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十二章 糊塗爹定爛親事 

數日後，謝家來了一位不速之客，打破了謝家表面的平靜。 

早先在綏陽時，謝律以為陳老先生也會回京，陳老二的兒子中必有過繼給其兄陳

侍郎的，就糊裡糊塗地給兩家定下親事，當初也沒指明誰和誰，藉著酒意結下了

兒女親家。 

回京以後，謝律成了鴻臚少卿，前途一片大好，他也就沒急著去提起這樁糊塗親

事，更在這幾個月匆匆忙忙定下了兩個女兒的親事。 

沒想到五月底，陳家竟然上門了。 

陳老二見了謝律，寒暄過後，提起了親事，「謝老弟，當初咱們也沒說準，老哥

我有好幾個兒子，都到了議親的年紀，你看上的是哪一個，倒是給個準話啊！」 

謝律微怔，這事他還記得，只是此一時彼一時。他有三個女兒，前兩個俱已許親，

而且看上去都還不錯，小女兒是嫡女，又跟他最親，斷然沒有嫁的比兩個姊姊差

的。 

他萬分後悔當時衝動之下定的親，這下怎麼辦？想了一想，他在陳老二期待的目

光中，開口說道：「老哥誤會了，當日咱們那是酒後胡鬧，沒媒沒聘的，連個信

物都……」 

陳老二面色一沉，砰一聲放下茶杯，怒道：「謝老弟這話何意？莫不是高升了，

就看不上哥哥了？連當初一起喝酒賞美的情分都忘了？」 

他在妻子汪氏面前誇口，能給她一個侯門千金做兒媳婦，他也打聽過了，謝家兩

個庶出的都許了親，剩下的是嫡出姑娘，教養更好，他還得意自個兒賺到了呢。 

謝律聽他說起情分，眉心一跳，浮現在眼前的卻是陳老先生那張臉。今上重情，

連陳老二這種不學無術的人都給個官銜，自是看在陳老先生的面子上，這事若鬧

開來，誰的面上都不好看。而且，時人重信，若讓人以為他食言而肥就糟了。 

謝律心念微動，他微微一笑，說道：「啊呀，我給忘了，確實是有這麼回事。陳

二哥別惱，小弟給你賠罪。」待陳老二重新坐下後，他才又道：「我記起來了，

那日咱們確實是說要結兒女親家，只是小弟的意思並不是謝家女作陳家婦，而是

希望犬子能娶令嬡為妻……」 

陳老二一呆，沒想到對方會說出這樣的話來。他粗聲粗氣道：「謝老弟真會開玩

笑，你竟不知道，我的兩個女兒在綏陽時就定了親，留在綏陽，哪裡還能高攀得

上令郎？」 

謝律笑得無奈，「是嗎？這麼說，小弟也沒別的辦法了，犬子十七，就等著令嬡

呢。唉，這也是有緣無分啊！」 

「你……」 

謝律又道：「也不是沒有解決的法子，陳二哥龍精虎猛，或許這兩年還能再添一

女，我小兒子今年才兩歲，也未必不是一門好姻緣……」 

他尋思著陳老二早被酒色掏空了身體，府中鶯鶯燕燕雖多，可哪還能再生一女？

又不像他，身子康健，再添兩個也不成問題。 

陳老二口頭上說不過謝律，氣得胸口劇烈起伏，將茶杯往地上一摜，怒氣衝衝地



離去。 

他剛走，謝律便去與妻子薛氏商議，他簡單說了經過，又道：「這可如何是好？

陳老二好欺負，他大哥可不是省油的燈，若是陳老大也上門來，非要娶阿芸，咱

們……」 

薛氏臉色微變，「你說你當初為什麼非要定這親事？」 

謝律心頭煩躁，「我當時以為陳老先生會回京。」陳老先生回京，必得重用，那

樣的話，陳家絕非現在的陳家可比。 

當初他去問了自稱受仙人點化的謝萱，謝萱告訴他，陳家會回京城。陳家是回京

了，可陳老先生沒回京啊！不過現在想這些也沒用。 

薛氏道：「那就按先前所說，就說當初定的是陳家姑娘和懷信？他們家的幾個姑

娘，在綏陽的時候就定了親，也沒知會咱們一聲，可見當初他們也沒把酒後的胡

鬧當回事。」 

「我別的都不擔心，我就擔心阿芸！」謝律憂心道，「陳家那幾個兒子都是庶出，

就是蕙兒嫁過去我都不捨得，更別說阿芸了。」 

薛氏聽這話不對，推了他一把，說道：「這話怎麼說的？蕙兒親事都定了，跟她

沒關係，你提她做什麼？」 

謝律歎氣，現下懊悔也沒用了。 

薛氏想了想，試探道：「不如，就說阿芸也定了親？」 

謝律看她一眼，「定了親？跟誰定了親？保媒的是誰？作證的又是誰？」 

薛氏也急了，「這幾日也不是沒人想跟咱們結親，朔平伯家、安平侯家，還有建

章侯家……」 

謝律一愣，「建章侯？妳是說豫章長公主家？」 

朔平伯和安平侯家也就罷了，可建章侯不是豫章長公主的駙馬嗎？ 

薛氏赧然，「那次，長公主提起過，我聽她的話大概是這個意思，不過我沒深問，

含糊揭過去了。」 

謝律跌足歎道：「啊呀，妳怎麼不早說？長公主就那麼一個兒子，人品教養自是

不用提……」他歎息不止，極為遺憾。 

薛氏面上一紅，「或許是我誤會了，長公主那日也不過是問問阿芸有無婚配，覺

得他們家公子怎樣，未必就是這個意思。」 

現下丈夫這麼大的反應，她有幾分後悔自己方才嘴快了。 

謝律聽罷，又是一聲長歎，長公主的話多半就是有這個意思，可惜琬琬沒抓住機

會。 

薛氏道：「阿芸的性子你又不是不知道，公主府也不一定適合她。」 

謝律心頭煩悶，衝口道：「若當初應下，也就不怕眼下的麻煩了。」 

不過他心裡也清楚，阿芸總共就去公主府一次，聽說那次詩會奪魁的是唐家姑

娘，萱兒得了第二，阿芸不大顯眼吧？長公主後來問起阿芸，恐怕是客套多一些，

但也未必沒有一丁點可能。 

薛氏也沉默了。 



謝律在房中踱來踱去，好一會兒才道：「這樣吧，不如我就說阿芸的親事，皇上

曾暗示過，我不敢隨便做主，想來陳老二也不敢去跟皇上對質。」 

薛氏一愣，「這怎麼行？」 

「怎麼不行？」謝律一臉坦然，「反正是皇上暗示，又沒明說，大不了就說我這

做臣子的誤會了皇上的意思。」總之，先應付過眼前這一關再說。 

薛氏瞧了丈夫一眼，暗自感歎，他真是越來越無賴了。 

不過謝律這個無賴的法子，並沒有用上。 

次日陳老二又來了，還沒等謝律開口，他就問：「謝老弟，昨日你說，若我還有

未出閣的女兒，你願意讓她成為謝家婦，是也不是？」 

謝律一笑，「那是自然。」可問題是，你還有女兒嗎？誰不知道你的長女出嫁多

年，次女三女留在綏陽，難不成你現在再去生一個？ 

陳老二笑笑，「謝老弟這麼說我就放心了，是這樣的，我確實還有個女兒……」 

謝律一呆，茶杯裡的茶晃了幾晃，「當真？」 

「騙你做啥？」陳老二道，「她今年一十六歲，比你家小公子大了十四，差的是

有點遠，可是跟五公子不是年紀相仿，很是相配嗎？」 

謝律迷惑了，陳老二何時有一個十六歲的女兒？ 

大約是看出了他的困惑，陳老二笑道：「老弟你也知道，哥哥我年少時風流，除

了家中妻妾，在外面也有一、兩個相好，不能接回府的那種，我在外頭恰好還有

個姑娘……」 

謝律手中的茶杯幾乎要握不穩，暗罵陳老二欺人太甚，這是要把外室女嫁到謝家

來？他也配！ 

陳老二無視謝律驀然沉下去的臉色，繼續道：「老弟，我這也是沒法子，你說咱

們既然說了要結兒女親家，就不能食言，哥哥我如今只有這一個女兒，兒子倒是

不少，可你看不上啊！」 

謝律哪裡還不明白陳老二的意思，這是非要結親不可。他心內冷笑，面上卻道：

「啊呀，陳二哥這是什麼話？並非老弟有意推托，只是這中間確實有許多為難之

處，實不相瞞，我那小女兒，那位暗示過，不要我隨便許親，至於犬子……唉！

他的親事，我不一定能做得了主……」 

陳老二只管穩穩坐著，就是不鬆口。 

謝律不好直接翻臉，只推說尚需與父母商議，此事改日再議。 

陳老二坐了一會兒，施施然離去。 

謝律等他走遠，才重重地吐出一口濁氣。他真想狠抽自己一個耳光，當初怎麼犯

傻，非要跟陳家結親不可，這一家子全是無賴，有什麼好結的。 

謝律細想，若是女兒嫁到陳家，他不能看著女兒受苦，自然是要幫女婿，一來二

去，更是擺脫不了陳家。 

如果是兒子娶了陳家女，那嫁雞隨雞、嫁狗隨狗，謝家婦跟陳家的關係也不算很

大，就當是一門遠親…… 

思來想去自然是娶比較好，只是那是外室女，哪怕是庶女都好一些，偏偏是個外



室女！陳老二那麼風流的人，能抬進府的都抬進府了，給他做外室的，必然是出

身極差，不是風塵女子便是犯官之後，這樣的人生的女兒，怎麼能進謝家？ 

謝律情知此事不能與妻子商量，她肯定是偏著女兒的。於是，他去找了母親衛氏。 

屏退下人後，他說了自己的煩惱，旁人或許有私心，但是他母親無疑最疼愛他，

事事為他打算。 

衛氏聽兒子說罷原委，笑了一笑，說道：「都說高門嫁女，低門娶婦，斷沒有把

姑娘往門第低的人家嫁的。」女兒珍貴，可以聯姻，怎麼能平白賠了一個嫡出姑

娘？ 

謝律一怔，恍然道：「母親的意思是娶了？」 

衛氏瞪了兒子一眼，「說來說去，也都怪你糊塗，好好的非要跟陳家結什麼親家。

若是陳侍郎家也就算了，偏偏是陳老二，如今還能怎麼樣？懷信也該訂親了，要

他娶陳家姑娘也不是不行，但是有一樁……」 

「什麼？」 

「謝家不會娶來歷不明的女子。若是正經的陳家姑娘也就罷了，外室生的，誰知

道是不是陳家的種？」衛氏突然問道：「你說昨日還沒有，今日就有了……」 

謝律一怔，擊掌道：「可不是？孩兒糊塗了。」這女兒來的真巧，焉知不是陳老

二新近才買的呢？他方才怎麼沒想到這一點？ 

聽了母親的一番話，謝律茅塞頓開。謝過母親，告辭離去。 

他想，不能再等了，得趕緊給兒女訂親。 

可惜查證之後，那突然冒出來的陳家女兒真是陳老二的種。 

 

 

這幾日，陳老二來訪時，總是看不見謝律的身影。 

謝凌雲也隱約聽說了這回事。 

謝蕙告訴她，陳二老爺這些天常常登門拜訪，想商議親事，然而爹爹卻總尋藉口

躲避不見。 

說這話時，謝蕙憂心忡忡，「阿芸，我真怕……」 

她一來怕父親會把阿芸嫁到陳家，她記得陳家人很瞧不起他們，陳清那句「縣令

的女兒」讓她耿耿於懷。二來，她也害怕父親會取消她的婚約要她嫁進陳家，她

知道在父親心裡，阿芸的分量要比她重很多，可是她已經許親了，應該不會輪到

她吧。 

謝凌雲反而安慰她，「妳不用怕，妳會嫁到唐家，妳婚事都定了。」 

謝蕙不解，難道阿芸就不害怕、不擔心嗎？謝家沒訂親的姑娘，只剩她一個了。

阿芸憨直，不知道成親對女子而言，是僅次於投胎的大事嗎？ 

謝蕙不知道的是，她這妹妹還真沒把陳家的事放在心上。 

謝凌雲還記得陳家的三個兒郎，在綏陽時見過一面，不過印象不深。如果真要她

嫁進陳家，她想，她大概有法子不嫁。 

但她卻不知，她母親為此事擔心不已。 



在薛氏看來，無論如何，阿芸都不能嫁到陳家，這跟陳老二的官職無關，主要是

陳家實在太亂，陳二太太無子，陳家一群庶子，這樣的人家，阿芸怎麼能嫁？ 

她急著給阿芸定一門親事，偏偏越著急越尋不著合適的。 

薛氏愁得頭髮都要白了，正在此時，兄長薛裕遣了人過來，說是要接外甥女去家

裡小住。 

薛氏此刻哪裡還有這心思？不過轉念一想，女兒窩在家裡也不是個事兒，哥哥要

接去便接去住吧，興許嫂嫂看著，還能有個好親事呢。 

於是，謝凌雲就在劉嬤嬤的幫助下，收拾了行李，上了舅舅家的馬車。 

在忠靖侯府門口，謝凌雲坐在馬車裡，車簾晃動，她竟看見了謝家門口有客人。 

她咦了一聲，這兩人不是那陳二老爺和他兒子嗎？果真像謝蕙說的，天天來嗎？ 

謝凌雲心念微動，她此刻去舅舅家是否正確？她正猶豫著要不要下車，卻聽車夫

道——  

「坐穩了！」 

話音剛落，隨著一聲鞭響，馬車向前駛去，濺起無數飛塵。 

剛從自家馬車下來的陳老二「呸呸」兩聲，又拍了拍身上的土道：「崢兒，有沒

有看清馬車裡是誰？」 

陳崢遲疑了一下，搖頭道：「沒有。」 

陳老二並不在意，看看忠靖侯府的牌匾，說道：「走，咱們進去。」 

見兒子站在原地不動，陳老二道：「你怕什麼？咱們走到哪兒都占著理呢。」 

陳崢這才跟上父親的腳步。 

 

謝家與薛家距離不算太遠，薛家的車夫又是個好把式，是以很快便到了薛家。 

薛裕不在，馬氏一見了謝凌雲就拉著她說話，問她家中如何，近來可好等等。 

謝凌雲一一答了，半晌才道：「舅母，我上個月還在這兒呢。」 

現在是六月初，滿打滿算，她跟舅母分別也才半個月。 

馬氏一怔，繼而嗔道：「壞丫頭，舅母不是想妳嗎？唉，可惜我沒有跟妳年紀相

近的小子，不然就把妳一輩子留在這裡。」 

謝凌雲一愣，心想她近來桃花挺旺的，不過是爛桃花。過了片刻，她才想到，舅

母是跟她開玩笑，外甥女和兒媳婦是不一樣的，她要真有個年齡相仿的表兄弟，

舅母未必會這麼說了。 

舅母拉著她的手說了好一會兒話，謝凌雲才想起給舅母帶的禮物，匆忙取了出來

送給舅母。 

然而馬氏看著她繡的帕子，一個勁兒的笑。 

謝凌雲不解，「舅母不喜歡？」 

馬氏道：「傻阿芸，舅母教妳繡鴛鴦、繡蓮花，不是因為舅母喜歡，是一個姑娘

家必得會繡這些，妳能繡好就成，哪有把這個送給我的？」 

謝凌雲嗯了一聲，不再說話。姑娘家必得會嗎？她上輩子就不會。她其實知道這

些花樣的寓意，只是以為舅母偏愛這些，原來也不是。 



她突然莫名有些煩躁，難道大家都覺得她該嫁人了？ 

她喝了幾口冷茶，才壓下心裡的煩悶。 

薛裕回來的很遲，然而一見到她，就笑嘻嘻地問：「阿芸，功夫落下不曾？」 

不是他非要接阿芸過來，實在是怕阿芸沒人督促就放棄練武，這麼一個難得的習

武苗子，不練武真是可惜了。 

謝凌雲忙道：「沒有呢，舅舅可以試一試。」 

她想跟舅舅試一試，又怕傷了舅舅，心想，不然就不用內力試試？得把握好分寸。 

馬氏卻道：「你們倆說什麼呢？」她又埋怨薛裕，「阿芸剛來，你又鬧她。誰家會

讓好好的姑娘家去練武的？她出入自有人保護，練武做什麼？是不是，阿芸？」 

謝凌雲只是一笑，和舅舅交換了眼神，彼此心領神會。 

第二十三章 貴人來避雨 

次日，薛裕尋了理由，要看看外甥女的練武情況，謝凌雲期待已久的篾筐又來了。 

在篾筐上走了一會兒，她越走越快，十分歡喜，直到舅舅說好了好了，才停下來。 

薛裕看著外甥女，白嫩嫩的臉頰上看不見一絲汗漬，除了健康的紅暈外再無其

他。他也不知該感歎什麼，只道：「阿芸，妳看舅舅。」 

謝凌雲定睛看去，只見舅舅忽的縱身一躍，竟落在約莫六尺高的牆上。 

「舅舅！」謝凌雲低呼，這是舅舅的輕功嗎？看舅舅跳高，並不費力，但並未看

到他使用內力啊。 

薛裕抹了一把汗，跳下來，道：「我沒學到家，那個大內高手，能飛得再高些。」 

謝凌雲嗯了一聲，沒說話。這些在天辰派，稍微有些粗淺內力的弟子都能做到，

甚至能做的更好。 

薛裕又道：「我其實還學過在牆壁上行走……」 

「舅舅，你要學內力嗎？」 

「什麼？」薛裕一臉錯愕。 

「內力，有了內力，舅舅的功夫會有更大威力。」謝凌雲道。 

薛裕搖頭，「哪裡有內力？阿芸，別胡思亂想。」 

謝凌雲不好直接說出天辰派的內功心法，她隨手撿了根柳條，在地上畫了一個簡

易的小人，說道：「就這樣，讓氣息從這裡到這裡……」 

薛裕瞧了一會兒，笑道：「阿芸，這怎麼可能？人怎麼能控制氣息？來，妳去試

一試，看能不能飛起來。」 

謝凌雲只得嗯了一聲，提氣輕鬆躍上矮牆，這對她來說，委實不算什麼。 

可是薛裕看了卻在內心驚歎：真是練武奇才！ 

明明他什麼都沒指點，她竟然做到了！因為她的這份聰明，他不再介意她的異想

天開。 

他們在這邊練著武功，忠靖侯府卻陷入麻煩。 

陳老二在謝律這裡碰壁幾次後，也不求見謝律了，直接去找忠靖侯要說法。 

忠靖侯越聽越氣，暗罵兒子糊塗。 

他當著陳老二的面罵了兒子，卻並不打算插手此事，只道：「婚姻大事，歷來是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這半截身子都入了土的人就不摻和了。」 

忠靖侯雖然聲稱不管此事，但在送走了陳老二父子後，還是將謝律喚來罵了一頓。 

謝律向來懼怕老父親，只能默默聽訓，不敢辯駁。 

忠靖侯怒斥了一盞茶的時光，怒氣才稍微退去一些。他端了茶杯，飲了一口，緩

緩問道：「你打算怎麼辦？」 

謝律略一思索，將自己原本的打算說了。他小心看著父親的神色，說道：「父親，

兒子也是沒法子……」 

忠靖侯皺眉，「你是說你打算讓外室女進門？」 

「總不能教阿芸嫁到陳家去吧！」謝律道，「陳老二的正妻無子，他只有幾個庶

子，阿芸好歹是侯門千金，怎麼能嫁給一個六品小官的庶子？這不是太委屈阿芸

了嗎？」 

他心想，他過兩年必定高升，若那時阿芸再訂親，肯定能嫁得更好些，阿芸嫁的

好，對謝家也有好處。他之前最疼愛懷信，然而隨著馮姨娘一事以及懷讓的出世，

讓他對懷信的疼愛之情淡了一些，反倒是把滿腔的慈父情懷都轉移到幼子身上。

尤其是懷信進京以來，在別人的對比下顯得越加遜色，更是讓他對懷信失望。 

謝律繼續說道：「而且，懷信的妻子又不是宗婦，身分上差些沒關係。當然，肯

定不能讓她頂著外室女的名頭……」 

不等他說完，忠靖侯便匡噹一聲將茶杯重重地放到桌上。他歎了口氣，說道：「糊

塗，真是糊塗！莫非在你眼裡，一個兒子還沒一個女兒重要？女兒嫁的差些，也

只不過是多門親戚，不願來往，疏遠些就是，要是心疼她，可以多給點陪嫁，可

若是娶了一個品行不端的婦人，那可是會鬧得家宅不寧。就算你想尊嫡絕庶，也

不能讓懷禮連一個幫手都沒有……」 

謝律一愣，尊嫡絕庶？ 

「罷了，你好好想想。」忠靖侯擺了擺手，讓兒子退下。 

謝律見父親面露疲態，只得施禮退出。走出父親的書房，他長長歎了口氣，一抬

頭，卻看到站在一旁的謝萱。 

她穿著玉色衣衫，繫著白綾裙，弱質纖纖站在那裡。看見他出來，便迎上來，施

禮喚道：「父親。」 

謝律有一瞬間的恍惚，彷彿還在綏陽，她還是那個極其乖巧聽話的女兒。然而，

他很快皺眉，「站在太陽底下做什麼？有什麼事？」 

他想起現下的煩心事，有些煩躁，若是當初她說清楚陳老先生會留在綏陽，也就

不會有眼下之憂。不過他心裡清楚，此事怪她不得，畢竟當初他也沒問清楚，至

於仙人點化一事，他卻是不大相信了。 

謝萱隨著父親緩步而行，口中說道：「是有一件事，關於陳家的事。」 

「哦？」謝律腳步一停，心想，難不成萱兒想嫁到陳家去？可現在說這事也遲了。 

「萱兒不明白，父親為什麼會煩惱，是不捨得阿芸嫁到陳家去嗎？」那上輩子怎

麼捨得把她嫁到陳家？ 

謝律奇怪的看了她一眼，說道：「妳聽誰胡說的，沒有的事，只說兩家結親，沒



說到底是誰。」 

「不是阿芸，難道父親真的想讓哥哥娶一個來歷不明的女子？」謝萱猛然提高聲

音。即使她對謝懷信再失望，也不想謝懷信娶一個外室之女。憑什麼？阿芸就是

寶，他們就是草嗎？「父親，萱兒的親事已經不如意，連哥哥的親事父親也要……」 

謝律微怒，說道：「這不是妳該管的事情，回房休息去！」說罷，他大步向前走。 

謝萱並未聽話離去，而是繼續說道：「父親不想阿芸嫁到陳家，就不怕棒打鴛鴦

嗎？」 

「妳說什麼？」謝律驀然止住腳步，回頭看著面色蒼白的女兒，「什麼棒打鴛鴦？

誰跟誰是鴛鴦？」 

謝萱閉了閉眼，忍住洶湧的淚意，儘量平靜地道：「父親不知道嗎？陳家有位公

子想娶的是阿芸呢……」 

有多想呢？在成了阿芸的姊夫後，還是一見到阿芸就笑，遺憾自己的妻子不是嫡

出。他不想娶她，可若早知道後來發生的事情，她又何嘗想嫁他呢？他想要嫡出

的阿芸，那就讓阿芸去嫁他啊！ 

謝律臉色微變，斥道：「這話不必再說了，傳出去像什麼樣子！妳做姊姊的，哪

有這樣壞自己妹妹名聲！回去好生歇著。」 

他心想，陳家的小子想娶阿芸不足為奇，比起家世平平的姑娘，他們肯定想娶侯

門千金。 

是以，謝萱的話他並未放在心上，只是他到底還是發愁，此事究竟該如何處理。 

按常理來說，自然是兒子的親事比女兒的重要，他承認父親說的有理，可他在這

件事上，還真不想委屈阿芸。 

只是父親的命令又不能不從……他咬了咬牙，思忖了許久，暗自打定主意，如果

萬不得已非得讓阿芸嫁到陳家的話，那得讓陳家答應他幾個條件。 

陳老二無嫡子，陳老大也沒兒子，他們兩房總得選一個繼承家業，阿芸若嫁到陳

家，必得嫁給那個人。 

即便如此，他仍覺得委屈了阿芸。 

謝律思來想後，一時居然不敢將這個決定告訴妻子，便藉口公務繁忙，躲進書房。 

 

 

此時謝凌雲還不知道父親的打算，她住在舅舅家裡，同舅舅一道練武，日子過得

輕鬆愉悅。 

這日午後，薛裕才想起上回對外甥女說的，要教她騎馬射箭，就選了一匹溫馴的

馬，親自教外甥女騎馬。 

謝凌雲滿心期待，有學習的機會就好，反正她本來就會。 

薛裕帶著外甥女到了自家馬場。他愛馬，也常馴馬、騎馬，是以京郊的莊子，他

讓人設了小馬場，閒時就來這兒放鬆心情。 

他簡單教了外甥女動作要領，老實說，在有了教阿芸練武的經歷後，他對外甥女

的悟性已經見怪不怪。 



所以，當阿芸一身輕便的男裝騎著馬吧嗒吧嗒跑遠時，他也只是在心裡說了句

哦，再無其他。 

還能怎麼樣呢？練武奇才學騎馬也快……唉，真是一點成就感都沒有。 

謝凌雲來到這個世界十三年，頭回騎馬，頗為興奮，玩了很久才意識到疏忽了舅

舅。她乾脆俐落地從馬背躍下，「舅舅，你教我射箭吧！」 

外甥女一雙眼睛亮閃閃的，充滿期待地看著他，薛裕一愣，點了點頭，「好！」 

命下人準備好弓箭與靶子，薛裕看了看，並沒有較為柔軟纖細的弓，不過一想到

自家外甥女天生神力，他想，或許還真沒有必要為她準備特製的弓箭。 

他將手裡的弓遞給外甥女，「試試，能不能拿得動？」 

謝凌雲接在手上，點了點頭，「可以。」為了證明自己的話，她還扯了扯弓弦，

在嗡嗡的回聲中，她對舅舅笑了笑，「能拿得動。」 

薛裕面無表情，嗯，天生神力，練武奇才，對外甥女的表現他一點都不感到奇怪。 

這一回，他詳細介紹了這張弓的歷史並說明方法，見外甥女極認真的聽著，他心

裡的彆扭情緒少了一些。 

待舅舅說完，請舅舅做了示範後，謝凌雲才嘗試著拉弓射箭。射箭的本事，她上

輩子並沒有學過，一個力道掌握不好，箭脫靶了。 

「咦？」薛裕詫異，練武奇才不會射箭嗎？ 

謝凌雲赧然一笑，「我再試試。」她學過暗器，以為射箭跟暗器差不多，原來不

大一樣啊。 

薛裕笑咪咪地看著外甥女試一次，再試一次，由脫靶到後來的正中紅心。他看了

頗為得意，外甥女到底還是厲害的，當然也是他這個師父教的好。 

「阿芸胳膊酸了吧？歇一歇。」薛裕慈愛地道。 

謝凌雲從善如流，將弓還給舅舅，自己站在一旁歇息。 

薛裕手癢，他接過弓後，斂目凝神，搭弓射箭，正中靶心。 

謝凌雲擊掌讚道：「舅舅好箭法！」 

薛裕瞧了外甥女一眼，見她臉上掛著燦爛的笑容，眼神誠懇真摯，他嘿嘿一笑，

點了點頭。是了，自己也不差，他本就是以騎射出名的，能差到哪裡去？ 

只不過是他外甥女太厲害罷了。 

謝凌雲又歇了一會兒，正要繼續練習，忽然烏雲密布，雷聲陣陣，傾盆大雨瞬間

而至。 

薛裕忙拉著她去避雨，說道：「果真六月天孩兒臉，說變就變，這下怎麼回去？」 

謝凌雲跟舅舅一同站在廊下，她拍了拍袖子，看著雨幕，心裡隱隱約約感到興奮，

「先不急著回去，等雨停了再回。」 

她喜歡下雨，尤其是夏天的雨，一下雨，悶熱的氣息一掃而光。她以前聽師兄們

說有些高手最喜歡雨中練劍，她想像過那個畫面，只是一想可能會變成落湯雞，

就放棄嘗試。 

她正想著，就聽舅舅說道：「也是，要是現在回去，就算咱們撐著傘，也會變成

落湯雞。」 



謝凌雲看了看雨幕，深以為然，重重地點頭。過了片刻，又道：「就是不知道舅

母會不會擔心。」 

「不會、不會。」薛裕擺手，「阿芸不知道，前幾年有一回也是下這麼大的雨，

我就是怕她擔心，硬是冒雨撐傘回去，到了家，傘只剩傘骨了，身上的雨水都能

擰出半盆來，妳猜妳舅母怎麼說？」 

「怎麼說？」 

「蠢才！就不會等雨停了再回來！」薛裕捏著嗓子模仿馬氏的語氣，頗為滑稽。 

謝凌雲聽得笑彎了腰，忽然她神色微微一變，似乎聽到了什麼聲音。 

薛裕還要再說什麼，卻見下人舉著傘匆忙趕來，他忙問：「怎麼了？出什麼事了？

這麼著急？」 

「老爺，有幾個客人說是要避雨。」 

薛裕滿不在乎擺擺手，「那就騰出些地兒來，給他們避雨。哦，對了，叫廚房準

備薑湯，這麼大的雨，說不定會著涼。」 

下人聽了，只是站在原地，面帶躊躇之色，說道：「老爺……」 

「嗯？」薛裕一愣，「怎麼了？哦，要不，你先別過去，等雨小些再去，薑湯嘛，

煮不煮都成。」 

下人回道：「不是、不是，小的不是這個意思。是那客人說跟老爺相識，要親自

跟老爺道謝，希望老爺能過去……」 

他的聲音越來越低，但是在唰唰的雨聲中，薛裕竟然聽清楚了。不過他懷疑自己

聽錯了，哪有向主人道謝，還要主人主動過去的？這是不是於理不合？但是轉念

一想，是他認識的，又能說出這話，必然是身居高位之人。 

薛裕道：「他沒說自己是誰？」 

下人搖頭，「沒有。」 

薛裕更疑惑了，只得道：「那好，我隨你過去。」他叮囑外甥女，「阿芸，妳先在

這裡待著，等會兒雨停了，咱們再一塊兒回去。」 

謝凌雲點點頭。 

薛裕跟著下人穿過雨幕。他這莊子極大，雖說建成個馬場，可是房屋廳堂該有的

一樣不少。 

客人就在正廳裡，薛裕還未走進正廳，就看到廳堂外穿著蓑衣的人們，這群人手

持佩劍，訓練有素。他心裡一個咯噔，這客人只怕來頭不小。 

薛裕剛一走進正廳，就看到了上座之人。他大驚失色，快步上前，倒頭便拜，「臣

薛裕叩見聖上，吾皇萬歲萬歲萬萬歲，太子殿下千歲……」 

坐在上方的皇帝笑道：「薛愛卿快快請起，朕和太子今日是微服出巡，還沒感謝

愛卿的收留之恩呢。」 

「臣惶恐。」薛裕忙道。微服出巡？眼角餘光正好看到皇帝明黃色的襯褲，又想

到正廳外的侍衛，心想，這也不算微服出巡吧？ 

薛裕站起身來，還有點發懵，他猜測客人身分尊貴，卻沒想到竟然是皇帝父子。

話說皇上不在宮裡好好待著，到京郊做什麼？ 



「薛愛卿坐吧，不必拘禮。說起來，朕也沒想到，這裡竟是薛愛卿的莊子。」皇

帝笑道。 

他的容貌與太子頗為相似，只是多了歲月的痕跡。他雖然當了皇帝，可是看上去

仍像是昔日做太子時那般溫和從容。 

薛裕依言坐了，聽皇帝說起今日因何外出，如何避雨，他聽著聽著，有幾分恍惚。

說起來，他有許多年都不曾近距離接觸過皇帝了，他當時年少，救先帝救今上時，

今上還是太子呢。 

皇帝聲音平和，不知怎麼又想起舊事，對太子道：「恆兒，這位薛大人可是有大

本事，本領高強，救過先帝，也救過朕……」 

薛裕忙道：「那是臣分內之事，談不上救，臣的本事也不算高強。」 

紀恆卻道：「薛大人不必謙虛，父皇說的是，薛大人的確本領高強。」 

薛裕頭腦一熱，脫口而出，「我真不算，阿芸才是練武奇才……」話一出口，他

懊悔不已。 

然而皇帝已經笑吟吟地問：「哦，阿芸是誰？」 

 

 

與此同時，謝律得到一個消息，陳老先生仙逝了。 

謝律一躍而起，也不管傾盆大雨，直接衝進雨幕。 

陳老先生過世，那陳家兄弟就得丁憂回家，兒女的婚事也得先放一放。 

謝律對天發誓，他對陳老先生並無任何不敬之意，但是這一刻，他想的竟然是陳

老先生仙逝的可真是時候，陳家兄弟丁憂回老家三年，自然不能再提婚事，那這

三年之中，他完全可以讓阿芸和懷信訂親。 

至於和陳家的婚約，就看陳老二還能不能再生個女兒出來。謝律甚至暗想，以陳

老二的身子骨莫說生不出來，即便真生出來，養不養得大還兩說呢。 

嗯，他會遙祭陳老先生，願老先生一路走好。 

謝律冒雨去見薛氏，急急忙忙把這個消息告訴她。 

薛氏一愣，頗為訝然，「陳老先生？這麼突然？」不過想想他的年紀，似乎也不

算太突然。 

她歎息兩聲，想到接下來陳家會回到綏陽老家三年，確實鬆了口氣，只是，她猶

不放心，雖然能解眼前之急，但只要婚約未除，就是個隱憂，若阿芸和懷信真的

定了親，這麼一來，這婚約不就落到讓兒頭上了？ 

大約是猜出她的心思，謝律道：「不用擔心讓兒，陳老二都多大歲數了，哪還能

再有一個女兒？實在不行，將來就尋個機會把這婚約給解除了，權當是當時糊

塗……」 

薛氏忍不住一歎，暗怪丈夫當初沒事找事。她不想再繼續這個話題，隨口說道：

「也不知道阿芸在大哥那裡怎麼樣了？過兩天就把她接回來吧。」 

謝律點頭，「也是，謝家的姑娘哪有常住別人家的道理。」 

薛氏聽了這話覺得不對，嗔道：「說什麼？那是她親舅舅家，怎麼算是別人家？」 



麻煩事暫時解除，謝律笑道：「是是是，琬琬說的是……」 

第二十四章 皇帝賜貼身玉佩 

「啊？」薛裕愣了片刻。 

紀恆笑道：「薛大人，父皇問你呢，阿芸是誰？」 

薛裕只得道：「回皇上，阿芸是臣的外甥女。」 

皇上略一思忖，笑問：「朕記得，薛愛卿與元清是姻親？」元清是謝律的字，皇

上與其親近，常稱呼其表字。 

薛裕點頭，老實道：「是，臣的妹妹嫁給了薛家老四。」 

「元清的女兒？」皇帝訝然，「朕不知道元清的女兒竟有這等本事！」 

薛裕忙道：「皇上莫怪，那是臣的外甥女，所以臣……」 

言下之意是，他的誇讚也有不實之處。他還真怕皇帝突然來一句「那就請出來見

一見」，那就麻煩了，畢竟阿芸不曾面聖，若是失禮於今上，可就是大罪過了。 

然而紀恆卻一笑，說道：「謝姑娘的確很有本事。」 

皇帝更詫異了，看向兒子，「恆兒怎麼知道？恆兒認得這位謝姑娘？」 

「不瞞父皇，孩兒跟這位謝姑娘有過一面之緣。那次觀音誕，孩兒在觀音廟取廟

前神水，想給父皇增福添祿，正好遇見謝姑娘，當時她也要給謝夫人求水，還生

怕孩兒掉進井裡去，特意出聲提醒……」 

皇帝歎道：「親自給母親取神水，是個孝順的孩子，擔憂陌生人，出聲提醒，可

見心地善良。」 

紀恆笑道：「不只是孝順善良，如薛大人所說，她本事高強，只怕小南小北加起

來都不是她的對手。那日小南小北對她有些誤會，跟她動手，她輕輕鬆鬆就避開

了。」 

紀恆記得那日在端午時，她變幻莫測的速度，竟能搶在小南小北前頭抓住賊人，

絕對不只是薛裕說的「本事高強」這麼簡單而已，畢竟第一回見面，她可是用飛

的。 

但他不願把正月裡那次以及端午節那回的事情告訴父皇，他隱約覺得將這兩件事

說出來，會影響她在父皇心裡的形象。他很清楚父皇欣賞的女子，是溫婉貞靜、

孝順賢淑，而會深夜在半空飛行，或是穿著男裝出去看賽龍舟這樣的女子，父皇

未必會有多喜歡。 

不知道為什麼，他竟然希望謝姑娘能在父皇心裡留下一個好印象。 

果然，皇帝笑道：「如此說來，她還真是一個好姑娘。」 

薛裕聽了有點發懵，阿芸不是在端午節幫太子的嗎？觀音誕又是怎麼回事？不過

皇帝誇獎阿芸，他只能低頭謙虛兩句。 

老實說，作為苑馬寺卿，他見到皇帝的次數著實有限，也不大清楚該怎麼跟皇帝

打交道。 

皇帝已然生出興致，說道：「方才朕聽說，薛愛卿今日是教表小姐騎馬，才會特

意到這城郊的莊子上來。」 

「是。」 



「他們說的表小姐是不是就是那位謝姑娘？」皇帝問道。 

薛裕一怔，不敢欺瞞，只得道：「回皇上，是。」 

「今日能聚在此地也是有緣，既然如此，何不請出一見？」皇帝接下來的話，驚

得薛裕身子一顫。 

他脫口而出，「皇上，不大妥當吧？」 

他再糊塗，也知道阿芸是個姑娘家，姑娘家怎麼能隨隨便便見外男？親戚也就算

了，可眼前這兩個明顯不是啊！而且對方是皇帝，萬一心血來潮做了什麼決定，

可就遲了。此時的他萬分後悔剛才嘴快，幹麼把阿芸給說出來。 

紀恆亦道：「父皇，外面下著大雨，姑娘家身子嬌弱，不能淋雨。」 

皇帝點頭，「也是。」他又看看薛裕說道：「薛愛卿不必緊張，朕與元清自小相識，

有同窗之誼，可以說是情同手足，他的女兒跟朕的侄女也差不多，只怕比朕的親

侄女還要親一些……」頓了一頓，繼續說道：「伯父想見見侄女，用不著避嫌吧？」 

薛裕忙道：「臣惶恐。」心中不是不驚駭，他一直都知道皇帝重情，繼位之後對

妹夫極為重視，但是「情同手足」這四個字，分量也太重了些吧！不過轉念一想，

他救過先帝與今上，就能穩坐苑馬寺卿，那麼皇帝對謝律的態度，也就不足為奇

了。 

皇帝歎道：「說起來，朕只見過元清的長子，叫什麼來著？」 

「謝懷禮。」 

「對，謝懷禮，那個孩子一直長在京城，跟忱兒同齡，忠靖侯教的很好……」皇

帝想到了豫王紀忱，忽然話鋒一轉，「咦？雨停了？」 

雨確實是停了，夏天的雨來得快，去得也快。 

薛裕先前讓人去煮的一大鍋薑湯已經煮好，下人正端了過來，薛裕有點尷尬。 

皇帝卻笑道：「看不出來薛愛卿挺細心的。」 

薛裕撓了撓頭，「哪裡哪裡。」 

「也不急著走，薛愛卿就讓阿芸來見見伯伯吧。」皇帝說的隨意，一面說著，一

面解下了腰間佩戴的玉。 

薛裕不敢再推辭，待要親自去叫阿芸，卻聽皇帝道——  

「叫個下人去請就是，哪裡用得著薛愛卿專程跑一趟。」 

皇帝都這麼說了，薛裕只得繼續坐得筆直。他心想，沒有他的提醒，也不知阿芸

能不能猜出今上的身分。 

他只希望阿芸眼力好一點，一眼就能看出來皇帝的面容與太子有多相似。 

 

謝凌雲自舅舅離開後，一直盯著雨幕發呆，然而雨停了舅舅還沒回來。她正思忖

著要不要去看看舅舅怎麼了，卻見一個下人匆匆忙忙過來。 

「表小姐，那客人要見妳，老爺讓妳過去一趟。」 

「客人要見我？」謝凌雲呆了一呆，她心想，多半是避雨的客人中有女客，舅舅

想讓她去招待，這倒也不難，只是她瞧了瞧自己的衣服，有點發愁。 

今天是來學騎射的，她特意做了男子裝扮，方便是方便，可若穿成這樣去見女客，



那可真是不雅了，說不定還會嚇著人家姑娘。 

可她來的匆忙，也沒帶替換的衣裳，這莊子裡一時半會兒也沒有衣裳給她換。 

「表小姐。」下人催促。 

「呃？哦，知道了。」謝凌雲忙道。罷了，到時候跟人解釋一下就是了，只要說

清楚，對方就會理解了。 

路不大好走，然而謝凌雲依然走得不慢，若不是身邊跟著下人，她可以不走地面，

因為她不想乾淨的靴子沾染上泥漬。 

待看到正廳外杵著兩個人，謝凌雲愣了一愣。看他們的衣飾打扮以及手中佩劍，

她能猜出來他們不是普通人。 

只是他們身上雖有寒氣，卻無內力，她心裡暗覺遺憾。 

人還未走到正廳，她就聽到一個聲音說道：「是阿芸來了？」 

她想，這個「阿芸」肯定指的是她了，但是這聲音卻是她從未聽過的。 

她沒有應答，在外面蹭掉了靴子上的泥，才走了進去。 

見舅舅坐得極為莊重，跟他平時的閒散模樣完全不同，而且他的目光自她進來後

就沒離開過她，一個勁兒地給她使眼色。 

謝凌雲感到納悶，看向上座的人。 

一看她就明白了，這是貴客，舅舅要她規矩一些。 

太子紀恆她是記得的，他旁邊那個與他模樣相仿卻比他老相的人，看年紀，應該

是紀恆他爹。 

紀恆是太子，紀恆他爹……皇帝？皇帝！ 

謝凌雲倏的睜大眼睛，皇帝！她下意識看向舅舅，突然讀懂了舅舅眼中的深意。 

這不是來陪女客，這分明是來面聖的啊！謝凌雲有點激動，原來皇上長這樣！她

還以為皇帝就像師兄說的那樣，穿金戴銀，十分富態，沒想到皇帝這麼清瘦！ 

她腦海裡瞬間轉過萬千念頭，但是身體卻毫不含糊，甯夫子教導過的規矩她一點

都沒忘，上前施禮，動作極為規範。 

她剛行禮，皇帝便道：「免了吧！」 

謝凌雲只作沒聽見他的話，動作結束後，才直起身。 

紀恆看著她，覺得甚是有趣。謝姑娘仍是一身男裝，不過這回沒塗黑臉，一張小

臉白白淨淨，如上好的玉。隨著她的進來，正廳似乎都變得明亮起來。他心想，

她倒也狠得下心來，這麼好看的一張臉，竟搗鼓成那個樣子。 

她自進正廳來就沒說一句話，倒是臉上的表情變了幾變。 

他故意說道：「謝姑娘，這是我父親。」 

謝凌雲呆了一呆，只得道：「皇上。」她看出來了啊！ 

她那一瞬間的恍惚逗樂了皇帝，笑道：「妳叫阿芸？」 

謝凌雲點一點頭，「回皇上，是的。」 

「妳今年多大了？」皇帝的口吻很是和藹，彷彿一個可親的長輩。 

「回皇上，今年十三歲。」她心想，真奇怪，皇帝不都是日理萬機的真龍天子，

怎麼皇帝問的問題跟一些親戚長輩也差不多？她在皇帝面前要自稱什麼？民



女？臣女？要不，就省略了吧，皇帝這麼忙，肯定不會問她太久。 

「哦，十三歲啊……」皇帝略一沉吟，說道：「也就是說，妳母親去綏陽的第二

年就生下了妳。」 

「是的……回皇上，是的。」謝凌雲話剛說完，就聽到紀恆發出一聲輕笑。她很

納悶，這有什麼好笑的？她本來就是在阿娘去綏陽的第二年出生的啊。 

她下意識看向紀恆，卻又見他收斂了笑意，面上一派正經之色。 

皇帝笑道：「阿芸，妳不必緊張，只把朕當做是妳伯父便好。妳先坐下。」 

謝凌雲沒法把皇帝當成伯父，事實上，除了她剛回京城時的第一回見面，她的兩

個伯父都沒跟她說過話。當然，她那早夭的三伯不算。 

不過，謝凌雲還是聽話坐了。她有意學著舅舅的坐姿，脊背挺得很直。 

皇帝仍在發問：「阿芸許親了沒有？」 

「咳，咳咳……」 

謝凌雲詫異地看了一眼正以拳掩唇輕聲咳嗽的紀恆，想了一想，答道：「不知道。」 

「不知道？」 

這一回答不僅紀恆吃驚，皇帝也愣了愣。「有沒有許親妳不知道？」 

薛裕聽著不像話，低聲呵斥外甥女，「阿芸！」 

謝凌雲回道：「爹爹和阿娘沒有告訴我……」她暗自思忖，姊姊說她可能要嫁到

陳家，可是爹爹和阿娘並沒有明確告訴她，她也不知道是讓她嫁到陳家，還是她

多一個姓陳的嫂嫂。 

皇帝一怔，繼而失笑，「那就是沒有了，阿芸妳……」 

紀恆忽然開口道：「父皇，不是說謝姑娘本事高強嗎？」 

「哦！」皇帝醒悟，「朕倒忘了此事，其實朕很好奇，阿芸，妳為什麼要穿成這

個樣子？」 

這小姑娘才十三歲，穿上男裝，神情坦蕩，動作大方，倒真有些瀟灑之態。他剛

看到時，沒察覺到彆扭，竟也忘了詢問，此刻忽然想到此事，便問了出來，他尋

思著莫非自他繼位後，又興起男裝風？ 

前朝有個皇帝喜好看宮人穿男裝，上行下效，一時之間，全國上下的女子都以穿

男裝為榮。他似乎沒這個嗜好吧？ 

「哦，這個啊……」她心中一凜，正色道：「回皇上，今天舅舅教我騎射，穿裙

子不方便。」 

皇帝莞爾，不是因為她給的緣由，而是因為這個小姑娘回他話時，會有意加一個

「回皇上」，但很明顯，她自己有時會忘了，等回想起時再匆忙補上，引人發笑。 

還是個孩子，比恆兒還小了兩歲。 

薛裕亦道：「皇上，是臣叫她穿男裝，男裝方便。」 

皇帝擺了擺手，他並不想深究這個問題，而是換到了他最想知道的事情上，「朕

聽妳舅舅說，妳本事高強？」 

謝凌雲心裡打了個突，下意識看向舅舅，口中卻道：「舅舅說的？」 

薛裕站起身來，說道：「皇上，阿芸年紀小，雖然於學武頗有天賦，但畢竟習武



的時日尚短，那句本事高強，是臣誇大了……」 

皇帝擺手令薛裕坐下，沒有理會他的話，而是溫聲問謝凌雲，「阿芸，妳真會武？」 

謝凌雲想了一想，點頭，「會一點。」 

「哦？那妳都會什麼？」皇帝繼續問道。 

謝凌雲生生嚥下已經到嘴邊的「胸口碎大石」，小聲道：「回皇上，是跟著舅舅學

的，能爬牆、能上樹、能打拳、能舞劍……」 

再多的，也不能說了，舅舅沒教，說出來惹人懷疑。 

只是不知道她說錯了什麼，太子紀恆竟又在發笑，他以為他聲音低些她就聽不到

嗎？ 

她忍不住瞧了他一眼，卻正好撞上他的眼神，似是沒想到她會看過來，他愣了一

愣，衝著她一笑。 

謝凌雲皺了皺眉，移開了目光。笑什麼笑？ 

皇帝驚歎道：「妳竟然會這麼多！」 

謝凌雲不說話了。這算多嗎？舅舅只教了她這些啊。 

「據朕所知，妳去年才回京，是不是？」 

謝凌雲點頭，「是……回皇上，是的。」 

「去年回京，距今不到一載，竟然學會了這麼多，怪不得薛愛卿誇妳有天賦。」

皇帝說道，「來，阿芸，上前來！」 

謝凌雲心情激盪，皇上這是要她演練武藝嗎？她記得師兄曾說過，有個江湖中

人，奉皇命演練武藝，皇上看了歡喜，他就成了四品侍衛。 

但是她是個姑娘，要是演練武藝，皇帝肯定不會給她官兒做的，當然她也不想當

官。不過，會不會因此覺得她堪重用，或者讓她做一些事呢？ 

她正胡思亂想，卻聽皇帝道——  

「阿芸，朕第一回見妳甚是匆忙，什麼都沒準備，這塊玉佩就當做是見面禮，誰

要是欺負妳，可以拿著這玉佩揍他。」 

皇帝這話玩笑的意味很重，老實說，皇帝並不是真的相信年紀輕輕的謝芸能比薛

裕還厲害，薛裕的本事他是見識過的，他認為是薛裕誇大其詞，可能外甥女確實

會些武藝，但是不到一年的時間，頂多也就是學個花架子，尤其見到謝芸本人後，

他對這一點更是深信不疑。她分明是個小姑娘，哪裡就是個武功高強的高手了？ 

至於揍人，大家姑娘，哪可能去揍人？他不過是逗她一笑罷了。 

看著遞到面前的玉佩，謝凌雲微愣，下意識望向舅舅，見舅舅暗暗點頭，她才恭

恭敬敬用雙手接過玉佩。這玉佩觸手溫潤細膩，質地極佳，謝凌雲心想，皇帝真

大方。 

想到皇帝之前說的話，她猶豫了一下，問道：「多謝皇上。誰都可以揍嗎？」 

皇帝愣了愣，一時沒明白她說的是什麼，少頃才笑道：「當然可以。朕是皇帝，

金口玉言，朕的話就是聖旨，朕都說了，誰會攔妳？怎麼？妳想上打君，下打臣？」 

「啊？這……也可以？」謝凌雲上輩子聽人說起過大興的開國皇帝曾贈人一柄寶

劍，允許他上打昏君，下打奸臣，可那是因為那人立下了不二功勳。皇上不會這



麼隨便給人特權吧？她什麼都沒做啊！ 

皇帝終是忍不住哈哈大笑，「真是個有趣的小姑娘！元清老實木訥，他夫人也溫

婉貞靜，沒想到他們女兒卻是個膽大敢想的……」 

謝凌雲一聽這話就知道自己想多了，她臉頰飛紅，手持著玉佩，不知道該如何是

好。 

薛裕正要上前求情，然而皇帝的聲音已經響起——  

「放心，無論是誰，只要是欺負妳，妳都能打他。不用怕，有朕給妳做主。」他

這話一出口，果見謝芸臉上的紅暈褪去，露出既驚訝又感激的神色來。 

這個小姑娘把心裡的想法全寫在臉上，跟她爹可不大像，不過倒挺有意思的。瞧

她身形纖瘦，恐怕跟人吵架都不會，更不要說是與人動手了，一聽他說「上打君

下打臣」，她不但神色變了，連聲音都顫了，想來薛愛卿這句「本事高強」誇大

了不少。 

思及此，皇帝別有深意的看了薛裕一眼，當然他倒不會因此而怪罪薛裕，自家的

孩子總歸是好的。 

雨停了，想見的人也見了，皇帝公務繁忙，不便在外久待，欲起身離去。臨行前，

他還對謝凌雲道：「阿芸若是得閒，可以到宮裡玩玩。朕有個小公主，想必跟妳

很合得來。」 

謝凌雲點頭稱是，恭送皇上。 

本該隨著皇帝離開的太子紀恆，在經過謝凌雲身側時帶著莫名的笑意，輕聲說

道：「阿芸，我皇妹，今年只有八歲。」 

「嗄？」謝凌雲微怔之際，紀恆已經走遠了。 

小公主才八歲？皇帝竟然說小公主會跟她合得來？這絕對不是誇她吧。她思索著

皇帝最後一句話的深意，竟忽略了紀恆對她的稱呼。 

跟她相熟的人都管她叫阿芸，以至於她根本沒聽出紀恆對她稱呼的變化。 

皇帝一行人走後，薛裕拭去額上的汗，長長舒了口氣，不禁後怕。他也奇怪，明

明他年輕時無所畏懼，怎麼上了年紀反倒畏首畏尾？還不如阿芸在皇帝面前大方

坦蕩。 

「舅舅，咱們回去嗎？」謝凌雲回過神來問道。 

薛裕點頭，「嗯，回去。」 

他讓人準備的薑湯並沒有用上，這也不奇怪，皇帝在宮外，於飲食上自然會更加

注意，而且薑湯的味道，老實說，並不是所有人都喜歡。 

薛裕今日也沒了教外甥女騎射的心情，他看了看皇帝贈的玉，暗暗驚訝，他記得

皇帝屬虎，這玉佩上有天然形成的虎紋，可能是皇帝時常佩戴的，竟然就這樣隨

手送給阿芸？ 

他也不知道是該感歎皇帝重視謝律，還是感歎阿芸運氣好。 

謝凌雲也在奇怪，「舅舅，皇帝為什麼送我這個？他見誰都送見面禮嗎？」她心

想，也有可能是皇帝錢多大方。 

薛裕答道：「據皇上所說，是因為他和妳爹自小一塊兒讀書，情同手足，妳就像



他親侄女一樣，所以見見妳，給妳個見面禮。哦，還有一點，他聽說妳會武藝才

要見妳，我本來以為他會要妳表現一下武藝的。」 

「舅舅，我也以為他會要我展現武藝……」謝凌雲晃了晃手裡的玉佩，「不過，

他真的挺大方的，竟然說我誰都能揍，舅舅，他說話算話吧？」 

薛裕瞧了她一眼，說道：「妳說呢？那是皇上，金口玉言，皇上的話怎會不作數？

阿芸，妳是撿了寶了，不管能不能揍人，這都是一道護身符，看得出來皇上是真

的挺待見你們家。」 

兩人略歇了一會兒，便踏上歸程。 

今日在莊子上見到皇帝之事，兩人都很有默契地不與旁人提起。 

謝凌雲沒有戴玉佩的習慣，她將這玉佩收了起來，小心放好，畢竟這東西貴重，

以後說不定會有大用途。不過用玉佩去揍人？怎麼揍比較好呢？總不能直接往臉

上摔吧？ 

謝凌雲有些苦惱，她還沒試過拿玉佩打人，皇帝提議的打法有那麼一點點難度，

要是改送她一把劍或是一根棍子，就更好了。 

 

 

原本按薛裕的計畫，他打算第二天繼續教外甥女騎馬。然而第二日早上，謝家就

派人來接謝凌雲。 

薛裕沒法子，只得讓外甥女先行回家。他心想，反正阿芸騎射也都學得差不多了，

不差那麼一天。 

謝凌雲便帶著玉佩回家了。 

回到謝家後，謝凌雲略做休息，換了衣衫，便去向爹爹阿娘請安。 

一見到她，爹爹就告訴了她陳家老先生仙逝一事。爹爹的神情頗為怪異，悲痛有

之，慶幸亦有之……慶幸？ 

她想了一會兒，輕聲道：「那陳大人不是要回綏陽？」她還記得，當初陳老先生

是以老邁為由，留在綏陽。 

謝律歎道：「是啊，他們兄弟都是要回去奔喪的，丁憂三年，唉！他們家幾個孩

子的婚事可就要耽誤了……」 

謝凌雲猛然明白過來，為何父親告訴自己這件事，因為跟她有關！她點一點頭，

「確實如此。」 

她見過陳家那幾個兒郎，那時她十歲，他們最大的十五、六，最小的十二、三，

如今她十三歲，他們的歲數自然也是都增長了，若再等三年，那可真是不小了。

這裡的人成親都早，跟她上輩子不大一樣。 

謝律心情不錯，問起女兒在薛家如何。 

「在舅舅家很好，舅舅還教我練武，教我騎馬射箭……」 

「他教妳這些幹什麼？」謝律夫婦齊聲問道。 

謝凌雲分別看了他們一眼，輕聲道：「舅舅說我是學武奇才，他在我面前練了一

遍，我就學會了。」 



「哥哥真是的，妳是一個姑娘家，他竟教妳這些。」薛氏沒好氣道，「阿芸也真

是的，不是說要妳多跟著舅母，不要跟著舅舅胡鬧嗎？妳又貪玩了是不是？」 

謝凌雲一臉無辜的眨了眨眼，說道：「我也沒貪玩，昨天舅舅教我騎馬，下雨了，

就遇見了避雨的皇上……」 

「什麼？！妳見了誰？」 

謝凌雲道：「皇上啊，皇上聽舅舅說我會武功，就讓我去拜見他，就在舅舅家的

莊子上，像馬場的那個大莊子……」 

謝律對這些細節不感興趣，他驚訝的是女兒竟然見到了皇上！他急急問道：「皇

上見妳，都說了什麼？」皇帝今日還見了他，並未提到這些啊，他們只說了陳老

先生過世一事。 

「也沒說什麼，就問我是不是叫阿芸、多大了、許親了沒有……」謝凌雲細細回

憶她跟皇帝的對話。 

謝律精神一震，喜上眉梢，「皇上真這麼問？妳是怎麼回答的？」他心想，這架

勢，很有可能是在相看兒媳婦啊！ 

謝凌雲不明白爹爹為何這麼激動，說道：「我就照實回答，我叫阿芸，十三歲，

我、我也不知道我有沒有許親。是了，皇上還送我一塊玉佩，說如果別人欺負我，

我可以拿玉佩打人，皇上說他金口玉言，沒人會攔我！」 

她有意略去了男裝那一段，她隱約能感覺到爹爹和阿娘不會高興她在皇帝面前穿

的是男裝。 

謝律本來跺腳，待聽女兒說到最後，又添了幾分喜意。看來皇上很喜歡阿芸，也

是，他女兒本來就很好。等從女兒那裡知道皇帝所贈的玉佩的樣子，他更是驚喜，

這可是皇上喜愛之物，竟給了女兒。 

良久，謝律才揮了揮手，教女兒自去休息。之後，他與妻子商量，「阿芸的親事，

先緩一緩吧。」 

薛氏無奈道：「不是剛才說趕緊訂下嗎？以免多生事端。」先前一個陳家教他們

措手不及，若不是陳老先生突然故去，還不知怎麼收場。 

「欸，話不是這樣說的。」謝律道，「妳沒聽阿芸說嗎？皇上還問她有沒有許親，

說不準，皇上還真對她的親事有安排。」 

薛氏聞言哭笑不得，「那不過是客套話。」長輩問小輩，問的最多的不就是多大

了、許親了沒有，這怎麼就能說皇上對阿芸的親事有安排了？ 

謝律卻擺了擺手，不贊同妻子的說法。皇上不但問了她的親事，還把玉佩都送給

她，顯然是很喜歡她的，那麼還有什麼是不可能的？他越想越高興，不忘叮囑妻

子，「先把懷信的親事給定了，他也老大不小了，妳看著定就成。」 

薛氏遲疑了一下，點了點頭。 

謝律看到妻子面上的遲疑之色，心裡一軟，說道：「妳不用擔心，看著定就行，

老太太那裡不用多想。」 

「嗯。」 

 



薛氏很快選了幾戶人家，把具體情況告訴了謝律。 

謝律大致看了一下，說道：「就金家的姑娘吧。」 

「金家的姑娘是庶出……」薛氏輕聲提醒，她以為以丈夫對謝懷信的寵愛，他會

想給兒子選個四角俱全，哪兒都挑不出錯的姑娘。 

謝律不以為意，「那有什麼？懷信的媳婦兒又不管家，只要能顧著他們自己就行。」

比起嫡庶，他更看重的是姑娘的父親。 

他很看好金大人的潛力。 

「妳見過那個金姑娘沒？相貌怎樣？」謝律尋思著，懷信的妻子，出身不大好也

就罷了，相貌總要拿得出手。 

薛氏笑道：「相貌極好，是個有福氣的。」 

「嗯，那就成。」謝律接道，「等萱兒的事了了，就給他的親事也定下，十七了，

不小了。」 

薛氏點頭，又與丈夫說起謝萱的成親事宜，謝萱的嫁妝是公中出的，老太太衛氏

原說要私下給謝萱添點妝奩，近來卻不大再提及此事了。薛氏猜測，或許是謝萱

那次尋死惹怒了老太太。 

謝律心不在焉聽著，老實說，謝萱的親事，現在只讓他感到疲憊。萱兒當初鬧那

麼一遭，直到現在他都擔心會不會再出意外，他就盼著她早些安安穩穩上花轎，

可千萬別再弄出什麼事來。 

這孩子，明明小時候聰明早慧，怎麼越大反而越活回去，讓人擔心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