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老太君六十大壽 

鄴城昨日剛下了一場大雪。 

清早，屋簷上錯落有致地掛滿了冰凌子，到了中午太陽一曬，滴滴答答的滿院子

落水。 

今日是老太君六十大壽，宣平侯府門前車馬轆轆，其中一輛馬車分外惹眼，明黃

的垂穗和掛有東宮標誌的牌子無一不顯示著馬車主人的身分。 

「太子也來了？」一個年輕官員有些詫異地問身邊的同僚。 

同僚聞言見怪不怪道：「那是這兩年太子年歲稍長才換成太子來，以前還是陛下

親臨呢！」 

「喝！」年輕官員驚歎一聲。 

「行了，別大驚小怪的，也不看看過壽的是誰……」同僚指指宣平侯府，又指指

緊挨著宣平侯府的安遠侯府，咂咂舌。 

一門雙侯，在大奕也就阮家了。 

阮老太君年輕時乃是先帝麾下的一名女將，一柄紅纓銀槍使得出神入化，隨先帝

自西北一路殺到鄴城，為江山立下汗馬功勞，可謂戰功赫赫。 

除去戰功不說，當年先帝起事的時候，成帝還是個牙牙學語的稚童，先太后又早

早過世，滿軍營的漢子哪會照顧孩子，還不是這位老太君時不時照拂著？ 

對成帝來說，老太君亦姊亦母，兩人之間的情誼非同一般。 

因著成帝的緣故，每逢老太君壽辰，滿朝文武齊齊道賀的場景已成鄴城一年一度

的盛況，更遑論今年乃是老太君六十整壽，更要大賀。 

侯府裡，踢踢踏踏的腳步聲響起。阮蓁翻了個身，好一會兒才慢慢睜開眼，看著

趴在炕沿上歪著小腦袋，眼睛一瞬不瞬瞧著自己的常樂公主劉思若。 

「阮蓁，妳醒啦！」 

見她醒了，常樂公主臉上露出一抹大大的笑，兩隻小胳膊奮力一撐，小腿一蹬，

青蛙一樣跪在炕沿上，拿起一旁的小衣服就要給阮蓁穿。 

可她自己還是個需要別人照顧的小女娃，哪裡會給別人穿衣服，花了半天衣服沒

穿上不說，還把阮蓁弄得東倒西歪。 

阮蓁模樣生得精緻，額間天生一顆紅痣，乖乖坐在那裡像極了常樂公主最愛的陶

瓷娃娃。 

常樂公主越看越覺得阮蓁好看，第一萬遍在心裡惋惜，阮蓁怎麼就不是她的親妹

妹呢？ 

如果阮蓁是她的親妹妹，她一定把所有好吃的和好玩的都讓給她，當天底下最好

最好的姊姊！ 

不過，現在她也可以對阮蓁好！ 

常樂公主心裡想著，也不堅持要給阮蓁穿衣服了，雙手一張把阮蓁撲倒在被褥

裡，四肢隔著小錦被緊緊扒著阮蓁，「吧唧」一聲在她臉上大大親了一口，然後

趴在阮蓁身上咯咯直笑。 

阮蓁自幼身子弱，明明初春已過了第六個生辰，可瞧著卻還像是個五歲出頭的孩



子。這般瘦弱的身子哪裡受得住常樂公主這樣壓著，沒一會兒呼吸就有些不順。 

「公主，妳、妳……」阮蓁使出吃奶的勁兒才把常樂公主從自己身上推開，坐直

身子雙手攥緊領口，大口大口的喘氣。 

常樂公主一瞧就知道自己壓著她了，不由懊惱地拍了下自己的腦袋。 

母后說過好多次了，阮蓁身體不好，讓她不要莽撞，她怎麼就記不住呢！ 

「阮蓁，妳沒事吧？」常樂公主小心翼翼地看向阮蓁，卻見她臉色蒼白，好像很

不舒服的樣子。 

糟了！阮蓁不會被自己壓壞了吧！ 

常樂公主想到前幾天才被自己一屁股坐壞的小蹴鞠，臉色唰的一下白了，不管不

顧地張開嘴就要喊，「來—— 唔！唔唔……」 

阮蓁連忙捂住她的嘴，皺著眉頭跟她說：「別喊！」 

要是叫了御醫，祖母不知道要怎麼擔心呢！今天是祖母的壽辰，她想要祖母開開

心心的。 

再說了……阮蓁嫌棄地看了一眼常樂公主。 

自己又不是頭一回被她這樣壓了，都快習慣了。 

常樂公主掙扎了兩下，扒開阮蓁的手，湊上前左看右看，見阮蓁臉色沒那麼難看

了，這才放下心，問道：「妳沒事啦？」 

阮蓁點點頭，對常樂公主說：「幫我叫方嬤嬤。」 

她在這裡睡覺，方嬤嬤守在外面不可能讓別人進來的。現在常樂公主進來，這就

說明方嬤嬤可能不在外面。 

「好！」常樂公主拍拍胸脯，眼睛一閉，扯開嗓子，「方—— 嬤—— 嬤—— 」 

「欸！來了來了！嬤嬤來了！」方嬤嬤小跑著進了裡間兒，掀開厚重的簾子，登

時一愣。 

「哎喲！我的六公主！我的小祖宗喲！您什麼時候進來的？」 

她剛才不過是算著五姑娘該醒了，去小廚房取了點吃食，好讓五姑娘墊一墊，這

才不過一會兒的功夫，這位小祖宗怎麼就進來了。 

方嬤嬤把阮蓁從炕上抱起，左看右看，見自家五姑娘沒什麼大礙，這才放下心來，

給阮蓁穿衣。 

「我是剛才和四哥一起到的，他去喝酒了，我就跑來找阮蓁了……」常樂公主自

知理虧，語氣都弱了下來。 

「姑娘昨日受了涼，本就不大舒服，這才在暖閣裡小睡，公主……」 

阮蓁乖巧地張開手臂方便方嬤嬤給自己穿衣，忍不住戳了戳常樂公主鼓起的臉

頰，攔住方嬤嬤的話頭，「嬤嬤，我沒事。」 

方嬤嬤自知失言，忙停嘴，可又心疼阮蓁，心裡忍不住埋怨。 

自家五姑娘打小兒身子就不好過，全家人小心翼翼地呵護著，這才長到這麼大點

兒，偏偏跟六公主這個不知輕重的小霸王玩到一塊兒去了，不知道多遭了多少罪。 

方嬤嬤給阮蓁穿好衣裳，又為她梳了個花苞頭，兩個小小的花苞上分別纏著條細

細的金碧蓮花鏈子，鏈子垂在髮間的部分尾端分綴著兩顆翠玉玲瓏墜角兒，小小



的墜角兒墜在頭兩側，走起路來一晃一晃的可愛極了。 

最後方嬤嬤把阮蓁睡覺時取下的赤金嵌寶石八珍項圈給她戴上，理了理項圈下方

掛著的長命鎖兒，鎖上的小銀鈴叮叮作響，方嬤嬤的心情也好了許多，笑著把阮

蓁抱下炕，「姑娘餓嗎？奴婢方才去取了些吃食，有姑娘最喜歡吃的山藥糕呢！」 

阮蓁搖搖頭，問方嬤嬤：「嬤嬤，娘呢？」 

方嬤嬤道：「三夫人在東府陪著老太君呢，吩咐奴婢等姑娘醒了就帶姑娘過去。」 

 

當年先帝登基，對一眾有功之臣論功行賞，輪到老太君時，這個滿朝文武中唯一

的一名女將卻什麼也不要，只要一道賜婚的聖旨。 

一道讓她嫁給當時剛剛晉封為安遠侯的阮老侯爺的聖旨。 

彼時，阮老侯爺已年過而立，原配早逝，還留有一個六歲的嫡長子阮淵。誰都沒

想到老太君的心上人竟是他！ 

一個是自己的心腹重臣，一個是隨自己戎馬征戰近十年，視若親妹的女將，兩人

有情，先帝自然樂得撮合，當即下了兩道聖旨。 

一道是賜婚聖旨。 

而另一道，則是一道封侯旨意。這道聖旨直到五年後老太君誕下麟兒才生效—— 

封當時尚在襁褓中的安遠侯府嫡次子阮澤為宣平侯。 

後來老侯爺過世，其嫡長子阮淵承襲了安遠侯之位，這便是阮府的一門雙侯由來。 

當年為了方便，先帝特地命人將兩座府邸建在一處，僅一牆之隔，中有小門可供

進出，是以雖是兩府卻似一家，兩府之人為了方便，便以東府西府稱之。 

方嬤嬤口中的東府便是大老爺阮淵的安遠侯府。 

路過一片竹林時，蹦蹦跳跳走在前面的常樂公主突然停下了腳步。 

「公主，怎麼了？」 

方嬤嬤牽著阮蓁上前，卻見一人從竹林裡走出。 

是個約莫十四五歲的少年，身穿玄色素面直裰，劍眉星目，高鼻薄唇，輪廓分明，

單看五官只覺得是個俊朗男兒，可他周身卻縈繞著一股與他的年歲極不相符的嗜

血殺氣，整個人便如一把出鞘利劍，殺氣四溢，叫人心驚膽寒。 

「大、大表哥……」一向天不怕地不怕的常樂公主似是見到了什麼洪水猛獸，面

露懼意，兩股戰戰。 

看她怕得眼淚都要落下來了，那少年腳下一頓，遠遠站在了原地，常樂公主如蒙

大赦，撒腿跑了幾步，回身對著阮蓁不停招手，示意她快走。 

阮蓁看了一眼常樂公主，卻沒動，轉而對少年道：「壽宴要開始了，你再不去就

沒地方坐了。」 

少年沒說話。 

阮蓁知道他聽到了，又等了等，見他沒有要回應她的意思，便抿了抿唇，仰頭對

方嬤嬤道：「嬤嬤，咱們走吧。」 

方嬤嬤也覺得這少年身上殺氣太重，很是古怪，於是牽著她快步離開。 

過垂花門時，阮蓁回頭看向那片竹林，那人還站在原地。 



再一眨眼，竹林邊已空無一人。 

阮蓁皺眉。 

好奇怪的人。 

 

「妳不怕他嗎？還跟他說話……」走出好遠，常樂公主仍是心有餘悸。 

為什麼要怕？阮蓁問：「他不是妳表哥嗎？以前怎麼沒聽妳提過？」 

她還以為常樂公主只有霍明旭、霍明陽那兩個討厭鬼表哥呢。 

霍明旭、霍明陽是盧陽伯的孫兒，從小就仗著盧陽伯府是霍皇后的母家，到處欺

負人，還在私底下叫阮蓁「病殃子」。阮蓁很討厭他們。 

「哦，這個呀，因為他才剛回來嘛。」常樂公主一邊想一邊說：「聽母后說，大

表哥好像一直在北疆，從小就去了，就連我也是前些時候才知道自己還有一個大

表哥呢！」 

「哦……」阮蓁似懂非懂。 

常樂公主看了看阮蓁，又看看方嬤嬤，擰著手糾結了好一會兒，最後「哎呀」一

聲似是終於做了決定，她把阮蓁拉到一旁，湊到她耳邊悄悄說：「我跟妳說呀，

他……我是說大表哥，他就是那個拎著兩個頭給父皇賀壽的人！」 

她想了想覺得還是得告訴阮蓁，不然阮蓁傻乎乎的，不小心惹到大表哥被他殺了

怎麼辦！ 

阮蓁點點頭，她想起來了。 

原來他就是那個單槍匹馬屠了羌戎王庭，殺了羌戎國主隗炎及其子的人。 

好像……是叫霍成？ 

「他就是霍成？」阮蓁眼睛亮了亮，一副饒有興致的樣子。 

咦？怎麼跟她想的不一樣？阮蓁怎麼一點也沒被嚇到，反而好像覺得很有意思的

樣子？常樂公主有點跟不上阮蓁的思維，愣愣地點頭，「是呀，大表哥是叫霍成

來著……哎呀，不是這樣！」 

常樂公主沒忘了自己的目的，她焦急地跺腳，抓著阮蓁的胳膊跟她強調道：「反

正妳離大表哥遠一點，他、他可是會殺人的！」她現在一看到大表哥，就想起那

兩顆睜著眼睛的人頭，真是嚇死人了！ 

誰知她越這麼說，阮蓁的眼睛越亮。 

阮蓁的眼睛本就生得極好，高興的時候更是又黑又亮，比宮裡最好看的黑寶石還

要漂亮，常樂公主平日裡就很喜歡看阮蓁的眼睛。 

可現在常樂公主看著阮蓁亮晶晶的眼睛，不知為何有種涼颼颼的感覺…… 

她忍不住抖了抖，回過神來，還是沒忘了自己要幹什麼，不住地問阮蓁，「我跟

妳說的妳都聽到了嗎？可別忘了，離大表哥遠一點……」 

說話間就到了老太君的榮安院正堂前，阮蓁一邊胡亂點頭應著，一邊進了正堂。 

「孫女兒祝祖母長命百歲！」阮蓁像模像樣地跪下磕頭，脖子上的長命鎖隨著她

的動作發出一聲清脆鈴響。 

常樂公主不必跪，則不倫不類地揖了揖手，也學著阮蓁說：「祝老太君長命百歲！」 



兩個小姑娘一個聰慧懂事，一個精怪活潑，卻是一樣的可愛。 

「快起來快起來！」老太君笑著把兩人一左一右地抱入懷裡，兩人就跟商量好了

似的，齊齊在老太君臉上親了一下。 

「祖母高興嗎？」阮蓁偎在老太君懷裡，軟軟地問。 

老太君自然高興，可她又想逗一逗小孫女兒，就繃著臉反問她，「囡囡覺得呢？」 

阮蓁歪著頭想了想，點了點頭，兩隻小胳膊圈住老太君的脖子，白嫩嫩的小臉兒

在老太君臉上親暱地蹭了蹭，說：「高興。」 

「哦？」被小孫女兒這麼一蹭，老太君的心軟得喲！差點沒繃住，泄出幾分笑意。 

「因為祖母今天瞧著年輕了好多。」阮蓁轉了轉黑白分明的眼珠子，道：「不是

有句話叫『笑一笑十年少』嗎？祖母一定笑了好多！」 

童言稚語叫人心頭暖烘烘的，眾人忍不住露出幾分笑意，常樂公主還在一旁應

和，頭點得跟個小雞崽兒似的，「對對對！阮蓁說的對！」 

憨態可掬的樣子惹得眾人紛紛發笑，老太君更是笑得闔不攏嘴，「妳們兩個小鬼

靈精喲！」 

好不容易斂住笑意，老太君突然想起什麼，對劉嬤嬤說：「去把我新得的那幾對

手釧拿來。」 

劉嬤嬤很快拿了個方方正正的檀木盒子來，老太君打開瞧了瞧，寵溺地捏了捏懷

裡兩個小姑娘的小鼻子，說：「想要哪對？自己挑。」 

兩個小姑娘低頭一瞧，盒子裡有一對碧璽石的佛珠手串，一對碎鑲祖母綠銀手

釧，這兩對稍大點兒。另有兩對小點兒的，分別是一對粉色珍珠手釧和一對珊瑚

手釧。 

阮蓁拿了那對珍珠手釧，常樂公主則拿了那對珊瑚手釧，往腕上一套，正好！ 

底下的人一看哪裡還有不明白的，那送禮的人分明是知道老太君最是疼愛這位五

姑娘，才著意送了兩對小點兒的，剛巧今兒個六公主也在，可不就一人一對了嗎？ 

阮蓁今日恰好穿了件玫紅刻絲海棠小襖，配上粉色的珍珠手釧，一抹瑩潤的粉白

在腕間若隱若現，好看極了。 

一個穿著鵝黃衫裙、瞧著比阮蓁大上兩歲的小姑娘坐在下面，看得眼熱，手使勁

的揪著衣角，巴巴地看著阮蓁。 

「妳個不爭氣的！」說話的婦人是阮蓁的二伯母王氏，見女兒想要又不敢自己去

爭，低聲罵了一句，轉頭卻是笑著對老太君說：「娘，您瞧，婉怡也想給您老人

家拜個壽呢！」 

阮婉怡剛要說不，卻被王氏在背後推了一把，當即踉蹌了幾步，待回過神來已經

站了出來。 

這麼多人看著自己，阮婉怡腳底發軟，不知所措地看向王氏，「娘……」 

「瞧這孩子，還不好意思了！」王氏訕訕一笑，催促阮婉怡，「快說啊！」 

阮婉怡緊張極了，她根本不知道該說什麼，結結巴巴半晌也沒說出一句完整的話

來，急得兩眼通紅，眼淚直在眼眶裡打轉。 

常樂公主平時就不喜歡阮蓁的這個二伯母，說話總是陰陽怪氣的，教出來的兩個



女兒阮婉然和阮婉怡，一個虛偽，一個不講理，都是討厭的傢伙！ 

現下她冷眼瞧著阮婉怡的窘態，忍不住幸災樂禍，「噗哧」一聲笑出來。 

她不笑還好，一笑，阮婉怡「哇」的一聲嚎啕大哭。 

堂中眾人面面相覷，有幾個愛嚼舌根的當即交頭接耳。 

「哎喲，妳說，這庶出的就是跟嫡出的不一樣，瞧瞧人家五姑娘，再看看這個……」 

「可不是！差太多了！妳看啊，大房是安遠侯，三房是宣平侯，就這個二房啊，

什麼都不是……」 

「這能怪誰，誰讓二房是庶出呢！要不是老太君仁義，他們還能住在侯府裡？」 

王氏聽著耳邊的竊竊私語聲，心中又惱又恨，偏偏面上還不能顯出來，一把將阮

婉怡拽了回來，賠笑道：「婉怡還小，難免緊張，難免……」 

她心裡暗恨女兒不爭氣，手上就失了力道，把阮婉怡捏疼了，她頓時哭得更加歇

斯底里。 

老太君下首左側坐著一名身穿櫻草底素面妝花褙子、面容姣好、神色溫柔的年輕

婦人，正是老太君的親生兒子宣平侯阮澤的夫人劉氏。 

劉氏素來心軟，平日裡雖也是不喜王氏諸多算計，但到底見不得孩子哭得這樣傷

心。再者，今日是老太君的壽辰，王氏這樣放任阮婉怡當著眾人的面哭，豈不難

堪還落人口實？ 

劉氏起身走到阮婉怡面前，褪了手上的琥珀連青金石手串，彎下腰哄她，「婉怡

別哭，妳瞧，三嬸嬸把這個給妳好不好？」 

「我不要！」阮婉怡看也不看，手一揮，劉氏手上的青金石手串就飛了出去，阮

婉怡還嫌不解氣，狠狠推了劉氏一把，口中大叫，「妳走開！誰要妳假好心！」

她嫉恨阮蓁，順帶著把劉氏也恨上了。 

劉氏被她推得踉蹌著後退了幾步，阮蓁連忙上前拉住劉氏的手，關切地看她，

「娘。」 

「娘沒事。」劉氏微微一笑，摸了摸阮蓁的頭，牽著她回了自己的座位。 

她該做的都做了，阮婉怡既然不領情，那她又何必再自討沒趣。 

「行了！」 

老太君一拍桌子，對著王氏擺擺手道：「帶著孩子下去吧，鬧得我頭疼。」 

王氏雖心有不甘，卻也只能嚥下這口氣，拉著阮婉怡出去了。 

老太君看著母女兩人的身影搖了搖頭，她心裡知道王氏暗地裡總埋怨自己偏心，

可她也不看看自己教出來的女兒是個什麼樣子！要是怡姐兒如囡囡一般乖巧懂

事，自己豈會不疼她？ 

說來說去還是王氏這個做娘的錯，好的不教，淨會攛掇著兩個女兒爭啊搶啊的，

還自以為別人都不知道。 

老太君歎了口氣，當年若不是滔兒執意要娶她，自己怎麼會同意她一介商戶之女

入門？滔兒雖說不是自己的親生兒子，又是庶出，到底也要喊自己一聲娘的…… 

想到阮滔這幾年沉迷花街柳巷，鎮日無所事事，越發不成樣子，老太君不由心中

犯愁。 



第二章 演武場比箭 

陪著老太君用過膳，常樂公主終於坐不住了，顛顛地跑了出去。 

阮蓁也不管她，這府裡她哪兒沒去過？早就熟門熟路了，總不會走丟就是了。 

又說了幾句俏皮話哄得老太君忘了方才的糟心事，阮蓁悄悄對著母親眨眨眼，正

想問哥哥去哪兒了？便見常樂公主風風火火地跑了進來。 

「阮蓁、阮蓁！走！」一進來就拉著阮蓁要往外走，「四哥他們在演武場比射箭

呢！我們也去看！」 

阮蓁一邊跟著她往外走，一邊回頭道：「祖母、娘……」 

老太君樂呵呵地點頭，「去吧去吧，多玩會兒。」 

小孩子就該這樣嘛！老太君心道，自己這個小孫女兒什麼都好，就是太乖巧了

些，還好有六公主這個小潑猴兒在，時常拉著她動一動，否則總在屋裡坐著可怎

麼好！ 

得了老太君的許可，常樂公主勁頭兒更足了，使勁拽著阮蓁往外走，「快點快點！

妳哥哥也在呢！」 

安遠侯府的演武場是當初建府的時候就有的，這些年也一直沒荒廢。 

兩人到的時候正逢太子上場，常樂公主遠遠看見了就連喊帶跳地給太子鼓勁兒，

「四哥！四哥！」 

太子與常樂公主一母同胞，素來對這個妹妹極為疼寵，幾乎是有求必應，是以常

樂公主與他感情極好。 

太子回頭對她笑了笑，轉過去箭就射了出去。 

直中紅心！ 

常樂公主晃晃阮蓁的手，示意她看太子，得意洋洋道：「我四哥厲害吧？」 

阮蓁點頭，「嗯，很厲害。」 

她掃視了一圈，總算找到了自家哥哥，她穿過人群喊著，「哥哥！」 

阮成鈺年長阮蓁七歲，今日著了一身靛青暗紋圓領長袍，更襯得他氣質清華出

眾，肅肅如松下風。 

見到阮蓁，阮成鈺本略顯清冷的面上冰雪融化，露出一抹笑意，溫潤柔和，「囡

囡怎麼來了？」 

阮蓁指指他手上的弓箭，「來看你們比賽呀！哥哥能贏嗎？」 

阮成鈺捏捏她軟乎乎的小手，道：「這可有些難。」 

他蹲下身半抱著阮蓁，伸手指了指太子，「太子的箭法近來進益不小，還有……」 

「還有誰？」阮蓁追問。 

身後傳來腳步聲，阮成鈺似是知道是誰，頭也不回地問來人，「挑到稱手的了？」 

「嗯。」那人低低應了一聲。 

阮成鈺起身，來人恰好到了他面前，他對阮蓁道：「喏，還有他。」 

阮蓁抬眼一看，輕輕「咦」了一聲。 

「囡囡認識他？」阮成鈺問。 

阮蓁點頭，正要開口，便聽見霍成說：「見過。」 



他聲音不知為何有些低啞，倒是意外的好聽。 

阮成鈺心知霍成說見過，那就真的只是「見過」，便向他介紹道：「這是舍妹，阮

蓁。」 

又低頭對阮蓁道：「囡囡，這是霍成，妳要叫哥哥。」 

「大哥哥。」阮蓁仰頭，甜甜脆脆地叫了一聲。 

她好像真的不怕他，還對他笑得這樣甜。 

霍成握著弓的手無意識的緊了緊，不知為何，竟問了一句，「桃之夭夭，其葉蓁

蓁？」 

阮蓁愣了一愣，隨即笑著點頭，「對！」 

蓁，草木茂盛。可她明明像個雪團子。 

那廂，太子把弓扔給侍箭小廝，大步朝這邊走來，問道：「成鈺，怎麼樣？本宮

的箭法是不是長進了不少？」 

太子和阮成鈺自小就玩得好，後來阮成鈺又做了太子陪讀，兩人關係自是不一般。 

阮成鈺點頭，「嗯。」 

他性子素來如此，太子見怪不怪，朗笑幾聲，低頭瞧了瞧一旁的阮蓁，道：「囡

囡近來氣色好了許多，臉上都長肉了。」 

「太子哥哥說的是真的嗎？」阮蓁一聽眼睛亮了亮，小手捧著自己的臉頰，驚喜

不已。 

她知道自己身體弱，比同歲的孩子都要瘦小上許多，所以她平日裡都會盡量多吃

些，盼望著自己能再高些胖些，可一直沒有什麼成效，如今聽到太子說自己胖了，

自然是無比歡喜。 

阮蓁的一雙眼本就生得極好，現下多了幾分雀躍，更顯靈氣逼人，被這麼一雙水

汪汪的眼睛這麼看著，任誰都會覺得心頭一軟。 

太子彎腰抱起她，親暱道：「當然是真的，本宮可曾騙過妳？」 

「唔……」阮蓁歪著頭，仔細想了想，搖頭，「沒有。」 

她又興沖沖地轉頭問阮成鈺，「哥哥也覺得我胖了嗎？」 

阮成鈺與她朝夕相處，哪裡看得出來，不過為了妹妹開心，他還是溫聲道：「是

胖了些。」 

得到阮成鈺的肯定，阮蓁更是開心，眉間的紅痣都彷彿嫣紅了許多，脆聲道：「祖

母和娘一定很開心！」 

「成鈺，本宮真是羨慕你，有這樣一個乖巧懂事的妹妹。」 

想到常樂公主，太子只覺得心中酸澀，怎麼別人家的妹妹就這樣好，自家那個卻

只會撒潑耍賴。 

顛顛兒跑來找太子的常樂公主正巧聽到這句話，立刻氣鼓鼓地嚷道：「四哥！」 

常樂公主手上還拿著一柄適合她這個年紀的幼童用的小弓，氣勢洶洶的。 

這一下子便對比出真章，太子更不想放下懷裡軟軟的小身子了。 

從小一道長大，阮成鈺哪裡看不出他在想什麼，當即上前從太子懷裡搶走自家妹

妹，猶嫌不夠，轉頭對常樂公主說道：「太子殿下常在我們面前說六公主妳是個



潑猴兒，一點都不像個女兒家。」 

頓了頓，他又補充了一句，「嗯，還有小蹴鞠。」說完抱著阮蓁默默站遠了些。 

常樂公主前幾日和宮人玩鬧的時候不慎把她最愛的小蹴鞠一屁股給坐壞了，她覺

得很丟面子，所以命令宮人不許說出去，沒想到卻被她最相信的四哥給「出賣」

了。 

常樂公主覺得自己遭到了背叛，惡狠狠地盯著太子，要他給自己個說法。 

太子覺得好笑不已，心裡卻明白如果自己當真笑出聲，妹妹只怕是真要惱了，只

得強忍著笑意和常樂公主周旋。 

眼見著那邊已經開始第二輪比試，太子這才急了，忙對霍成道：「要輪到本宮了，

表弟快幫我把常樂制住。」 

其實不必霍成出手，太子輕輕鬆鬆便能制住常樂公主，再不然，厲聲呵斥一聲，

常樂公主必然就會停下。 

可太子沒有這樣做，反倒是向霍成求助。 

孰料霍成站在原地動也不動，口中淡淡吐出兩個字，「不幫。」 

太子無奈，只得許了常樂公主許多好處，比如給她買上一個月的如意齋的點心，

再比如上元節要帶她出宮看花燈…… 

常樂公主這才心滿意足地放過太子。 

不一會兒，輪到霍成上場，他張弓取箭，須臾之間，連發三支連珠箭，且後一箭

精準無誤地將前一支箭從當中劈成兩截。 

準頭之精準、力道之遒勁都是當世罕有，更別說霍成如今不過是個十四歲的少

年，可以想見待他及冠，會是何等的風采，只怕到時滿朝武將無人能出其左右。 

毫無疑問，這場比賽自然是霍成拔得頭籌。 

在場的都是些十四、五歲的年輕公子，正是崇尚力量的年紀，見霍成有這般了不

得的本事，頓時心生敬畏，連帶著看霍成的眼神都火熱了不少。 

可他們又懼於霍成身上的嗜血殺氣，不敢上前討教，於是便形成了一圈人把霍成

圍在中央，卻又每一個人都不敢上前搭話的詭異局面。 

但霍成可不知道他們想做什麼，這樣被一圈陌生人圍著，他心中漸生不快，正要

動手，便見阮成鈺撥開人群走了進來。 

「宋兄，你們這是做什麼？」阮成鈺方才在人群外看出霍成的不耐，為防他出手

傷人這才站了出來。 

阮成鈺左手邊一個穿寶藍色淨面杭綢直裰，生得一張娃娃臉的少年不好意思地撓

撓頭，嘿嘿一笑，道：「我們是想向霍成請教……」可是又不敢開口。 

這位娃娃臉的年輕公子是兵部尚書宋大人的小兒子宋志昂，平日裡性子最是直

率，膽子也大，無奈現下遇到的是霍成，膽子頓時變小許多。 

霍成聞言淡淡掃了他一眼，宋志昂被他看得背後一涼，忍不住縮了縮脖子。 

霍成不想繼續浪費時間，正要走，便覺衣袍一角被輕輕拽了拽，他低頭，卻見不

知何時也擠進來的阮蓁正仰頭看著他。 

見他看過來，阮蓁揚起一抹甜甜笑靨，脆生生地對他說：「恭喜大哥哥！大哥哥



真厲害！」 

霍成的目光從她拽著他衣角的手上掠過，略微頷首道：「嗯。」面容上卻是柔和

許多。 

宋志昂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心中暗自驚歎，不愧是老太君的孫女，果真是膽大，

竟然怕也不怕霍成一下。 

這樣想著，他突然覺得臉上燒得慌—— 人家一個六歲的小姑娘都不怕，他一個

男子漢竟然畏首畏尾的，可恥！ 

顯然，其餘的人跟他的想法也差不多，一個個蠢蠢欲動的往前擠了擠，阮蓁背後

的人被後面的人擠得狠了，一時重心不穩，搖搖欲墜，眼看著就要往前撲倒。 

面前的小姑娘笑盈盈地還欲跟他說什麼，全然沒察覺到將要到來的危險。 

千鈞一髮之際，霍成長臂一伸，把阮蓁撈進懷裡，閃身避開。 

「咦？」阮蓁突地伏在霍成肩上，猶有些沒弄清發生了何事。 

她怎麼突然就到了大哥哥懷裡？阮蓁茫然環顧四周，眨著眼懵懵懂懂地看著近在

咫尺的臉，「大哥哥？」 

霍成僵硬地抱著懷裡嬌嬌軟軟的小身子，對上那雙墨瞳，見她清澈見底的眼裡滿

是不解。 

霍成喉嚨動了動，正要開口，便聽一旁的阮成鈺道：「剛才真是多謝霍兄了。」 

阮成鈺方才也看到了阮蓁的險境，只是他和阮蓁之間還隔著一個霍成，根本來不

及出手。 

阮成鈺從霍成懷裡接過阮蓁，對她道：「囡囡，快謝謝霍兄，方才多虧他出手妳

才無事。」 

阮蓁似懂非懂地點頭，對霍成道：「謝謝大哥哥。」 

懷裡一下子空了，霍成收回手，背到身後，道：「沒事。」 

阮成鈺抱著阮蓁走出人群，見阮蓁面露疲色，心知妹妹今日玩得有些久了，恐怕

已經累了，便同太子和常樂公主說了一聲，抱著阮蓁回後院。 

「霍、霍兄，我想請你指教箭術……」 

霍成收回目光，看了一眼面前的人，淡淡道：「射一箭。」 

「好好好！」那人喜不自禁。 

 

 

熱氣氤氳的淨室中，劉氏把阮蓁從浴桶中抱起，擦淨身上的水，裹上小毯子，柔

聲問道：「冷嗎？」 

阮蓁搖搖頭，依戀地在母親的頸間蹭了蹭，濕漉漉的頭髮沾濕了劉氏的衣裳，罪

魁禍首抿著唇不好意思地笑了。 

「頑皮。」劉氏嗔了她一眼，抱著她走出淨室。 

因著不放心女兒獨住，阮蓁如今一直住在劉氏和阮澤的竹肅齋的西梢間，地龍整

日整日地燒著，屋子裡暖烘烘的。 

劉氏為小女兒換上乾淨的寢衣，把她放在早已暖好的錦被裡。 



阮蓁乖乖探出頭，劉氏輕柔地散開她細細軟軟的頭髮，讓熏籠的熱氣慢慢蒸乾髮

絲上的水。 

剛沐浴完畢，小女兒小臉紅彤彤的，格外可愛，枕在自己腿上，眨巴著眼睛看著

自己，劉氏只覺得心都要化了，空出一隻手點點她的小鼻子，問道：「怎麼了？」 

阮蓁往外拱了拱，把整張臉露出來，「娘，妳瞧我是不是胖了些？」 

「讓娘看看。」劉氏稍稍偏過頭，仔細打量女兒的小臉，須臾露出一抹笑，「是

胖了些，臉上都長肉了。」 

待烘乾頭髮，劉氏為阮蓁掖了掖被角，輕輕在她額上親了親，摸摸她的頭，道：

「睡吧。」 

阮蓁便閉上眼。 

沒一會兒卻又睜開，直勾勾地看著劉氏問：「娘，等我長高了，也胖了，是不是

病就好了？」 

對上女兒滿懷希冀的眼睛，劉氏心頭微澀，半晌，微笑著點點頭，承諾道：「會

的，會好的。」 

阮蓁這才心滿意足的閉上眼，沒一會兒便睡著了。 

 

「囡囡睡了？」阮澤靠在床頭拿著本書看，聽到腳步聲，抬頭問道。 

劉氏點頭。 

同床十餘載，阮澤立時察覺到劉氏心情低落，直起身子伸手把她拉到懷裡，抬起

她的臉，只見那雙素來含著溫柔笑意的桃花眼裡霧氣氤氳，姣好的面龐上猶掛著

幾滴淚珠。 

「怎麼哭了？」阮澤心疼不已。 

劉氏便將方才阮蓁問她的話同阮澤說了，末了，又湧出兩行淚，伏在阮澤肩上哭

道：「三郎，我好怕……」 

她怕女兒當真如御醫當年所說活不過十歲。她的女兒，還這麼小…… 

提及阮蓁的身體，阮澤心中也很是不好受，他就這麼一個寶貝囡囡，可懷裡的妻

子還等著他安慰，他不能在她面前表現出軟弱的一面。 

「柔兒，妳不是都說了嗎？囡囡長胖了些，近些日子氣色也好了許多。」阮澤慢

慢跟劉氏說著，「只要我們悉心照看，囡囡的身子會一日日好起來的。」 

「再者……」阮澤斟酌一二後，還是將新得來的消息跟劉氏說了。「妳還記得老

太君曾提過的那位蘇神醫嗎？咱們不是一直尋不到他的蹤跡？前些日子大哥偶

然從一位昔日好友口中得知了他的消息，聽聞他十月曾在蘇杭一帶出現，我已經

著人去打探了……」 

原想等找到人再跟妻子說，但見她如此憂心，還是先給她一個盼頭吧。 

劉氏果然神情一振，「當真？」 

當年定國公的獨女患有心疾，幸有那位蘇神醫為她調養了幾年，這才安然無恙地

嫁了人，後來她產子時難產，險些一屍兩命，亦是那位蘇神醫匆匆趕到，這才保

住了腹中胎兒，而那孩子便是霍成。 



「當真。」阮澤道。 

劉氏這才破涕為笑。 

她要等著她的囡囡長大，看著她嫁人生子，看著她福壽康寧的過一生。 

她的囡囡，一定會好起來。 

一定。 

第三章 梅林中的衝突 

這一日，阮蓁剛從老太君的榮安院裡出來，便見一個小少年炮彈似的從一旁衝了

出來。 

方嬤嬤連忙護著阮蓁後退幾步，心道：這三少爺轉過年就十一了，怎麼還是這樣

橫衝直撞的。 

方嬤嬤所說的三少爺是大老爺安遠侯阮淵的次子阮成軒。 

阮成軒的母親是大理寺卿溫文釗的妹妹溫文蕪，最是端莊大方；父親阮淵更是個

沉穩寡言的性子，偏偏生出個性格大大咧咧又帶著些莽直的阮成軒，時常做出讓

人哭笑不得的事來，也不知這性子是隨了誰。 

阮成軒將將在阮蓁面前剎住腳，喊道：「囡囡！」 

「三哥哥。」阮蓁心情極好的彎了彎眸子。 

從前阮蓁身子孱弱，成日待在屋裡不能出去的時候，阮成軒隔上幾日就會跑來陪

阮蓁說話，還會給她帶他新發現的稀奇古怪的小玩意兒，因此阮蓁很喜歡這個三

哥哥。 

因在家中，阮蓁今日穿了件細棉面子的淺粉撒花小襖，玉色褶裙，頭上的小花苞

僅綁了條一指寬的粉白綢帶子，長長的尾端垂在兩側，時不時掃過面頰。 

阮蓁這些日子氣色好了許多，臉色比之前粉嫩了不少，加上這一身裝扮，更是顯

得粉雕玉琢，玉雪可愛。 

阮成軒忍不住上前輕輕捏了捏阮蓁臉上的肉，又緊趕著在方嬤嬤表示不滿前迅速

收回手，食指和拇指在身後悄悄摩挲幾下。 

好軟，好想咬一口。 

實在不行，親一下也行呀。打定主意，阮成軒轉了轉眼珠，指著方嬤嬤身後佯裝

驚訝道：「方嬤嬤，妳看那是什麼！」 

趁著方嬤嬤轉身，阮成軒快速在阮蓁臉上親了一口，然後裝作什麼都沒有發生的

樣子，一本正經地對阮蓁說：「囡囡，和三哥一起去花園玩吧？」 

說著還悄悄對阮蓁擠擠眼，示意她保密。 

三哥哥還是那麼好玩。阮蓁對著阮成軒甜甜一笑，答應了，「好。」 

「走！」 

阮成軒興高采烈地走在前面給妹妹開路，走了幾步卻又停了下來，想了想，退後

幾步拉住阮蓁的手。 

嗯，五妹妹的手和她的臉一樣，軟軟的，滑滑的，真好！ 

正值嚴冬，花園裡百花凋零，一派灰敗之景。 

阮成軒拉著阮蓁在花園裡左右找了一圈，嘟囔道：「人呢？」 



府裡和阮成軒年紀相仿又時常玩在一塊的也就只有二房的阮成輝了。阮蓁一邊跟

著阮成軒到處找人，一邊問：「三哥哥是在找四哥哥嗎？」 

阮成軒從灌木叢裡鑽出來，抖了抖渾身的枯葉子，點點頭，不滿道：「說好在這

裡等我，我就晚了這麼一小會，他就走了，真是不講義氣！」 

花園裡到處光禿禿灰濛濛的，對阮蓁來說著實沒有一點吸引力，她的目光全落在

不遠處的梅林上。 

寒冬臘月，萬物沉寂，梅花卻是越開越好，團團簇簇的擠在枝頭，熱鬧極了。 

「真好看。」阮蓁低聲道。 

阮成軒沒聽清楚，還以為她是在跟自己說話，於是矮著身子湊到她面前問道：「什

麼？」 

「三哥哥你看，梅花。」阮蓁從袖中伸出食指比了比。 

阮成軒看了一眼梅林，不以為意，年年都有，沒啥好看的。 

轉念又一想，五妹妹是個姑娘家，不就是最喜歡這些花呀草呀的嗎？ 

「走！三哥帶妳去摘花！不管阮成輝了，愛來不來！」 

他又拉著阮蓁一頭紮進了梅林，方嬤嬤忙跟上，心道：這三少爺還真是想一齣是

一齣，風風火火的，不過也虧了他這性子，沒見五姑娘的腳步都輕快不少？怪不

得老太君總喜歡讓三少爺帶著五姑娘玩。 

在梅林裡轉了一圈，阮成軒指著最粗的那棵梅樹對阮蓁道：「這棵怎麼樣？」 

阮蓁眨眨眼，奮力地仰著脖子看了看樹上的花，這才點頭，「好。」 

方嬤嬤在一旁聽得暗自好笑，三少爺和五姑娘的話聽著怎麼跟街邊賣大白菜的似

的。 

阮成軒似模似樣的一甩錦袍下襬，指著最高處的一枝對阮蓁道：「看好了！三哥

給妳摘最好的！」 

莫名的豪氣干雲。 

阮蓁彎唇，笑咪咪道：「好，三哥哥小心點。」 

阮成軒爬樹的本事是在阮淵手底下練出來的，他自小就皮，和阮成輝一起不知氣

走了多少教書先生，阮淵一打他，他就往樹上竄，久而久之便練成了一手爬樹的

好本事，爬一棵小小的梅樹對他來說根本不算什麼。 

阮蓁話音未落，就見阮成軒抱著樹幹一溜煙竄了上去，從滿樹的花枝中探出半截

身子，得意洋洋地對阮蓁招了招手。 

花瓣隨著他的動作紛紛揚揚落下，如下了一場花雨，阮蓁仰頭眼睛一眨不眨地看

著，顯然是喜歡極了。 

阮成軒見狀，更加用力的晃動樹幹，一時間落英繽紛，成朵的梅花打著旋兒從空

中落下，落在阮蓁的髮間、身上，她又穿了一身粉白，神情天真懵懂，遠遠瞧去

彷彿不慎闖入人間的小花仙一般。 

眼看著再搖下去，梅樹就要禿了，方嬤嬤趕忙制止，「三少爺不是要給五姑娘折

花枝嗎？再搖下去，花都落完了。」 

阮成軒一看，還真是，不好意思地撓撓頭，憨笑兩聲，探手折了最高處的梅枝，



動作熟稔地滑下樹，剛要把梅枝遞給阮蓁，便聽見一旁傳來一道低低的聲音，「三

哥，我也想要梅花。」 

原來是阮成輝到了，卻不知怎麼的把阮婉怡也帶來了。 

要知道阮成輝和阮婉怡雖然是龍鳳胎，可兩人極為不對頭，三天兩頭的大吵小鬧。 

阮成輝見阮成軒面露不滿，連忙解釋道：「是她自己跟來的，可不是我帶她來的。」 

說著便站到了阮成軒那一邊。 

阮婉怡那日在老太君壽宴上讓王氏丟了面子，被關在屋裡思過好幾日，昨日王氏

解了氣，才放她出來。 

阮婉怡這幾日被關在屋子裡，還挨了王氏幾下手板子，夜裡一個人邊哭邊想，就

把這些都算在了阮蓁身上，她覺得如果不是阮蓁，她也不會想要手釧，娘就不會

讓她給老太君拜壽…… 

她方才站在樹後面，看著阮成軒為了阮蓁使勁兒的搖樹，而阮蓁站在樹下周圍都

是粉白的花瓣，漂亮得不像樣。 

阮婉怡心裡嫉妒極了，娘長得不如三嬸嬸，生下她，讓她自小就比阮蓁差一截。 

可是阮蓁身子不好，娘說阮蓁這個病殃子活不過十歲的。阮婉怡就常常拿這一點

安慰自己，阮蓁再討人喜歡又有什麼用？她遲早要死的，等阮蓁死了，老太君自

然就會喜歡自己了。 

可是現在，阮婉怡看著面前的三個人，阮成軒不喜歡她，她一直都知道，為什麼

連自己的哥哥也要跟她對著幹？明明她才是他的親妹妹呀！ 

阮婉怡上前一步，趁阮成軒不防備，從他手中拿過花枝，學著她姊姊阮婉然的樣

子低頭嗅了嗅，笑著跟阮成軒說：「三哥把這花給我吧。」 

又對阮蓁說：「五妹妹妳那麼懂事，肯定不會跟我爭的對不對？」 

 

阮蓁當然不願意，這是三哥哥特意為她摘的，為什麼四姊姊一句話她就得讓給她。 

「四姊姊如果也想要梅花，就讓四哥哥給妳摘。」阮蓁走到阮婉怡面前，伸手，

「這是我的花，四姊姊給我吧。」 

阮蓁本來就不喜歡阮婉怡，因為她不講理。而上次老太君壽宴她打落了母親的手

串，還推了母親，阮蓁就更不喜歡她了。 

阮蓁話音剛落，阮成輝就話趕話的嚷道：「我才不給她摘花！」 

阮婉怡的臉有一瞬的扭曲，她咬緊了牙，對阮成輝說：「你放心，我不會麻煩你。」 

轉過頭來對著阮蓁卻是笑了，問道：「五妹妹想要花？」 

她當然想要。阮蓁點頭，伸著手巴巴的看著阮婉怡。 

誰知下一瞬阮婉怡竟是把手上的花直接扔在了地上，瘋了似地踩了又踩，直把花

枝踩得七零八落殘破不堪，她這才滿意地後退一步，挑釁地看著阮蓁，「妳不是

想要嗎？來拿啊！」 

「四姑娘怎麼能這麼對五姑娘？她可是妳妹妹……」方嬤嬤看不下去了。 

阮婉怡挑著眉看方嬤嬤，「妳閉嘴！妳算什麼東西，也敢對我指指點點！」 

方嬤嬤原本是老太君身邊的嬤嬤，因為擅長膳食，被老太君派去阮蓁身邊伺候。



阮婉怡每每看到她寸步不離地跟著阮蓁，心裡就是一陣陣的嫉恨。 

明明她也是老太君的孫女兒，也要叫老太君一聲「祖母」，為什麼老太君只喜歡

阮蓁這個遲早要死的病殃子？ 

「妳是不是瘋了？」阮成輝滿臉的不可思議，他覺得阮婉怡可能是被娘關了幾

天，關出失心瘋了，從前她雖然不討人喜歡，可也沒有這樣不可理喻過。 

他上前拽住阮婉怡的胳膊，要帶她走。她再在這裡待下去還不知道會做出什麼

事，老太君那麼疼五妹妹，到時候定然不會輕易放過她。 

阮成輝想，他雖然不喜歡阮婉怡，可她到底是他的親生妹妹呀。 

「你要幹什麼？放開我！」阮婉怡根本不領他的情，用力甩開他的手，「你不是

從來沒拿我當親生妹妹嗎？你去和那個病殃子做兄妹吧！我的事才不用你管！」 

他們都只喜歡阮蓁，老太君是，大伯父大伯母也是，阮成輝也是，就連她那一個

月見不上幾面的爹爹也是疼阮蓁勝過疼她，不管她多努力討好他們，在他們心裡

她就是比不上阮蓁，哪裡都比不上。 

想到從前的一幕幕，阮婉怡心中一陣戾氣上湧。 

為什麼阮蓁還活著？她早早去死不就好了嗎？ 

她轉向正被方嬤嬤和阮成軒圍起來低聲安慰的阮蓁，面目猙獰地看她，「病殃子

妳別得意！妳以為自己還有幾年好活？我告訴妳……唔唔唔！」 

阮成輝一陣心驚肉跳，趕忙上前捂住她的嘴，連拖帶拽地把她拽出了梅林。 

「五姑娘妳別聽四姑娘胡說，她都是胡說的，她是瘋了才會口不擇言……」這個

時候方嬤嬤哪裡還顧得上什麼主僕之別，心中早把阮婉怡罵了千遍萬遍。 

她算是看出來了，四姑娘這是豁出去了，可她自己不想活，做什麼還要拉上她家

五姑娘？五姑娘已經夠可憐了。 

「對對對！」阮成軒急得圍著阮蓁直轉圈，「五妹妹妳別哭，妳可千萬別哭！」 

阮成軒天不怕地不怕，連他爹追著他打他都不怕，可就怕這個五妹妹哭，她一哭

他就抓心撓肺。 

「要不、要不我再給妳折一枝梅花？」 

阮成軒撩開袍子二話不說就要上樹，袖子卻被輕輕拽住，阮蓁紅著眼圈對他笑，

「三哥哥，我沒事，我知道，四姊姊都是胡說的，我們回去吧，我不想要梅花

了……」 

六歲的小小團子，強忍著淚裝作自己沒事的樣子，可憐極了。阮成軒看著阮蓁臉

上強扯出的笑，只恨不得去掐死阮婉怡！這個惹事精！ 

他小心翼翼地牽住阮蓁的手，「好，不要梅花了，梅花有什麼好的，我們回去，

三哥給妳看好玩的……」 

方嬤嬤看著前面乖乖牽著阮成軒的手，不哭也不鬧的阮蓁，心中真是又憐又急。 

從前她覺得五姑娘小小年紀就乖巧懂事，真是好的不得了，現在卻寧願她任性

些，哭也好，鬧也好，撒潑打滾也好，總好過現在這樣，面上看著是沒什麼，可

她知道，五姑娘這是都藏在心裡了。 

六歲的小身子能藏住什麼事？五姑娘身子又弱，這麼一來只怕是要大病一場了。 



方嬤嬤歎了口氣，小心看護著前面的小主子。 

剛走出花園，便見青石小徑上走來一人，身穿蒼藍裰衣，看身形還是個少年，卻

是步履穩健。 

方嬤嬤瞇了瞇眼，待那人再走得近了些，她才看清，竟是那日壽宴上竹林邊的怪

異少年！ 

方嬤嬤當時其實沒太看清他的樣子，卻對他那一身遠超年齡的殺氣印象深刻。 

「這……」 

方嬤嬤想著要不讓三少爺換條路，卻見五姑娘放開三少爺的手朝那少年跑去。 

雪團子？ 

霍成今日是奉定國公之命來探望老太君，沒想到會碰上阮蓁。 

這是條岔路口，霍成本是要往另一邊走的，可不知為何，他停下腳步，站在青石

小徑上看著那個小姑娘朝自己跑來。 

阮蓁跑得又快又急，一到霍成面前就迫不及待地抱住他，她身量小，伸長了胳膊

也只能勉強抱住他的腰，臉埋在他肚子上，兩隻小手像是怕他走開一樣緊緊地抓

著他的腰帶。 

「大哥哥……」她像是受了什麼委屈，軟綿綿的聲音裡帶著哽咽。 

霍成想看看她是不是哭了，手上控制著用了點力道，把她從自己身上扒開，後退

一步低頭看她。 

果然是哭了，兩隻眼圈紅紅的，黑寶石一樣的眼裡全是淚水，霧濛濛濕漉漉的，

好不可憐。 

他後退一步，她緊跟著上前一步，仰著頭用那雙濕漉漉的眼睛看著他，張開雙臂，

「大哥哥，抱。」 

見他站在原地不動，她抬了抬雙臂，更委屈了，「大哥哥，抱抱囡囡好不好？」 

軟軟糯糯的嗓音發著顫，眼圈裡的淚不停地打著轉，沾濕了濃密的睫毛，小鼻子

都紅了。 

霍成毫不懷疑，如果不如她所願，她怕是下一瞬就能哭出來。 

他帶著滿滿的無奈，或許還有一絲淺淺的莫名而來的欣喜，彎腰抱起她。 

這具小小軟軟的身子又一次被他抱進懷裡，霍成的身體僵了僵，回憶著那天看到

阮成鈺抱她的樣子，慢慢調整著姿勢，讓她坐在他的手臂上。 

阮蓁的手臂立刻就纏上了他的脖子，臉埋在他的頸間，大滴大滴的淚往外溢，落

在他的脖子上，濕濕的熱熱的。 

霍成在這一瞬間明白了什麼叫做心軟，她的淚好像滴進了他心裡，泡得他的心起

了皺。 

因著幼時經歷所致，他素來感情淡薄，殺人是他唯一精通也願意去做的事。 

可現在，抱著懷裡的雪團子，霍成第一次，連他自己都覺得不可思議的，他想要

去安慰她。 

突如其來的陌生衝動讓他皺了皺眉，僵硬地抱著阮蓁，慢慢適應這實在陌生的情

感。 



方嬤嬤緊趕慢趕的到了他們跟前，見到的就是他抱著阮蓁眉頭緊皺，面色冷淡的

樣子，當即心上一顫，試探著開口，「這位公子，把五姑娘給奴婢抱吧……」 

她看得出來，這少年身上的殺氣不是殺十人百人就能有的，這樣好像從骨子裡發

出的嗜血殺氣，非得是打小就接觸血腥之事，至少奪過上萬條人命才能凝聚而成。 

方嬤嬤膽戰心驚的看著霍成放在阮蓁後頸上的手，真怕他一個不高興就擰斷自家

五姑娘那細細的脖子。 

霍成淡淡掃了一眼面前的婦人，穩穩抱著阮蓁，避開她兀自往榮安院而去，「跟

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