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十章 冷血無情的父親 

薛小玉被堵住嘴，五花大綁的由陳娘子拎了下去。 

簡凝和裴瑾一道跟在其後，到了樓下上馬車前，簡凝鄭重的對裴瑾道：「小舅舅，謝謝您。今

日我心情不好，之前多有冒犯之處，還請您別見怪。」 

裴瑾伸手摸了下她的頭，語氣溫柔道：「跟我不用這麼客氣，上車吧，回去處理好了事，給我

送個信。」 

太親密了。這麼大庭廣眾之下，她都已經是適婚年紀了。 

簡凝心裡的不自然快速閃過，顧不上多說，轉身上了車。 

她和青黛、陳娘子一道，沉默的看著縮在馬車角落哭了一路的薛小玉，到了安平大長公主府

後便急急進了府，因此並未發現裴瑾的馬車一路跟隨。她進了府，他的馬車便停在門口不遠

處。 

安平大長公主帶著簡成佳和簡冰剛剛用過晚飯，瞧了瞧外面已經黑了的天，有些擔憂的皺了

皺眉，「也不知阿凝這又是去哪兒了，也不說一聲，真是叫人擔心。」 

吳嬤嬤笑道：「郡主定是有事，她懂事著呢，您甭擔心。」 

安平大長公主一想倒也是，抿嘴輕輕笑了下。 

「大姊？」簡冰先發現了簡凝，又見陳娘子手裡提著個女人，她的語氣不免就有些驚訝。 

安平大長公主和吳嬤嬤一道看過去，雙雙變了臉色。 

簡凝帶著幾人進了屋，吩咐道：「都下去！吳嬤嬤、青黛，妳們守著門，不許人靠近。只回頭

簡松臨來了，單獨放他一個進來便是。」 

安平大長公主聽簡凝居然直呼簡松臨的大名，面色頓時凝重起來，「阿凝，怎麼了？」她又看

了眼地上的薛小玉，「這人是誰，出什麼事了？」 

屋中下人退下，吳嬤嬤和青黛去守了門，簡凝看了眼簡成佳和簡冰，決定還是留下他們。他

們身為子女，也有權知道真相，知道簡松臨是什麼樣的人，尤其是簡成佳，免得日後不知真

相怪罪娘。 

「娘。」簡凝先叫了安平大長公主一聲，「這女人叫薛小玉，是簡松臨養在外面至少十五年的

外室，為什麼說是十五年，因為她給簡松臨生有兩個孩子，女兒今年十四，和我同歲。而兒

子，和簡成佳、簡冰一樣大。」 

簡成佳和簡冰都還小，聽了這話有些雲裡霧裡，只是看著簡凝的臉色，又扭頭看看安平大長

公主一瞬間徹底大變的臉色，兩人都意識到這不是好事。 

兩人是雙生子，因著害怕便湊到了一起，緊緊拉起小手。 

簡凝上前一步，看著一瞬間像是傻了的安平大長公主，熱淚滾滾而出。她張口，聲音澀然，「娘。」 

這種事，話語安慰都是多餘，簡凝只能握住安平大長公主的手，很用力的給她力量。 

安平大長公主其實只愣了一瞬，她很快就回了神，吩咐陳娘子道：「把人鬆開，這樣綁著像什

麼樣？」 



陳娘子有些意外，但還是老實的鬆開薛小玉。 

得了自由，薛小玉並不敢起來，她沒想到一個簡凝奇怪就算了，安平大長公主也這麼奇怪。

但她是平民女子，安平大長公主卻是高高在上的皇親國戚，因此她不敢說話，仍立刻跪下了。 

安平大長公主聲音淡淡的，「妳叫薛小玉？」 

薛小玉道：「回大長公主話，是。」 

安平大長公主繼續問：「阿凝方才說的是真的嗎？妳是簡松臨的外室，還給他生了一兒一女？」

她說著轉頭看向簡凝，「那兩個孩子呢？」 

旁人只看到安平大長公主無比淡定，可簡凝卻知道她並不像表現出來這般冷靜，甚至現在心

裡十分亂，若不是緊緊抓著自己的手，興許她會整個人發抖。 

簡凝心疼不已，卻只能暫時騙她，「那兩個孩子被我關起來了，以防薛小玉和簡松臨說假話。」 

安平大長公主信了，再次看向薛小玉。 

薛小玉收到簡凝的威脅，自不敢再說其他的，只膽怯的道：「是，民婦自五歲起便住進了成國

公府，十四歲的時候跟了三哥，後來三哥娶妻，民婦便離開了成國公府。只……」她想撒謊，

但迎著簡凝冷冰冰的目光，又放棄了，「只後來和三哥又遇見了，民婦一個人孤苦無依，只能

又跟了三哥。」 

安平大長公主道：「妳跟了他多少年？」 

薛小玉道：「快十五年。」她並未撒謊，當年離開成國公府後，不到一年她又再次遇到了簡松

臨，兩人郎有情妾有意，又在一起了。 

安平大長公主問：「兩個孩子都多大了？」 

薛小玉有些慌亂，頓了下才回答，「大的十四，小的……」 

「大長公主，駙馬回來了。」吳嬤嬤的聲音突然響起來。 

安平大長公主的平靜終是維持不住，薛小玉居然真的跟了簡松臨十五年，生的孩子更是和阿

凝一樣大！也就是說，自她嫁給簡松臨，從一開始，簡松臨就已經有了二心！ 

或者應該說，從一開始，簡松臨就對她無心！ 

她死死攥著簡凝的手，已經瀕臨崩潰邊緣的她並未發覺自己的力氣有多大。 

而簡凝因為心疼她卻又幫不了她，反倒覺得有這疼更好，起碼她可以幫娘分擔一些。 

「讓他進來！」安平大長公主咬著牙，幾乎怒吼。 

簡松臨推開門，急匆匆進了屋，等看到跪在地上的薛小玉後，整個人呆住，但他很快就反應

過來，疾步走到安平大長公主跟前，急急道：「蘊儀，妳聽我解釋、妳聽我……」 

安平大長公主並沒有打斷他，就那麼憤恨的看著他，可是這樣的目光，卻讓他一句解釋的話

也說不出來了。 

他說不出話，安平大長公主卻能。她撐著站起來，鬆開簡凝，走到簡松臨的正對面，抬起手，

狠狠一巴掌打在簡松臨臉上。 

「啪」的一聲響，簡松臨臉上頓時以肉眼可見的速度紅了，可他卻一聲也不敢出。 



倒是薛小玉被嚇到一般，驚叫了一聲。 

安平大長公主眼睛赤紅，若是眼睛能化為刀，她應該已經將簡松臨千刀萬剮了。她呵呵笑了

一聲，可與其說是笑，不如說是哭，「簡松臨，這女人說，她跟了你十五年，給你生了兩個孩

子。大的那個女兒，和咱們的阿凝同歲，是嗎？」 

薛小玉在這裡，那明珠和貴哥兒怕是也被抓來了，簡松臨明白，安平大長公主這是已經全部

知道了。 

他辯無可辯，很快做了決定，朝安平大長公主跪下，「蘊儀，對不起。當年……一開始是我一

時糊塗，可後來、後來小玉一個女人孤苦無依，我不能不管她；再之後有了孩子，我也不能

不管孩子，但妳是知道的，我一有時間就在家陪妳，很少出去。說她跟了我十五年，實際上

我也只是給錢養她，對她一點感情也沒有，蘊儀，我喜歡的人是妳，一直是妳。」 

虛偽！這世上怎麼會有這麼虛偽、這麼噁心的男人，偏偏還是她爹！ 

簡凝怕安平大長公主被哄了，忙看過去，卻見安平大長公主依然是比哭還難看的笑。 

她道：「哦，一開始是一時糊塗，所以生了一個孩子。那另一個呢，是她跟別的男人生的，你

也幫著養嗎？」 

簡松臨被堵得啞口無言。 

薛小玉眼淚直流，雖然知道她開口把一切事情攬在自己身上也許能幫了簡松臨，能救下她的

一雙兒女，可還是那句話，沒人想死。薛小玉苦熬十五年，為的是有朝一日正大光明出現、

風風光光進簡家，而不是什麼都還沒得到就死。 

安平大長公主並不是太在乎薛小玉，但是見簡松臨在這虛偽的一番話結束後就什麼也說不出

了，先前涼透的心此刻更是徹底死了。 

她重新回到椅子上坐下，沉聲叫了吳嬤嬤進來，吩咐道：「吳嬤嬤，妳去叫林賀過來。」 

林賀是大長公主府侍衛統領，但他還是曾經喜歡過安平大長公主的男人，如今雖已接近而立

之年，卻依然獨身一人，不肯娶妻。 

安平大長公主往日一直避著他，甚至連話都不和他說，此刻卻偏偏叫他來，簡松臨頓時就急

道：「蘊儀，妳找他幹什麼？」 

安平大長公主終於笑得不像哭了，她笑得惡狠狠、陰惻惻的，十分嚇人，「叫他來幫忙，割掉

一個不配叫本宮名字的男人的舌頭；叫他來幫忙，殺一個對本宮負心薄情的男人；當然，還

有一個搶本宮男人的女人。」 

簡松臨嚇得失態尖叫，「齊蘊儀！」 

薛小玉卻是動作飛快，一下子躥上前抱住簡松臨的手臂，「三哥，三哥救我，我不想死！」 

安平大長公主冷眼看著，冷冷的面色，讓人知道她主意已定。 

吳嬤嬤應聲，轉身快步離開。 

簡松臨終於繃不住，連甩兩下沒甩開薛小玉，只好拖著薛小玉起身向前，「蘊儀，妳這是幹什

麼，有什麼事咱們私下說了就是，妳叫外人過來，這事兒若是傳出去……」 



安平大長公主這幾年對簡松臨的確不如從前，甚至可以說，簡松臨在簡凝的事上、在兩人的

相處上，日積月累的早已讓她心裡的愛消磨得所剩無幾了。 

若不是他後來縮著尾巴行事、若不是三個孩子需要爹，她自己也不願丟人，她早就不允許這

般拖延下去了。 

可說句真心話，從前，她是很愛這個男人的。 

在認識他、決定要嫁給他，以及嫁給他的前些年，她滿心滿眼都是這個男人，即便後來生了

女兒，可女兒一年有大半年都在宮中，大長公主府就他們夫妻朝夕相對，簡松臨又曲意逢迎、

溫柔小意，她的眼睛早被他的柔情蒙蔽了，又豈會知道，原來一切的一切，都是笑話！ 

原來這個男人，他從始至終，對她沒有一點真心！ 

安平大長公主一直強撐著沒哭，一直強忍著不曾失態，她不願在薛小玉面前露出醜態，不願

讓簡松臨知道她會因他這麼痛苦。 

可她沒想到，簡松臨直到此刻也沒有悔意，甚至他連害怕，都是怕她真的叫林賀做什麼、怕

這事兒傳出去，對他不利。 

她真是眼瞎，居然會喜歡上這麼個男人。 

她厭惡的看著離她只有半步之遙的簡松臨，以及緊扒著簡松臨手臂不放的薛小玉，吩咐陳娘

子道：「將這對噁心的賤人拖得離本宮遠一點！」 

陳娘子等不及應聲，抬腳就踹向了簡松臨。 

簡松臨再是身體健壯有武功底子，可多年不練，也就只能對付普通女人，像陳娘子這樣的，

一腳出去，他也僅比薛小玉好點兒，雖然因著體重不輕，被踹得飛不高，卻依然狠狠摔在了

地上。 

他被摔得齜牙咧嘴，渾身好似散了架。 

薛小玉同樣被甩出去，竟一頭撞在了一側石柱上。 

簡成佳突然「哇」的一嗓子哭了出聲。 

林賀腳步很快，隨著這哭聲推開門，大步進了屋。他生得高大，膚色黝黑，一雙眼睛明亮卻

帶有厲色，進門掃了一圈，在看到簡松臨的時候略停一瞬，便快步上前對著安平大長公主單

膝下跪，「大長公主，您找卑職？」 

安平大長公主輕點頭，側首吩咐簡凝，「帶弟弟妹妹先下去。」 

簡松臨做的噁心事兒兒女皆已知曉，接下來的事便不適合他們再看了。她齊蘊儀的確曾經瞎

了眼喜歡上簡松臨這樣的男人，可如今既然知曉真相，她便不可能輕輕揭過不管，簡松臨膽

敢背叛她，就要承擔起後果！ 

簡凝因有前世的記憶，自是不敢此刻離開。雖然不知道這輩子娘會不會再次殺了簡松臨，但

一來她此刻不理智需要人陪；二來簡松臨不能殺，簡松臨若是活著，成國公府闔府上下都愧

對娘，若是死了，闔府上下怕是都要記恨娘。若是娘被記恨上，齊鈺那邊一旦有個萬一，娘

和弟弟妹妹都將陷入危險。 



簡凝不敢冒這個險，而且死未免太便宜簡松臨了，他有那樣的癡心妄想，唯有活著，讓他永

遠也得不到想得到的，才更痛苦！ 

吳嬤嬤拉了簡冰，簡凝抱起簡成佳，把兩個小的送出門，簡凝顧不上安慰悽惶害怕的弟弟妹

妹，急著又回了屋。 

安平大長公主不想在簡凝面前對付簡松臨，「阿凝，妳先……」 

簡凝上前握住她手，「娘，我已經長大了，讓我陪著您。」 

安平大長公主的手很冰涼，可是當握住女兒軟綿的小手時，卻突然覺得像是被注入了溫度，

她一下子就不冷了，點點頭，但一掃眼卻赫然發現簡凝的手青青紫紫，像是被人不客氣的用

力抓過，好像是她方才…… 

「娘，先處理事情。」簡凝沒發現她的目光。 

安平大長公主心裡又酸又暖，輕輕反握住簡凝的手，「嗯。」 

「大長公主，發生什麼事了？」林賀已經直起身，目光落在簡松臨身上，雖面色無異常，可

一雙手卻緊緊攥成了拳。 

林賀是大長公主府的侍衛統領，可安平大長公主連出門都少，與這侍衛統領一年也頂多見兩

回。因比安平大長公主小了三歲的林賀年少時就傾慕安平大長公主，後來又求得旨意一直留

在她身邊，所以這些年他越是不肯成親，安平大長公主越是覺得對他不住。 

上回從睿王府見過齊鈺回來，安平大長公主本是想找他問他齊鈺的事兒她該準備些什麼，可

後來到底忍住沒能問出口。不想才不過幾日，她倒是因為處理簡松臨，把他招了來。 

沒辦法，她可以不管簡松臨的名聲，卻不能不管三個兒女的，叫旁人她不放心，唯獨林賀，

她知他絕不會說出去。 

安平大長公主也顧不得去想丟不丟人了，這事兒需要林賀辦，這人她早晚得丟的。因此她便

直言道：「簡松臨早在與我成親之前就與這薛姓女子相識，與我成親後更背著我置她為外室，

如今已經生下一兒一女，女兒與阿凝同歲。我叫你來是……」 

「什麼？！」不待她說完，林賀已經驚得喊出了聲。他也不等安平大長公主回答，轉身大步

走到簡松臨跟前，一把攥住簡松臨的衣襟，把人提了起來，「你置外室，還生了和郡主一樣年

紀的女兒？」 

林賀雖比簡松臨小，但皆出身世家，少年時林賀因出色容貌和文武雙全名聲極盛，簡松臨卻

一向看不起他，覺得林賀是沽名釣譽之徒。及後知曉林賀喜歡安平大長公主，可安平大長公

主卻下嫁於他，而林賀居然不思進取，腆著臉待在大長公主府這麼多年，簡松臨對他是又厭

惡又自得。 

卻沒想到風水輪流轉，一向要低頭喊他駙馬爺的林賀，居然有一日這般不敬，攥住他的衣領

就把他提了起來！ 

「放肆！」他顧不得被陳娘子摔疼的身體，氣急敗壞的張牙舞爪，「林賀你好大的膽子，快放

開我！」隻字不提他有沒有做過。 



可安平大長公主又如何會拿這種事兒開玩笑？ 

林賀已經氣昏了頭，根本忘記問安平大長公主打算如何了，他一手緊攥簡松臨衣襟，一手握

成拳，不客氣的砸在了簡松臨的嘴邊、顴骨、眼眶…… 

男人氣極了，眼睛赤紅，力氣極大。 

只有薛小玉最先尖叫一聲，接著就是簡松臨的呼痛，慢慢到痛都呼不出來。 

安平大長公主眼眶一濕，見林賀始終沒有停下的意思，才開口叫住了他，「林賀，住手！」 

林賀的拳頭已經高高抬起打了出去，可安平大長公主聲音一出，他在半空中硬生生拐了個彎，

砸向了虛空中。 

簡凝的目光已經在林賀身上移不開了，她如何能看不出這其中的深意？這位她從未關注過的

林統領，似乎……喜歡她娘。 

林賀鬆手，簡松臨像一灘爛泥般軟成一團躺在了地上，林賀沒管他，回身拱手行禮，「大長公

主，您有何吩咐？」 

安平大長公主已經收斂情緒，道：「不用再打了，敲斷他的腿，打斷他的手，將人關起來便是。

至於……」她看向薛小玉，「至於這女人，找個遠遠的地方賣了，她的一雙兒女，阿凝已叫人

看了起來，一會你去把人抓了直接送去成國公府，將事情說明，人便由那邊處置。」 

林賀知道，安平大長公主這是為了孩子，打算按下這個事，而這似乎已經是最好的處置辦法

了。只是安平大長公主曾那般喜歡簡松臨，如今卻狠下這樣的心，她能受得了嗎？ 

林賀目露擔憂，深深看了安平大長公主一眼。 

安平大長公主沒與他對視，先一步躲開了。 

林賀正要應是，薛小玉卻突然嚎哭起來，雖然安平大長公主沒說把她賣去哪裡，但想也知道

她做的事會有怎樣的下場，簡松臨一直說安平大長公主多麼愛他，可到頭來呢，她竟眼睜睜

看著旁人要他命一般的打他。 

薛小玉怕了，她覺得安平大長公主不會要她死，但肯定會把她賣去髒地方，她出身雖然不好，

可當年在成國公府也是當成千金小姐一般養大的，後來做了簡松臨的外室才吃了點苦，但也

只是不大方便出門，吃穿用度並不差，若是被賣去那髒地方，她如何受得住？ 

她知道求安平大長公主沒用，只能哭著往簡松臨跟前爬，「三哥、三哥你救救我，你救救我啊，

我不想被賣去那種髒地方！」 

簡松臨何談救她，他自個兒都已經被嚇傻了。敲斷腿、打斷手，卻不提要給他請太醫，還偏

偏讓此刻恨不得他死的林賀動手，安平大長公主蛇蠍心腸，這是最毒婦人心啊！ 

他也不求安平大長公主了，目光直直射向簡凝，像抓住最後一根稻草般，「阿凝、阿凝救救爹，

快救救爹！」 

簡凝本就對他沒了感情，如今心裡還懷疑自己是不是他換回來的，不是娘親生的女兒，讓她

救他？簡直是在說笑話！ 

簡凝轉頭，迎上安平大長公主有些擔心的眼神，道：「娘，您忘了吩咐林統領，是打斷一隻手



還是兩隻手，是敲斷一條腿還是兩條腿了。」 

還好，女兒沒有背叛自己。安平大長公主舒了口氣，又把問題拋回去，「妳說呢？」 

簡凝道：「打斷右手吧，用左手吃飯穿衣，也許很有意思；腿的話打斷左腿吧，打斷右腿怕是

不方便單腿走路。」 

簡松臨的臉都青了。 

這白眼狼！這是他疼愛的女兒，是他呵護著長大，為了她的前程費盡千辛萬苦的女兒，結果

呢？結果就這麼輕描淡寫要對他狠下殺手！都被齊蘊儀徹底養歪了！ 

「簡凝！」他怒吼道：「妳這個畜生，我是妳爹啊！」 

簡凝看著他，想到前世那個還沒有被撕開真面目的爹，慢慢道：「你不是，我爹已經死了，很

早很早之前，就死了。」 

不是因為他置辦外室，而是因為他換了孩子，從他起這個心思開始，他就已經死了。 

簡松臨被噎住，又見林賀往他跟前走，一時又怕又怒，額頭青筋直跳，猛地拍地，張口就想

要說出真相。 

薛小玉神色大變，抱住了他的手臂，「三哥，不行！」她小聲又快速的把簡凝的威脅說了。 

簡松臨是真沒想到，簡凝居然會這麼毒辣。想到簡明珠和簡成貴那兩個他疼愛的好孩子，他

猶豫了。 

只是當林賀一手抓起他的左腿，作勢要動手時，他卻顧不得孩子了，自己若是不好了，孩子

又能好到哪裡去呢，所以他得顧著自己！ 

「慢著！我還有個祕密，大長公主，我還有個祕密！」他大叫出聲，終於讓林賀動作慢了下

來，他趁機猛抽出腿，滾到一邊瞪向簡凝，「簡凝，救我！」 

他眼底帶著濃濃威脅。 

虎毒不食子，剛才薛小玉應該已經告知他簡明珠和簡成貴被抓起來的事，不過簡凝並不怕他

會說，畢竟從薛小玉和簡明珠那裡都可以知道，他是非常疼簡明珠和簡成貴的。 

簡松臨沒想到簡凝居然如此有恃無恐，氣怒之下，即便薛小玉在一邊死死攥住他手臂提醒他，

他依然說了，「簡凝，妳這個白眼狼！我為妳做了那麼多，甚至冒著對不起大長公主的危險，

可妳倒好，為了妳鳩占鵲巢得來的身分，連親爹也不管了嗎？！」 

安平大長公主和林賀震驚不已。 

簡凝、陳娘子以及薛小玉卻是驚愕——  

沒想到簡松臨居然說了！不顧親生兒女，為了自己安危，居然說了！ 

安平大長公主皺眉，伸手攬了簡凝的肩膀，怒目看向簡松臨，「簡松臨，你還想說什麼？」 

簡松臨已經豁出去了，簡凝不救他，他只有靠簡明珠了。簡明珠一定會救他的，那可是從小

就格外乖巧懂事、特別孝順的孩子，且那孩子雖然是安平大長公主生的，卻沒有那麼狠毒。 

他急急道：「我還想說什麼？大長公主妳怕是還不知道吧，簡凝根本不是妳的女兒，她是我和

小玉生的。至於妳的女兒，是我一直養在薛小玉那的簡明珠，她從小就孝順懂事，妳今兒如



果敢對我下手，明珠不會原諒妳，也不會認妳的，妳將永遠被親生女兒怨恨！」 

安平大長公主只覺得頭都被繞暈了，這是在說笑嗎？阿凝不是她的女兒，怎麼可能？！ 

「簡松臨，你……」她冷笑著開口，簡松臨就再次拔高聲音壓住了她——  

「妳當我騙妳嗎？不信妳只要看看簡凝的臉色，她早已知道了這個事，如今這麼做，無非是

想除掉一切後患罷了！妳當她為什麼帶來小玉，卻偏要把明珠和貴哥兒關起來？她這是在拿

貴哥兒要脅我們，我實在不忍妳被這樣的畜生騙了，妳可知道，妳晚一步，妳的親生女兒說

不定就要死了！」 

即便簡松臨說得頭頭是道，可安平大長公主依然不信，但是林賀看著簡凝的臉色，卻信了。 

然而安平大長公主攬著簡凝，自也感覺得出簡凝渾身緊繃，明顯的不對勁，而等簡凝開口時，

她更是發覺簡凝的聲音都在打顫。 

「你胡說！」簡凝道：「你和薛小玉，你們的話漏洞百出，你真當我會信？真當娘會信？」 

薛小玉是個聰明人，又瞭解簡松臨，雖然方才被簡松臨的舉動氣得恨不得咬死他，可是此刻，

她卻知道怎麼做更好。 

她抬起淚眼婆娑的臉，哭著往簡凝跟前爬，「阿凝，對不起、對不起！手心手背都是肉啊，我

不能為了妳不管貴哥兒的死活，阿凝妳要恨就殺了我吧，不能害了貴哥兒啊！還有明珠，明

珠是個好孩子，她得知了身世卻沒怪我，阿凝啊，妳不能搶了她的一切還要殺她，妳欠她的

妳得還啊！」 

她爬到簡凝跟前，簡凝卻不知如何反駁。自己的確留下了簡明珠，這本是拿著薛小玉的把柄

叫她不要胡說，好留給她時間去查明真相，可現在薛小玉倒打一耙，卻成了自己的把柄了！ 

簡松臨，他怎麼能、怎麼能是這樣的人？他怎麼能不管簡明珠和簡成貴，為了自保說出這一

切呢？ 

簡凝真的想不通，他是對哪個孩子都不疼嗎？ 

「妳胡說！妳胡說，我不是！」簡凝喊道：「我若是妳生的，為什麼長得和娘這麼像，和妳卻

不像？我若是妳生的，這麼多年，妳為什麼從不來看我，妳不想我嗎？我若是妳生的，妳又

為什麼會疼簡明珠多過我，這正常嗎？再者—— 」她猛轉頭看向安平大長公主，「娘，您知

道的，我不會為了保住這身分做什麼的，我根本就沒想當那個皇后！」 

安平大長公主面色卻已冷凝如冰，她道：「阿凝，妳先別說了，先出去叫人把那兩個孩子接過

來。」 

簡凝只覺得腦子裡「錚」的一聲，一根緊繃的弦斷了。 

娘這是，不信她？ 

「娘……」她小聲喊了安平大長公主一聲。 

安平大長公主只催促道：「快去。」 

簡凝朝陳娘子點了點頭，陳娘子擔心的看她一眼，出去了。 

安平大長公主轉頭，目光落在簡凝身上，「阿凝，妳先出去。」 



見安平大長公主面無表情，簡凝連問一聲她是不是信了都不敢，她不敢反抗，乖乖出了門。 

林賀上前把門關上了。 

第四十一章 連夜審出真相 

一道門，猶如生生隔開了兩個世界，簡凝孤零零站在門口，天越發冷了，一陣涼風吹過，簡

凝心裡忽然無比害怕。 

不是真的，這一定不是真的！ 

「簡凝！」一道熟悉的男聲突然響在耳邊。 

簡凝側首，看見額上鼻尖都帶有汗的裴瑾，他像是硬闖進大長公主府一般。 

「小舅舅？」她的聲音沙啞，又帶了滿滿的委屈。 

裴瑾伸手緊緊握住了她的手，「簡凝，跟我走！」 

跟他走？ 

簡凝想也不想就搖頭，「不，我不走。我不信，我要留在這裡等真相，哪裡也不去！」 

裴瑾一直等在大長公主府門口，方才陳娘子出去時他看見了，問清原因後，甚至沒管大長公

主府下人的阻攔，硬是闖了進來。 

他看到了失魂落魄的簡凝，也是在這一刻，他決定帶簡凝走。 

沒有其他想法，也並不是之前想好的利用她和齊鈺，只是簡單的想帶她離開這裡，不想她這

麼難過、不想她被簡松臨和安平大長公主傷到。 

不管她是不是大長公主的孩子，她都沒有錯。出身由不得她選，才出生的她只是個什麼都不

懂的小嬰孩，她的命運也由不得她自己，所以無論如何都怪不到她身上。 

簡凝的拒絕在他意料之中，他微微收緊了手，勸道：「安平大長公主讓妳出來，即便不是真的

信了，也需要一定時間去查明真相。在真相查明之前，簡松臨和那薛小玉的話，很大程度會

影響到她，她此刻顧不上妳，無意中可能就會傷到妳。簡凝，隨我走，這事我來幫妳查，一

有結果，我立刻告訴妳。」 

簡凝還有些猶豫，她不放心，「可娘……」 

裴瑾打斷她，「妳留下反倒對她更不好，她此時定然很矛盾，全心信妳是她女兒怕是難，但若

不信甚至再鬧出什麼事兒，事後她一定會很痛苦。妳跟我走，這裡我幫妳關注著，何況還有

妳弟弟妹妹在，安平大長公主不會有事的。」 

簡凝此刻六神無主，她的確被傷到了。 

當然不是被安平大長公主的態度，而是被簡松臨口中的真相，她不知道該怎麼辦，也無法冷

靜的再去查，她本能的依賴裴瑾，終於點了點頭。 

安平大長公主沒有示下，裴瑾輕鬆帶走了簡凝。 

他並沒有帶簡凝回裴家，他在京中早已置辦了極多私產，選了其中最大最好的一處宅子，帶

著簡凝和青湘、青黛主僕三人過去了。 

已經很晚了，饒是裴瑾擔心簡凝，也依然餓得肚子咕咕叫，他選了上房給簡凝住下，因她是



臨時出府什麼都沒帶，青湘、青黛便被蔣濤帶出去趁夜採買去了。 

這宅子裴瑾偶爾會過來，上房是他以前起居的地方，收拾得極好。至於下人，雖不多，可卻

也夠用，他這邊才陪著簡凝坐下，晚飯便已經送了上來。 

吩咐下人擺放好，知曉簡凝此刻情況，裴瑾並未留人伺候，將人打發了，又特意關上門，這

才走回桌邊，親自幫簡凝盛了飯，放到她面前。 

簡凝木呆呆的坐著，別說吃飯，正常交流都不願。她像是突然傻了一般，拒絕外界的一切聲

音。 

裴瑾不知道她前世具體發生了哪些事，但只看她如今模樣，大概也能猜得出，他不願逼她，

可她這副模樣，又不肯吃東西，遲早要受不住的。 

晚飯並不豐盛，但葷素都有，裴瑾夾了塊香煎豆腐放在簡凝碗裡，輕聲道：「吃點東西。」 

簡凝神色依舊，毫無反應。 

裴瑾夾起那塊香煎豆腐，送到簡凝唇邊，哄道：「阿凝，吃一點。」 

簡凝回神，木然的張嘴咬了一口。 

裴瑾一顆心才要放下，卻發現她咬是咬了，卻並未嚼，就那麼含在嘴裡，不過是如算盤珠子，

他撥一下，她動一下罷了。 

若是平時，裴瑾自是要生氣的。他身世複雜，活下來極不容易，因此最不喜旁人糟踐自己，

但不知為什麼，對著簡凝，他好像發不出脾氣，不僅如此，看她這樣，他滿心都是不捨心疼。 

「阿凝！」他知道，對簡凝好言勸著怕是沒用，只得加重了些語氣，「妳這樣糟踐自己，豈不

是讓親者痛仇者快？簡松臨那人如何對妳的？他是恨不得要妳死，難不成妳要如了他的願？」

簡松臨的確是為了自保，不顧兒女的。 

簡凝猛地看向裴瑾。 

裴瑾目光明亮，緊緊黏在她臉上，「妳也不願如他的願，對不對？若是妳有個不好，事後還不

是叫安平大長公主擔心，難道妳想看她自責，想看她擔心？」 

簡凝搖了搖頭，眼淚卻奪眶而出。 

裴瑾輕歎，落下筷子，左手輕輕用指腹幫她擦了，右手卻繞過去攬在她肩上，輕輕拍了拍，「妳

陪我好好吃頓飯，吃完飯乖乖休息，我出去幫妳查。今兒晚上一定幫妳查出真相，如何？」

他直接給出了承諾。 

今兒晚上？簡凝有些不敢置信，但更多卻是感動、是激動。 

「真的？小舅舅，你說真的？」她失態的緊緊抓住裴瑾的手。 

裴瑾輕點頭，他既是答應了，自然會做到。 

「現在可以好好吃飯了嗎？」他問，一低頭，卻赫然發現了簡凝佈滿青紫的手，他猛地抓起

來，「手怎麼回事？」 

簡凝不過隨意看了眼，便不在意的道：「沒事，不用管，我們快吃飯，吃完了我送您出去。」 

裴瑾臉黑了黑，不管是誰弄的，他都記住了。 



他看了眼，待簡凝收回手後，便又夾了塊肉多的鴨肉放到了她碗裡，「吃吧！」 

 

 

雖然食不知味，但簡凝到底陪著裴瑾用了飯。 

吃過晚飯後裴瑾去了趟內室，出來時手上便拿了盒藥膏。青湘、青黛還沒回來，裴瑾此刻自

是不會走，因此便讓簡凝坐在正廳的椅子上，他半蹲下拉起了簡凝被用力掐出青紫的手。 

之前的接觸簡凝迷迷糊糊沒注意，可是此刻，瞧著裴瑾居然直接來拉她的手，她驚得一下子

縮回了手。 

裴瑾不解的抬頭看她，「阿凝？」 

簡凝覺得裴瑾目光清明，其中沒有半絲其他情緒，可是她……她方才卻覺得格外不妥。她頓

時有些赧然的道：「小舅舅，怎……怎麼了？」 

裴瑾一本正經，「給妳的手上藥，妳怎麼了？」 

簡凝低頭看了眼手背，看起來的確駭人，可是不碰到卻也不覺得疼。她不肯讓裴瑾給自己上

藥，便道：「我自己來就好，小舅舅，要不您先出去？」 

裴瑾此刻也不敢堅持，來日方長，等以後便是。 

「好，那妳動作輕點。」他把藥膏給了簡凝，但沒聽她的話出去。 

簡凝頂著他的目光，忍不住臉色微紅的上好了藥。 

這時外面也響起腳步聲，蔣濤帶著青湘、青黛回來了，有裴瑾跟前得力隨從的身分在，蔣濤

不管什麼時間出去採辦都方便，因此給簡凝以及兩個丫頭用的東西皆已備齊了。 

裴瑾起身，對簡凝道：「洗漱之後，好好休息。我怕是要明兒一早才能回來，不用等著。」 

簡凝忙跟著站起，恭敬道：「小舅舅，辛苦您了。」 

裴瑾親暱的摸了下她的頭，察覺到簡凝有些瑟縮，才鬆開。轉而吩咐青湘、青黛，「好生伺候

郡主！」 

青湘、青黛忙應是。 

裴瑾帶著蔣濤大步而出，很快這處的婆子便來見了簡凝，又問有什麼需要，態度恭敬，很得

青湘、青黛的好感。 

兩人伺候著簡凝梳洗過後，因時間已經不早，便催著她早些上床休息。 

青黛道：「郡主，您放心吧，裴大人跟前的蔣濤已經和奴婢們說了，有裴大人在，定然會很快

幫您查出真相的。」 

簡凝點點頭，道：「他剛才也說了，今晚就能查出。」 

青湘便勸道：「所以郡主，您就安心歇著吧，其他事兒都別想，安心睡一覺，明兒一早起來便

什麼都好了。」 

她們倆原來對這事只聽了幾嘴，真正情況如何，還是方才蔣濤在路上一一和她們說明的。她

們本就是簡凝的丫頭，簡凝又一向待她們親厚，不用蔣濤說，她們也知道要勸簡凝放寬心。 



可簡凝卻總覺得，若不是真的，簡松臨不敢那般說，他已經對不起娘，若是還騙娘，他哪來

的膽子呢？這話她卻只壓在心底，只要不說，便是假的。 

蔣濤得了裴瑾的吩咐，路上便和青湘、青黛說了，因此這會兒見簡凝依然愁眉不展，穩重的

青湘再次開口——  

「郡主，雖不知道駙馬為何這般，可您的鼻子嘴巴全像大長公主，怎麼可能不是親生的呢？

您啊，真的不要多費心思，裴大人為您去連夜查真相已經夠累了，若您也跟著累，那豈不是

辜負了裴大人的一片心意？」 

說得的確是，小舅舅為了她，的確做了好多好多。 

多到，原本他們是為了共同利益聯手，此刻她卻已經覺得，不知該如何報答他了。 

到底被寬了心，簡凝心情好了些，點了點頭。 

留了一盞夜燈，青湘把簡凝的被角全部掖好，拉著青黛出去了。 

背著簡凝，兩個丫頭面上卻是喜憂參半，她們也怕，怕郡主真的不是大長公主親生的。 

若是那樣的話，郡主日後可怎麼辦呢？ 

青湘一向沉穩，她比青黛看得開，就著廊下的燈看了看這處寬敞的院子，低聲道：「沒事，就

算郡主不是大長公主親生的也不怕，有裴大人在呢。他那般的喜歡郡主，一定會好生護著郡

主，無論如何都不會讓郡主受委屈的。」 

青黛自是知道，可她終究有點看不開，她擔心郡主會過不了自己那一關，「只盼著，明兒裴大

人帶回的是好消息吧！」她低聲道。 

 

 

屋中只點了一盞油燈，燈芯過長，光線已經很暗了，時不時還發出劈啪劈啪的聲兒，聽來叫

人不覺有些瘮得慌。 

簡明珠被綁了手腳，正瞪著眼睛給自己打氣——  

別怕、別怕，這男人不敢幹什麼的！ 

不管他是誰，他只要想好好護住簡凝，就不能對她動手！ 

簡凝是冒牌貨，她才是真的大長公主的女兒！ 

裴瑾低頭坐在桌邊，看似端著茶杯在聞茶香，可這茶並不是他喜歡的，他不過是做做樣子。 

他耐得住性子，簡明珠卻不行，「喂！你是誰？你到底想幹什麼？」她肚子已經餓得咕咕叫了，

被這麼綁著也許久沒能小解，又餓又憋，好生難受。 

裴瑾終於抬頭，卻沒看她，而是朝著蔣毅點了點頭，「你下午可有問她，到底是怎麼回事？」 

蔣毅忙低頭回話，「問了，嘴緊得很，什麼都不肯說。」 

裴瑾「哦」了聲，看向蔣濤，「這是沒打好，你動手吧！」 

打？她沒聽錯吧？ 

簡明珠的眼睛睜得更大了，「喂！你不想好了嗎？你知不知道我是誰啊，你要是敢打我，我娘



知道了不會放過你的！」 

蔣濤「呵」的一聲笑，走上前道：「妳娘？不管妳娘是誰我們主子都不怕！妳娘再大，大得過

宮裡的太后？大得過宮裡的皇上？我們主子可是太后、皇上都會怕。」 

簡明珠大吃一驚，看著裴瑾，喃喃道：「裴……裴丞相？」 

蔣濤倒是意外了，「沒想到妳還知道這些啊！看來雖然妳無法到外面走動，但簡松臨還是有教

導妳的，知曉這大齊，誰不能得罪！」 

這的確是簡松臨說的，只不過卻是他之前有次和薛小玉抱怨，簡明珠聽了一耳朵罷了。 

但是不能得罪裴瑾，簡明珠卻知道什麼意思，她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這個爹口中不用多管

的裴瑾，會和簡凝有瓜葛，甚至會幫簡凝！ 

她沒有其他辦法，只能鼓起臉做威脅狀，「裴家自是厲害，可簡家和大長公主府卻也不差！大

家相安無事最好，若裴家敢動我，大長公主府和簡家都不會善罷甘休的！」 

這丫頭，真的不蠢。 

蔣濤看向裴瑾，待裴瑾一點頭，就知道怎麼做了。 

這丫頭不管什麼身分，敢欺負和惠郡主，那都是要收拾的。 

他回身朝蔣毅一伸手，很快蔣毅便遞給他一把短刀，他拔出在手裡正反試了試刀鋒，便往簡

明珠跟前走。 

簡明珠嚇得臉都白了，驚恐喊道：「你幹什麼？你敢殺我？！」 

蔣濤歪了歪嘴角，笑得痞氣十足，「殺妳？不不不，我可不敢殺妳。我是要試試這短刀快不快，

聽說這是西域送來的貢品，在妳臉上用力那麼劃兩道，肉都炸開了，血卻不會第一時間流出

來。厲不厲害？想不想試試？」 

光是聽著簡明珠就覺得頭皮發麻了，何況是試？她嚇得眼淚奪眶而出，哭道：「你敢？你敢？

你毀了我的臉，我爹娘不會放過你的！也不會放過簡凝的！你識相就最好不要亂來！」 

蔣濤哈哈大笑，「妳是不是傻啊！」冰涼的刀在簡明珠臉上輕輕按了按，嚇得簡明珠身子徹底

僵住，連哭都不敢了蔣濤才收回，「妳若是說實話，說清楚到底是怎麼回事，我自然放過妳；

可若是妳不說，我怕什麼簡家啊，簡家人又不知道妳在我們手裡。至於和惠郡主，那就更不

勞妳操心了，有我們主子在，誰也不敢欺負和惠郡主。」 

不公平、不公平！為什麼這麼不公平！ 

都是爹的女兒，為什麼待遇卻這麼天差地別！ 

為什麼那簡凝有那麼多人疼，連裴瑾都要幫助她，可是自己除了爹娘和弟弟，就什麼都沒有，

沒有任何一個人疼她！ 

簡明珠的眼淚大滴大滴的落下來，身體也不斷發著抖。 

她緊緊咬了牙。不說，她絕對不說！就算簡凝有人疼又如何，她到底是姦生子，是上不得檯

面的外……這麼想著，簡明珠忽地怔住。 

蔣濤怕裴瑾等得著急，見簡明珠居然死咬著牙不肯合作，也來火氣了。他將短刀收回，刀尖



對向簡明珠，「不說是吧？妳應該知道我沒開玩笑，若是再不合作，我可就不客氣了！」 

蔣毅湊上前幫忙，「女兒家最重要的就是容貌，若是妳的臉毀了，管妳是誰的女兒，都嫁不出

去！而簡松臨，妳也知道他看重的就是利益，到時候妳什麼用處都沒有，妳說他還會不會疼

妳？」 

爹……簡明珠面露驚恐，可她很快想到薛小玉。 

只要有娘在，只要娘想著她，她就不會有事的。再說，這兩人廢話這麼多，肯定是為了嚇唬

她，要是真的敢動手，早就動手了，何須等這麼久！ 

簡明珠打定主意，索性昂起了頭，對峙上了。 

蔣濤、蔣毅沒了法子，又不敢真的動手，頓時就有些僵住了。 

裴瑾卻起身大步向前，奪了蔣濤手中短刀，快速朝簡明珠臉上扎了下去。 

他的動作一氣呵成，簡明珠瞪大眼張大嘴，聲音都沒喊出，就先尿了。 

裴瑾在刀尖剛在簡明珠臉上扎出一個小血點的時候突然收手，鼻子嗅了嗅，嫌棄的道：「什麼

味兒？」 

臉上那一下就跟針扎了似的，可疼卻是清晰的。若不是自己忽然尿了，那短刀肯定已經狠狠

扎在臉上了！她肯定已經毀容了！ 

簡明珠再也扛不住了，嘴一扁，嚎哭道：「我說、我說！你想知道什麼，我都說！」 

裴瑾對於個中細節無所謂，卻在乎最重要的一點——  

「妳真的是安平大長公主親生的？」他問道。 

一上來就是這個問題，簡明珠有些猶豫，可看著裴瑾手中還對著她沒有收回的刀尖，她到底

閉上眼搖了搖頭，「不是，我不是！」 

裴瑾頓時鬆了口氣。雖然是他也可以讓她說不是，但真的不是，卻是更好。 

起碼他不需要騙簡凝了。 

不過……他又問：「既然妳不是，那簡松臨怎麼那般斬釘截鐵說妳是？他就不怕只要滴血認

親，妳會當場被認出不是嗎？」 

已經開了口，後面的話再說就不難了，簡明珠老實道：「他不知道，他以為我是。我娘當年騙

了他，因為她最後關頭捨不得我。」 

原來……簡松臨居然被騙了！ 

呵，真是，他騙女人，卻也被女人騙，倒真是不好說什麼了。 

裴瑾收回匕首，吩咐道：「蔣毅你繼續在這裡守著，蔣濤隨我走！」 

簡明珠急了，忙道：「我呢？我已經說出了真相，你還不放過我嗎？」 

裴瑾壓根沒理她。 

出了客棧，蔣濤有些不解了，輕聲問道：「主子，既然已經知道了真相，您為什麼不把這兩兄

妹交給陳娘子，叫她帶回大長公主府？」 

知道真相就夠了，至於安平大長公主，她還是再被折磨一會吧！裴瑾想起簡凝失魂落魄的模



樣、想起她手上被掐出的青紫，怎麼想怎麼覺得罪魁禍首應該是安平大長公主，既是如此，

他當然不能不做點什麼。 

第四十二章 大長公主夜闖裴家 

大長公主府裡依然燈火通明。 

陳娘子一去不復返，林賀出門一問，這才知道簡凝也帶著丫頭不見了。 

進屋裡和安平大長公主一說，簡松臨就搶著先開了口，「怎麼樣！怎麼樣！妳總算明白了吧，

她早就知道不是妳的女兒，這會兒已經跑了！妳還在這安生坐著，還不趕緊派人去找，別回

頭明珠被她害了！」 

安平大長公主並未說話，她的目光一直落在薛小玉身上，自然發現了，薛小玉在聽到簡凝跑

了時沒什麼反應，可聽到簡明珠別被害了時，眼裡卻突然閃過慌亂緊張，手也下意識握成了

拳。 

安平大長公主是做母親的，從簡松臨這畜生身上看不出什麼，但是從薛小玉身上卻看得分明。 

若阿凝真是薛小玉生的，她不可能這麼淡定，就比如她，她雖然也疼簡冰和簡成佳，可同樣

也疼簡凝，不管什麼時候，她都不會為了一個孩子毀了另一個的！ 

林賀沒發覺什麼不對，他此刻是真信了簡松臨的話，畢竟簡松臨是當事人，根本不會弄錯，

他想到安平大長公主親生的女兒在外吃了那麼多年苦，心裡就又氣又疼，主動道：「大長公主，

卑職帶人出去找吧？」 

安平大長公主搖搖頭，道：「算了，阿凝那孩子本宮瞭解，心善。她做不出害明珠的事，再等

等，不過三兩日應該她就回來了。」 

心善個屁！ 

簡松臨急道：「那是平時，那是對妳，如今明珠侵犯了她的利益，她才不會心善呢！蘊儀，快

快快，快把明珠找回來！」 

他的命還要靠明珠呢，明珠不回來怎麼行！ 

薛小玉本不想開口，可簡松臨說了也不見安平大長公主著急，她知曉簡凝根本就惡毒極了，

又實在擔心簡明珠，沒忍住就道：「大長公主，明珠是個好孩子，這些年在外頭已經吃了數不

清的苦頭，可不能再叫她有危險了啊！」 

安平大長公主聽了，心裡更是冷笑連連。 

薛小玉為「她的女兒」求情，卻不管「自己女兒」的生死，這正常嗎？ 

她面上卻是絲毫不露，只是道：「人一時也找不回來，本宮如今還不知你們說的是不是真的，

這事兒先撂開，你們倒是說說怎麼把孩子換過來的。本宮怎麼想，怎麼覺得不可能。」 

事已至此，也沒什麼好瞞的了，簡松臨便將一切事兒都交代了。 

「當年妳在東山寺待產，小玉也在，她就住在妳住的院子後面那個小院。妳那小院的後門出

去便是她那裡，當年妳先生了孩子，可是妳身子養得嬌貴，累壞了，吳嬤嬤帶著丫頭都去照

顧妳了，是小妹照看明珠的。」 



安平大長公主臉色已經徹底變了，「是簡若雲把孩子抱過去換了的？」 

簡松臨點頭。 

薛小玉慢了一瞬，也忙跟著點頭。 

安平大長公主猛地站起來，疾步往簡松臨跟前走。 

林賀不放心，也忙跟了上去。 

安平大長公主站在簡松臨面前，只覺得有千斤重壓在胸口，好不容易才發出聲音，「所以……

五年前，你才又勸我去東山寺？為的，是想再換一次孩子？上一次換的是女兒，這次是想換

兒子嗎？！」 

簡松臨哪裡敢承認，安平大長公主的模樣像是恨不得吃了他。 

他忙解釋道：「沒有！怎麼會，我沒有這樣的想法，我只是……只是覺得東山寺是塊寶地，妳

當年生明珠時候順利，再去那裡生產定然也會順利。我只是擔心妳年紀大又懷的是雙胎，生

產危險，所以才勸妳去的，絕對沒有其他心思！」 

安平大長公主看向薛小玉，「妳那兒子，幾歲了？」 

薛小玉大驚，瞳孔驟縮，可身體卻一下子軟了。 

安平大長公主本就不信簡松臨的鬼話，再看薛小玉，哪裡還需要解釋，她的猜測的確是對的！

該死的簡松臨！ 

她猛地回頭，一把抽了林賀腰間佩劍，回身直直刺向了簡松臨的右眼。 

她動作太快，林賀都沒能反應及時，何況是簡松臨。 

那劍尖狠狠刺中他右眼，霎時便是鮮血湧出，劇痛傳來，他捂住右眼，嗷嗷大叫，「啊，我的

眼、我的眼—— 」 

安平大長公主見他倒在地上卻還不解氣，提劍想再次刺過去。 

林賀伸手奪了她的劍，「仔細傷了您，大長公主，我來！」 

安平大長公主本想直接殺了簡松臨以泄心頭之恨，可林賀一打岔，她想起簡凝之前說的話，

卻又改了主意，「敲斷他的左腿，打斷他的右手，左眼就給他留著！」 

「是！」林賀沒有猶豫勸阻，丟了劍，上前提起簡松臨。 

接下來，簡松臨的呼痛嚎叫聲便一聲又一聲的不停歇。 

而薛小玉同簡明珠一樣，居然已經嚇到失禁。 

安平大長公主嫌棄的看她一眼，卻是沒對她做什麼，吩咐林賀道：「先把這兩人帶下去關起來，

一切等明日再說！」 

等明日？難不成是讓簡松臨就這樣疼一晚上嗎？ 

簡松臨疼得什麼都顧不上，可薛小玉卻不能不管，她知曉接下來只能靠成國公府了，陶老太

太對她有幾分疼愛，說不定會保她一命，但前提是她不能讓簡松臨徹底廢了。 

她忙膝行向前，哭求道：「大長公主、大長公主給三哥請個大夫吧，他這樣會死的！」 

安平大長公主不對薛小玉動手，並不是決定放過她，而是想看看簡松臨對她有多喜歡？他已



不人不鬼，到底受不受得住薛小玉一點事都沒有。他喜歡她，為了她能做出這種喪心病狂的

事，安平大長公主真想看看，他這喜歡到底有多深！ 

一揮手，安平大長公主先出了門。 

這兩人交給林賀就可以，她得先去看看阿凝，還有兩個小兒女。 

林賀見安平大長公主真的不管簡松臨，有些欣慰，但更多的卻是心疼，不耐煩薛小玉哭哭啼

啼，他直接敲暈了薛小玉，將她和簡松臨一道拖出去關進了柴房。 

簡成佳和簡冰已經被吳嬤嬤叫奶娘帶回去哄睡了，但簡凝卻是帶著貼身丫頭以及陳娘子真的

不見了，不過從下人那聽聞，是裴瑾過來帶走了簡凝，安平大長公主心中便只有疑惑，擔心

倒是沒多少。 

這個裴瑾，雖掌著大權，但行事並不過分。 

安平大長公主不喜裴心蕊和裴家人，但對裴瑾卻沒什麼惡感，許是因從前的接觸覺得裴瑾人

還不錯，也或許是這些年，裴瑾始終和簡凝有接觸，偶爾還會伸手幫扶一二。 

待林賀過來後，她已經看過簡成佳和簡冰，便吩咐林賀，「阿凝被裴瑾帶走了，你去叫人，我

們去一趟裴家。」 

林賀一驚，但立刻反應過來，「您是想儘快找到真正的小郡主嗎？您別急，卑職去幫您找，您

也累了，還是先回去歇著吧。」 

安平大長公主在簡松臨和薛小玉面前沒說，一是因為想知道他們當年到底是怎麼行事的，二

是雖覺得簡凝是她的女兒，但這其中定有什麼她不知道的變故，所以裝作認為簡凝不是她的

女兒，想要從他們嘴裡問出真相。 

不過在林賀面前她卻不需要再裝了，「阿凝就是真正的小郡主，至於在外的那個，不是！」 

「您肯定？」林賀是不信的。 

安平大長公主點頭，「是，肯定！走，去裴家！」 

安平大長公主並不柔弱，甚至此刻為了女兒，她看起來無比堅強。 

林賀雖然擔心，卻也依然順了她。 

 

 

永平侯府裴家，當大晚上聽聞下人來報說安平大長公主帶人上了門時，一家之主裴明祥立刻

從床上坐了起來。 

「幹什麼？可說了幹什麼？」他緊張的問來稟報的下人。 

下人被他的模樣嚇到，結結巴巴道：「沒、沒說什麼，就是說要見二老爺，可……可二老爺不

在府上啊！」 

永平侯推開還摟著他腰的妾室，匆匆下床胡亂裹了衣裳就往外走，「去，先叫大老爺大太太過

去陪著，好生陪著，別起衝突。」 

打發了下人，他卻是一路跑去了裴如香的住處。 



這個時辰了，裴如香早已經睡了，被吵吵嚷嚷的聲音吵醒，訓斥的話還沒出口，就被猛地闖

進屋的男人身影嚇了一跳。 

「阿香！」好在裴明祥一進門就出了聲，「快快快，快換衣裳跟我走！」 

裴如香裹著被子坐在床邊，她很看重這一胎，因此她動作不敢太大，只著急問道：「祖父，怎

麼了？出什麼事了？」 

裴明祥顧不得那麼多，見裴如香不動，竟直接從屏風上拽下裴如香的衣裳，一股腦的扔給了

她，「別問了！安平大長公主大晚上帶人打上了門，想也知道是為了妳肚子裡的龍子！趕緊

的，先找個地方躲一躲，等日後孩子出生了，她再起心思也沒用！」 

涉及龍子，裴如香面色頓時變了，「好！」 

裴如香並不住在從前的小院，她如今懷有龍子，住的是永平侯府除了裴瑾的住處外最好的地

方。 

不過她這邊有了動作，裴如月還是第一時間就得了消息，雖然已經十五，可毀了臉的裴如月

並未嫁人，依著往日家裡人的疼寵，至今不聲不響的賴在家裡。 

說到恨，她不恨簡凝，只恨搶了她一切的裴如香。因此得知裴如香慌亂想逃，她第一時間就

做了決定，自己如今這副模樣雖然能嫁出去，可想嫁得好是絕不可能的，她堂堂裴二小姐，

當初是可以入宮做貴妃的身分，又如何願意自甘墮落，去隨便嫁個人？ 

裴如香不叫她好過，她當然也不會讓裴如香好過。 

至於家人，呵，這些人根本不是真的疼她！一個個的，從前待她好，不過是因為齊銘喜歡她，

等到裴如香奪去了齊銘的喜歡，他們就棄她如蔽屣，甚至她的臉被裴如香故意毀了，也沒人

為她說一句話！ 

家族榮耀？ 

呸！ 

那東西不管是有還是沒有，都和她無關！ 

她當即就跑出去，溜出了府。 

而前廳裡，裴忠和方氏正陪著小心站在安平大長公主面前，裴忠一個男人不好說話，只好方

氏開口，「大長公主，真沒騙您，裴瑾的確不在家。也不是我們不想帶您去看，可實在是……

他性子古怪，住處常年派人看守，我們也進不去呀！」 

裴忠附和道：「是啊是啊，咱們家誰都進不去的。」 

安平大長公主卻有些不信，裴瑾即便不是裴明祥親生的，可就衝他對裴心蕊和齊銘的態度，

也足以證明他是很看重裴家的，那在裴家，又怎麼可能如此高高在上，任何人都不許進他的

院子呢？ 

她想到先前為了問話，讓簡凝出去時自己語氣似乎不是太好。 

那孩子，可別誤會了什麼…… 

不對！肯定已經誤會了，要不然好端端地，她怎麼會跟裴瑾走了？ 



安平大長公主一擔心，語氣就不好了，「既然裴大人有這麼大的派頭，你們進不去，那永平侯

總能進得去吧？他可是裴瑾的義父，本宮倒是不信了，裴瑾會連永平侯的面子也不給？」 

這倒也是，裴瑾總不會連侯爺的面子也不給。 

方氏不說話，扭頭看向裴忠。 

裴忠也不知道裴瑾和裴明祥私底下的交易，因此就點了點頭，只不過想到裴如香，到底又跟

安平大長公主確定了一回，「大長公主，您真是為裴瑾來的，不是為其他事兒來的吧？」 

安平大長公主知道他想問的是什麼，她只想快些見到簡凝，因此索性敞開了道：「世子是擔心

本宮是來找裴大小姐的嗎？世子儘管放心，皇上雖是本宮女兒未來的夫君，可也是大齊的天

子、是本宮的侄兒，他這般年紀便有子嗣，本宮只有高興，絕不會有其他念頭。」 

方氏直想念一聲阿彌陀佛，這真是太好了！ 

她忙推了下裴忠，「還愣著做什麼，快去請爹過來！」 

裴忠笑呵呵的親自跑去請裴明祥了。 

可這一去卻久久未回，安平大長公主的臉色越來越沉，方氏的臉色也越來越白，最後實在無

法，她索性白著臉豁出去了，「大長公主，您這不是帶了侍衛來嗎？我再去喊點家裡的護衛，

一同闖進去，不論如何，先叫您看看裴瑾確實是不在家的。」 

一直站在一旁的林賀挑了挑眉，上前在安平大長公主身側低聲道：「大長公主，看來裴瑾真不

在。」 

那他去哪兒了？ 

他把阿凝又帶去哪兒了？ 

即便知道簡凝沒有危險，安平大長公主還是很擔心。 

方氏等了片刻，小心問道：「大長公主，去嗎？」 

安平大長公主輕歎一聲，搖了頭，「算了！」 

既然不在家，還去鬧一通，回頭也是惹得裴瑾不滿。 

他們準備離開時，裴忠就回來了，去時好好的，回來時他額頭卻被砸破了，沒來得及包紮還

流著血就趕了來。 

見著安平大長公主，他忙上來行禮道：「家父歇下了，大長公主若不然再等等，明兒裴瑾回來，

我親自押他去大長公主府見您。」 

這裴家到底是什麼情況？安平大長公主心存疑惑，點頭道：「行！」 

裴忠和方氏一直把安平大長公主送出府，待大長公主府的馬車走遠了，才一道歎著氣回了府。 

可安平大長公主的馬車才走過永平侯府大門前的街道，剛轉了個彎就停下了。 

裴如月張手攔住車，待馬車一停便忙跑過來，跪在車下道：「大長公主！您不要被我爹娘給騙

了，裴如香她在家，她被祖父給藏起來了，我知道在哪兒，我帶您去找她！」 

是裴如月。 

安平大長公主都快要忘記這個人了。 



她撩開馬車簾子，看著下首仰頭看過來的少女，不再是從前胖乎乎的模樣，而是瘦弱纖細，

臉上有一道拇指長的疤毀了容貌，眼中期待太盛，在晚上看來有些駭人。 

「裴瑾在家嗎？」安平大長公主問道。 

裴如月愣了下，搖了搖頭，「不知道。」 

安平大長公主又問：「妳能進他的院子看看他在不在嗎？」 

裴如月這次很快就搖了頭，「不能，小叔叔脾氣古怪，他的院子家裡人都進不去。不過……」

她想到簡凝，頓了頓道：「不過和惠郡主能進去，從前她還小的時候，來我們家硬闖了小叔叔

的院子，小叔叔都沒生氣，還打了攔路的下人！」 

裴如月的語氣裡不知不覺就帶了不平。 

安平大長公主很是意外，居然還有這事兒？ 

阿凝和裴瑾，什麼時候這麼親近了？ 

不過，她倒是更放心了點，起碼裴瑾應該不會傷了阿凝。 

她抬起頭，看著還滿臉希望看著她的裴如月，道：「本宮不是來找裴如香的，她懷有皇上的龍

子是好事，本宮只會高興。」 

看著安平大長公主說完就放下車簾子，裴如月驚得嘴巴都張大了。 

怎麼…… 

怎麼一個兩個都這樣？ 

她的家人把權力地位看得重，簡凝的家人卻也如此？ 

安平大長公主不是很疼簡凝的嗎？ 

既然如此，怎麼能簡凝還沒嫁，就讓齊銘有了庶出的皇長子？ 

安平大長公主自不會回答她，大長公主府的馬車早已駛遠，只留了裴如月一個人愣在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