姊妹。若說有什麼不同，大概就是這個小妹妹

永遠高她一頭，無論是出身還是相貌，無論是長相還是才學。 

那個時候，她喜歡這個小妹妹，小妹妹也喜歡和她在一起，每次小妹妹得了父皇

的賞賜總是和她分…… 

那個時候，盛令洪是真的覺得這個小妹妹對她可真好。 

可是時間久了，盛令洪開始想不通，她們明明有同樣的父皇，都是金枝玉葉，為

什麼父皇總是把最好的東西賞賜給小妹妹？ 

她開始恨，可是她不敢表現出來，她一邊繼續討好這個一心對她的小妹妹，一邊

陪著自己的母妃謀害皇后，但最終她的母妃並沒有登上后位，她親眼看著自己的

母妃被一杯毒酒賜死…… 

那個時候，她看著給自己擦眼淚的盛令瀾，心裡恨她的假情假意，她開始想要報

復。 

父皇遠行出宮狩獵，按照慣例會帶著盛令瀾，盛令洪便央求盛令瀾跟父皇帶她一



起，然後她夥同她的皇兄將盛令瀾拐進了雪山裡。 

她知道自己暫時沒有辦法殺掉皇后為自己的生母報仇，所以她想除掉盛令瀾，讓

皇后體驗失去至親的滋味！ 

那一年，她七歲，盛令瀾五歲。 

可是她沒有死，被一個山裡的野孩子一瘸一拐從雪山裡背了出來。 

盛令洪還記得皇后將昏迷的盛令瀾抱在懷裡哭的樣子。 

哭什麼？有什麼可哭的？還不是團聚了？她慢慢握緊拳頭，心裡想著還有下一

次。 

盛令瀾回去以後大病了一場，皇后震怒，將盛令洪的皇兄處死，皇兄護著她，將

一切一併承擔下來，她又只有七歲，才能逃過一劫。 

當年，盛令瀾在床上躺了三個月才慢慢好轉，但身子養好的盛令瀾不再像以前那

樣，總一口一個五姊的喊她，好像發覺了什麼。 

也是從那時候起，從小黏在一起的兩姊妹慢慢疏離。那個時候盛令瀾還太小，幾

乎被皇后單獨養了起來，也不再和宮中其他的公主一起上學，過了兩年她才重新

回學堂。 

盛令洪知道，一定是皇后仔細教她規矩、手段，所以重新回來的盛令瀾才逐漸變

了樣子，再也不復幼時天真的樣子。 

慢慢的，就是那些宮中的你死我活。 

盛令洪暗中害死了盛令瀾的胞弟，還未來得及高興，她的二皇兄、表哥就死在了

一場大火裡，若說不是盛令瀾做的，盛令洪絕對不信！ 

心腹下人被處死，食物被下毒，送給父皇的壽禮做了手腳，此間種種不計其數，

更別提一次次的針鋒相對。 

一次無意的機會，讓盛令洪知道那個當初背著昏迷的盛令瀾、從雪山走下來的野

孩子一直在關注著盛令瀾，那個人就是沈不覆。 

她故意讓侍衛毆打沈不覆，趾高氣揚地嘲諷他——  

「你算是個什麼東西，居然敢關注本宮的妹妹？就你這種貨色，連提本宮妹妹名

字的資格都沒有！」 

她不喜歡盛令瀾被人喜歡，站在盛令瀾那一邊的人，都是她的仇人。 

盛令洪與盛令瀾鬥了那麼多年，最後昌隆帝駕崩，宮中未嫁公主全部下嫁，幾乎

全部被嫁給了定元帝身邊的一群新提拔出來的武將。 

她恨，她看不上袁頃悍，袁頃悍對她也不夠好，她唯一欣慰的就是，盛令瀾也和

她一樣，嫁給了泥腿子！ 

然而在她見到沈不覆的時候完全驚住。她認出了沈不覆。那個把盛令瀾從雪山上

背下來的野小子，那個從懸崖爬上獵場，只為了看盛令瀾一眼的野小子，那個被

她羞辱過的沈不覆。 

也就是說，盛令瀾最終嫁的人喜歡她很多年，所以會對她很好？ 

那幾乎熄滅的嫉妒又重新燃了起來。 

後來沈不覆在外屢建奇功，還未還朝，定元帝已連連升其官職，而袁頃悍的官職



卻一直未動。 

盛令洪開始著急，在宮中時，她與盛令瀾相鬥，如今嫁了人，怎可能不繼續攀比

夫家？於是她開始頻繁進宮巴結盛雁溪。 

盛雁溪畢竟不是宮中長大，單純得很，不久就讓盛令洪知道了盛雁溪對沈不覆的

心意。 

盛令洪知道她的機會來了。 

看，她與盛令瀾鬥了那麼久，最後不還是贏了？她終於把盛令瀾弄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