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十三章 打獵之行 

能學武功了！不是電視裡吊鋼絲那種假的，而是貨真價實的古代武功！ 

衛明珠興奮得難以自抑，繡花算什麼，在古代學武功才是真本事啊！以後誰再敢

欺負她，她就套他麻袋打悶棍，想想就要爽翻天了！ 

在衛明珠高興地跟燕昱澤道謝之後，才想起他們正騎在馬上，因為她轉身的動

作，兩人腿碰著腿，連她後背都靠在他的手臂上，她終於後知後覺地紅了臉，連

忙轉回身端正地坐好，拚命做心理建設。 

明明在現代拍了那麼多戲，這會兒害羞什麼呀？可是男神級的跟那些人能一樣

嗎？她也只是個沒談過戀愛的小姑娘呀！他是戰神、是軍師，會飛簷走壁，還會

設計園林，深藏不露的騙過所有人，而且還生得如此俊逸帥氣，在這樣的人面前，

她要是不害羞，都不好意思說自己是女人！ 

想到這裡，衛明珠就理直氣壯地準備享受和美男同遊的福利了，不過臉上的熱度

一時半會兒的還是降不下去。 

燕昱澤終於看到了小姑娘害羞的樣子，對自己有了點信心，他抖抖韁繩，輕聲笑

道：「我們走吧！別被三妹把好獵物搶光了，有沒有想好要獵什麼？」 

「我……想獵兔子、山雞、白狐，嗯……有什麼好吃的就獵什麼，最好還有漂亮

的皮毛……」 

馬兒輕快地跑了起來，待衛明珠和燕昱澤的聲音漸漸遠去，小德子這才長吁一口

氣，笑出聲來，「哎呀，今兒個這天可真好啊！小十九，妳瞧瞧妳怎麼就那麼走

運吶，兩個主子就要成一家人了，日後妳就是咱們王妃跟前的第一人了！」 

紫芸看著小德子豎起來的大拇指，有些擔心地道：「主子真的會娶小姐做王妃嗎？

小姐在我心裡是最好的，可是她如今的身分……恐怕做側妃都頂天了，皇上不會

同意的。」 

「嘖！這話是怎麼說的？妳們姑娘家就是愛瞎想，咱們主子是那樣的人嗎？能讓

喜歡的姑娘去做側妃？那不是侮辱衛小姐嗎？」小德子甩了下拂塵，一副胸有成

竹的樣子，「妳信咱家的話，主子絕不是那等負心寡義之輩，憑主子對衛小姐的

保護，就絕不會讓衛小姐屈居人下受那種委屈。」 

紫芸放下了心，微微笑道：「若主子能一直對小姐好就太好了，小姐以前受了那

麼多苦，如今又是孤身一人，我總覺得很心疼。要是以後有主子的呵護，想來再

也沒有人能讓小姐受委屈了。」 

小德子感慨地笑了笑，何止衛小姐從前在受苦啊，他家主子也是苦過來的。是衛

小姐出現之後，他家主子才開始會發自內心的笑了，還學會費盡心思地討好姑

娘，所以啊，這個女主人他認定了。什麼側妃侍妾的，他敢打賭他家主子一定會

娶人家做正妃！ 

小德子感慨完了才揮揮手，揚聲道：「都跟著走吧！別跟丟了，但是都給咱家警

醒著點，誰也不許驚擾主子和衛小姐！」 

「是！」 

一行人遠遠地墜在後面，能跟著來的都是足以信任的人，多做事少說話是他們的



準則。如非必要，他們可以當自己是聾子瞎子，完全按照主子的意願行事。 

這邊三公主和下人都很有眼色地製造了機會，另一邊燕昱澤帶著衛明珠已經看到

了第一隻獵物，正是一直尚未發現危險的狐狸。 

衛明珠搭好了弓，但是她有點擔心會瞄不準，猶豫著遲遲沒有把箭射出去。 

燕昱澤看出她的擔心，想了一下，輕輕握住她的雙手，調整了一下位置，悄聲道：

「放！」 

衛明珠反射性的鬆手，屏住呼吸直直盯著狐狸，下一秒便看到那支箭破空而出，

正中狐狸眉心，一擊斃命！ 

「啊！中了！」衛明珠大喊一聲，高興地回頭看著他。「殿下，你的箭法好厲害！」 

上次他在裝病，一直用陷阱打獵，這次她已經知道了他的祕密，終於看到戰神真

正的實力！能夠親眼目睹這種百步穿楊的功力，她的心情好激動啊！ 

燕昱澤微微一笑，「狐皮沒有受損，只是可惜不是妳想要的白狐。」 

衛明珠搖搖頭，笑道：「我沒那麼多要求啦，我只想感受打獵那種暢快淋漓的感

覺……這麼說好像又不太對，反正就是很激動，打到什麼倒無所謂。」 

他有些明白她的意思了，總之就是玩得高興就行了。 

兩人將那隻狐狸掛在馬背上，繼續向前搜尋其他獵物。到了半路，兩人覺得騎著

馬打獵不方便，便下了馬，將馬交給了後面跟上來的小德子。 

燕昱澤對野外十分熟悉，總能帶著衛明珠做完美的伏擊，獵到更多的獵物。 

衛明珠想要的山雞、野兔等等，很快就全齊了，而她也漸漸感覺到累了。她看看

燕昱澤臉不紅氣不喘的樣子，嘟囔道：「習武真的很好啊，玩起來都不累的。」 

燕昱澤笑了笑，說道：「反正妳想要的都獵到了，乾脆別打獵了，玩點別的。」 

衛明珠好奇地問道：「什麼別的？這裡能有什麼好玩的？」 

燕昱澤往四周掃了一眼，淡笑著指了指前面的大樹。 

衛明珠看了半天還是想不出來樹上能有什麼好玩的，正想收回視線，突然看到在

樹葉的間隙中露出了灰撲撲的鳥窩，她頓時睜大了眼，興奮的壓低聲音道：「你

說的是掏鳥蛋？」 

燕昱澤點點頭，接著不解地問：「妳說話這麼小聲做什麼？這裡又沒有獵物。」 

衛明珠先是一愣，隨即覺得自己確實有點好笑。「是啊，蛋又不怕驚，一定是剛

才打獵打了那麼久，我習慣小心翼翼的了。不過，殿下，你真的要去掏鳥蛋嗎？」 

不是掏鳥蛋這個行為有什麼問題，而是那不是小孩子才玩的嗎？難道曾經的太子

殿下、如今的睿親王，骨子裡其實是個頑劣愛玩的人？ 

燕昱澤感覺到她看著自己的目光有點奇怪，但是並未多想，只是笑問道：「妳掏

過嗎？」 

衛明珠搖搖頭，突然想到他這麼問的意思，難掩驚喜地道：「你要帶我飛到樹上

去？」 

他被她這有些誇張的反應給逗笑了，挑眉問道：「想去嗎？」 

衛明珠只糾結了一秒，「想！」 

燕昱澤再次扣住她的腰飛身而上，在兩棵樹之間來回借了兩次力，最後穩穩地落



在那棵大樹上。 

衛明珠忍不住探頭往下看，一邊拍著胸口道：「真的好高啊！不過幸好我沒有懼

高症。」說完，她又往遠處望去，臉上瞬間浮現驚豔的笑容，「好美……」 

燕昱澤一直低頭看著她，聞言，他的眼神跟著閃了閃，而後在心裡默默說了一句：

確實很美。 

他看著她毫不害怕的樣子，心弦被觸動了一下。他想，她應該對他也是有好感的

吧？至少她這麼信任他，還有，剛剛他們曾有那麼多次的肢體觸碰，她也並未表

現出排斥反感，他是不是可以有更多的信心了？ 

衛明珠欣賞完美景，連忙去看那個鳥窩，她興奮地拍拍他的胳膊笑道：「殿下你

看，真的有鳥蛋！而且還有六個呢！」 

「嗯，小心點。」燕昱澤拉著衛明珠，看她去拿那幾顆鳥蛋。 

其實他從來沒幹過這種事，他本是太子，從降生之日開始就承載著眾人的期望，

才剛懂事就已經習文練武，循規蹈矩。後來母后去世，他就更加沒這個閒心了。

他只是在軍營裡偶然聽過一些士兵們的閒聊，知道他們平日裡在家是怎麼野的，

才提出這樣的建議，沒想到她會這般高興。 

也許以後他只需要帶衛明珠玩遍各種好玩的就行了？他好像找到了讓心上人高

興的方法。 

衛明珠將鳥蛋放進袋子裡，小心翼翼地拿著，提醒他道：「我們慢一點，別打碎

了。」 

「好。」燕昱澤知道她喜歡自己有武功，有意在她面前表現，下樹的時候故意在

空中旋轉了幾圈，而後才翩然落地。 

看到衛明珠再一次臉紅，他就覺得自己做對了！ 

倒是衛明珠在他鬆手之後有點不自在，她感覺好像有什麼超出她的想像了。她以

為他只是把她當做妹妹，才對她多照顧一些，又因為她已經知道他裝病的祕密，

才能跟他一起玩得那麼開心，就像好朋友那樣。 

但是…… 

現在的情況好像不對勁啊，她怎麼有一種他們兩個在約會的感覺呢？剛才他是在

撩她嗎？難道英明睿智的太子殿下會喜歡她嗎？不是她不敢相信，而是後宮美女

如雲，她難道會中這種獎？她真的沒想過啊！ 

燕昱澤不知道她在想什麼，但是看出了她有點躲閃的動作，想了想，指著路邊草

叢裡的蛋問道：「那裡有野雞蛋，要拿嗎？」 

衛明珠輕咳兩聲，把鳥蛋給紫芸收好，說道：「都拿上吧！待會兒野餐也能豐盛

一些。」 

燕昱澤看著她走過去的背影，心裡有點苦惱，他該不該跟上去呢？剛剛那一下好

像把小姑娘嚇到了？難道是他的舉動太唐突？小姑娘會不會把他當成好色的登

徒子了？討心上人歡心怎麼比行軍打仗還難？ 

還沒等燕昱澤糾結完，衛明珠就拿著野雞蛋回來了，「殿下，公主一個人去了那

麼久，也不知道怎麼樣了。我們去找她吧？」 



他不想那麼快就結束他們倆的郊遊時光，絞盡腦汁地想著用什麼能誘惑衛明珠，

突地他靈光一閃，笑著說道：「想讓野餐豐盛一些的話，只有咱們獵到的那些可

不夠。敢不敢吃蛇肉？小德子帶了廚子來，會幫我們調味兒，很好吃。」 

衛明珠這次敢肯定他是在撩她了，而且還掐住了她是吃貨這最大的弱點！美男與

美食的雙重誘惑，叫她怎麼拒絕？！ 

衛明珠猶豫了一下，想著反正也不再騎馬，也不一起飛了，應該沒什麼吧？她要

是避得太明顯，豈不是讓兩人尷尬？再說了，以他們的身分，本來就不會有什麼。 

想通了之後，她點點頭道：「敢吃，可是哪裡有蛇呢？」 

燕昱澤忍不住笑了，轉身找了條路，「跟我來！」 

兩人小心地繞了很久，總算找到一條蛇並成功抓到了，接著燕昱澤又說山裡有幾

種特別好吃的果子，京裡是買不到的。 

衛明珠再一次被拐去繞了很久。 

然後燕昱澤又說山裡有一種野菜，拿來煮湯特別好喝，還能降火去燥，正適合配

那些肉類一起吃。 

衛明珠想了想，覺得他說的挺有道理的，畢竟光吃肉挺膩的，所以她自然又跟著

他去挖了一大兜野菜。 

再然後，燕昱澤突然想起他們忘了打魚，兩人又跑去打了幾條魚…… 

等燕昱澤再也想不出什麼藉口的時候，衛明珠才後知後覺的發現她這是被他給套

路了啊！可是真的玩得很開心怎麼辦？她感覺自己已經跟著他跑遍了整座山，找

遍了每一種好吃的，開心的同時，她不禁有些疑惑，她在他眼裡的形象難道就只

是個吃貨？也就是說，他看上了一個吃貨？眼光要不要這麼奇怪啊？！ 

不過她現在實在沒力氣深究他的眼光了，畢竟這樣繞啊走的，她真的累了，於是

她說道：「我餓了，我們找到三公主就趕快做飯吧！」 

燕昱澤見衛明珠面露疲色，有些自責地說：「都是我不好，這些事應該讓小德子

來做的，累壞了吧？」 

衛明珠有點不自在地搖搖頭，「雖然有點累，但是很高興，自己動手比等著吃有

意思多了，我以前從來沒做過這些事，沒想到這麼好玩，今天的野餐一定很豐盛。」 

燕昱澤笑了笑，「嗯，還會很好吃。」 

衛明珠不想再和他共騎一匹馬，他試探了一下她的態度，也不勉強，便陪著她慢

慢走去選好的空地，時不時扶一下她，以防她摔倒。至於三公主那邊，小德子會

安排下人去找，況且三公主身邊也跟著不少下人，他完全不用擔心找不到。 

沒一會兒他們三人就聚到了一起。 

三公主看著他們打到的各種各樣的獵物，滿臉的吃驚，「天吶！你們獵了這麼

多？」 

衛明珠笑道：「對啊，今天我們有口福了，殿下還帶了廚子來，不怕做得不好吃。」 

三公主看著他們神清氣爽的樣子，明顯相處得極好，放心的同時也覺得高興，她

坐到衛明珠身旁，笑說：「那我們就好好吃一頓，難得有這樣的機會呢，下次想

這麼玩，還不知道要等到什麼時候。」 



「對啊，這裡真是個好地方，人煙稀少，多清淨！」衛明珠確實喜歡上了這裡，

包括燕昱澤的那個山莊。 

她想她應該開始為將來打算了，既然穿越過來這麼久都沒被害死，還陰錯陽差地

擺脫了危機，那不如就好好規劃一下未來，給自己找點事做，總不能真的什麼也

不幹，專當米蟲吧？ 

燕昱澤看著她們道：「什麼時候想過來玩可以跟我說，我會安排，其他的不必擔

心。」 

衛明珠其實挺想答應的，但是一想到他的身分，就覺得還是保持一點距離比較妥

當，免得哪天被弄進王府裡當侍妾就完蛋了。她可是對後宮敬謝不敏的，從來沒

想過當個皇帝的真愛，然後一步一步往上爬，最後寵冠六宮什麼的。 

這麼一想，她就冷靜多了，有些躁動的心也平復下來，笑著回了一句，「多謝殿

下。」 

燕昱澤敏銳地發覺她對他的態度和之前有些不同了，好像無形之中他們之間隔了

一層什麼，可他完全不知道是哪裡出了錯，明明他們相處得很好，在一起很開心，

他還想著什麼時候要向她表明心意呢，為什麼她突然想要拉開距離了呢？難不成

他連那個馮世輝都比不上？聽說她以前對馮世輝可是死心塌地的，那種人有什麼

好？ 

兩人突如其來的沉默讓三公主怔愣住了，她有些不明所以地看看他們，而後搖搖

頭站起身，催促下人們快點把食材收拾好。 

她以前很想撮合他們的，可總是顯得皇帝不急急死太監的樣子，這回她學聰明

了，她什麼也不用做，只要讓那兩人多多單獨相處就行了。以後啊，她就專門給

衛明珠當護身符，用她在場來保護衛明珠的名聲，任誰也不會猜疑衛明珠和她二

哥有什麼的，兩全其美！ 

燕昱澤摸不準衛明珠在想什麼，他又沒有這方面的經驗，想著多說多錯，乾脆就

先順著她的意思，免得一個不小心把人推得更遠，那可就得不償失了。 

於是他拿來兩條收拾好的魚，笑道：「要動手烤一條嗎？坐著也沒意思。」 

「呃……好啊。」衛明珠接過魚，在他旁邊慢慢烤了起來。 

其實她有點緊張，她知道他那麼聰明，肯定馬上就能發現她的不同，但這就讓她

有點尷尬了。明明之前她跟他玩得那麼開心又毫無顧忌，這會兒突然要疏遠，豈

不是矯情？ 

會不會被誤會成欲擒故縱啊？她真的好糾結啊，完全不知道該如何應對，上輩子

那麼倒楣，她哪能想到穿越古代就中大獎了呢！ 

面對這麼出色的男人，她怎麼可能一點都不動心？而且發現他在撩她的時候，她

的心跳都不知道快了多少倍，可是她之前真的是把他定位為巨星偶像，把自己當

成一個小粉絲，當然很想要一切能接近男神的機會，把那些都當做福利。 

但是一發覺男神似乎對她有意思的時候，她馬上就慫了。這是古代啊，男神是必

定會奪嫡的王爺啊，男神的世界太複雜，將來還會有三宮六院，她真不能跳這個

坑！ 



所幸打到的那麼多獵物真的被做成了極品美味，總算安撫了衛明珠受到驚嚇的小

心肝，讓她的心情終於淡定下來，像從前一樣對待燕昱澤，不過分親近也不會故

意疏遠，保持在朋友的合適距離。 

不管別人怎麼想，她自認為這一趟打獵之行是完美結束，成了她記憶中特別美好

的一天！ 

第四十四章 兩人都失眠 

夜裡，燕昱澤再一次失眠了，不過這次他不是被惡夢侵擾，而是滿腦子都想著衛

明珠。他沒辦法去問其他人要怎麼和一位姑娘相處，也不知道衛明珠有意保持距

離是不是根本就不喜歡他，這讓他很困擾，不知道接下來該做什麼，且他一直隨

身帶著的夜明珠再一次錯失了送出去的機會，只能和他留下來的那一顆擺在一

起。 

明明是一對，卻好像很孤獨的樣子。 

燕昱澤讓小德子深夜去搜集了許多民間話本，睡不著就一本接一本的看，他想著

話本裡這些莫名其妙的人都能拐著大家閨秀私奔，應該都是很會討好姑娘的吧？

多學學想來也沒有什麼壞處。 

在燕昱澤刻苦學習的時候，衛明珠發現自己居然自穿越以來頭一次失眠。 

為什麼這麼好的男人不在現代讓她遇到呢？ 

但是這麼好的男人，在現代能看上她嗎？ 

不過老實說，就算在古代，她也不知道他究竟看上她哪一點，她覺得自己就是一

個普通女孩子，沒有什麼特別的。 

而且據說她現在名聲很差呢，在古人的眼裡，應該就是那種絕不能做朋友，更不

能娶回家的類型，結果勒，三公主把她當親姊妹一樣，燕昱澤還好像對她有意

思……這對兄妹是連審美眼光都要這麼與眾不同嗎？ 

衛明珠在床上翻來覆去的，有了燕昱澤喜歡她的這個前提，她再去想最近兩人接

觸的那些事，就感覺全都浮現出了粉紅泡泡……前一天他肯定是故意支走三公

主，想跟她單獨說話吧？什麼後院的花開了，根本就只是藉口，她當時竟然沒發

現。 

還有，他在她面前的笑容那麼真實，完全不像對著別人那種面具式的微笑，她早

就應該看出其中的不同啊！像他那樣處心積慮要奪嫡、做大事的人，因為想約會

就空出一整天特地陪著她，還帶她到山莊打獵，光是保密就要費很大的力吧？ 

完了，越想越覺得他好了。可是這麼好的男人她居然不能要，簡直天理難容！為

什麼在她決定要做個天煞孤星之後，非得給她送來一個男神呢？這不是在勾引她

嗎？！ 

衛明珠一把拉起被子把自己蒙在裡面，她好氣啊，這樣的男人要是在現代，她絕

對馬上拉著他去辦理結婚登記，為什麼偏偏是在古代？！在古代！在古代！ 

所以一定要理智啊，牙刷和男人不能共用，就算再多的誘惑，她也一定要守住心

防，堅決不跟任何女人共用一個男人！ 

衛明珠這一晚對自己說過的最多的話，就是要堅決捍衛驕傲和尊嚴。穿越無所



謂，該有的堅持不能丟！ 

 

 

一夜過去，在外人看來，燕昱澤和衛明珠相處時並沒有什麼異樣，但他們之間那

種微妙的變化，兩人都感覺到了，而且心情因此起伏不定。 

衛明珠常聽人說愛情最開始的時候是酸酸甜甜的，最動人的莫過於最初那一點動

心，那一點曖昧，那一點彼此試探，在還不能確定對方心意的時候，總會忍不住

不停的猜測，就像數花瓣賭對方愛不愛自己一樣。 

她不知道自己現在算不算處在那個階段，也沒有個經驗參考，誰叫她從前一直是

演惡毒女配那種角色。不過她知道現代的離婚率有多高，知道娛樂圈裡的男女關

係有多複雜，早就將這些看得透透的，可不會因為最初這一點動心，就去幻想和

將來的皇帝一生一世一雙人，嫁給皇家人可是不能和離的。 

古往今來，她還不知道有哪個皇帝是一輩子沒碰過第二個女人的！ 

衛明珠承認她的考量比較現實而理智，就像她在穿越之初就知道自己一定不能適

應封建社會那些嚴苛的規矩一樣，她沒想過要改變什麼，甚至沒想過自己會活太

久，她只希望能夠安安穩穩的過完這一生就好。 

所以在燕昱澤提起可以親自教她武功的時候，她連忙拒絕，笑說：「殿下，昨兒

個跑了一天把我累壞了，現在腿還疼呢！我想了想，練武實在太苦了，蹲馬步什

麼的聽起來就很嚇人，我看還是算了，不學了。」 

他想問她是不是不想跟自己學，話到嘴邊卻走了樣，「這樣吧！我安排一個武師

傅給妳，什麼時候妳想學了就學學，不想學就當他不存在。」 

他都替她設想到這般地步了，她要是再拒絕就顯得不近人情了，於是她福了福

身，低頭道：「謝殿下。」 

燕昱澤輕咳一聲，又道：「我收到消息，袁將軍要進京了。他已經鎮守邊關十餘

年，此次若能留在京城也是好事。到時候我會當面再詢問妳哥哥的事，妳不要太

著急。」 

衛明珠看了他一眼，點頭應道：「謝殿下，哥哥也不是小孩子了，也許他有他的

打算。我為了這點家事麻煩殿下已是不該，萬萬不能耽誤了殿下的正事。」 

「不會耽誤，放心吧！」燕昱澤輕輕歎了口氣，回想夜裡看的那些話本，總覺得

按照裡頭寫的做又很奇怪，話本裡的那些人物真的不是登徒浪子嗎？ 

不過送東西關心總是沒錯的，於是他吩咐小德子取了一盒宮廷藥膏，專門治療身

體酸痛的給她。 

衛明珠收下後道了謝，兩人便去找三公主一起回京了。 

燕昱澤坐在馬車裡看著夜明珠苦笑，本要送個好東西做禮物，最後怎麼送了盒藥

膏呢？ 

 

 

回京之後，日子又恢復跟以往一樣。 



衛明珠決定要好好打理店鋪，但她必須先瞭解一下京城的市場。她是演員，對做

生意並不是很在行，她得知道有什麼東西是她會的而這裡沒有的，賣個新奇，興

許能賺到錢。 

三公主整日無所事事，便陪她在京裡轉悠。 

這一日，兩人來到一間珠寶閣，看看新出的首飾有什麼花樣，誰知李雪嬌和衛明

月也在裡頭。 

衛明月一看見衛明珠就變了臉色，眼神兇狠的瞪著她，必須努力克制才不會衝上

去打人。 

李雪嬌冷哼一聲，對著衛明珠斥道：「見到本妃還不行禮？果然是個沒教養的東

西！」 

三公主眉頭一豎，怒道：「妳罵誰呢？有空還是管管妳身邊那位吧！如今誰不知

道她曾經當過山寨夫人，果然跟著三弟妹的都是頂頂有教養的人。」 

「妳！三公主，妳別太放肆！」李雪嬌自從成了嘉王妃，無論到哪兒，眾人對她

都是奉承討好，偏偏在衛明珠和三公主面前她從來都討不到好。她將來會是高高

在上的皇后，她們憑什麼這麼囂張？ 

三公主還要再說什麼，衛明珠拉了她一把，福身道：「嘉王妃萬安。」 

該有的禮數還是要有，不然到哪裡都是理虧。 

李雪嬌有意不叫她起身，三公主立刻指著衛明月道：「見到本宮還不行禮，妳這

是藐視皇家？」 

這麼大一頂帽子扣下來，衛明月馬上規規矩矩地行禮。 

三公主得意地看著李雪嬌，意思很明顯，李雪嬌敢折騰衛明珠，她絕對會在衛明

月身上加倍找回來！ 

李雪嬌憤恨地一拍桌子，看著衛明月蒼白的臉色有些心疼，冷聲對衛明珠道：「起

來吧！」 

衛明珠站直了身子，對三公主道：「我們走吧，去別家看看。」 

三公主冷哼一聲，瞥了衛明月一眼，開口道：「起來吧！在外還要時時刻刻等人

行禮，嘉王府的架子可真大。明珠我們走，一大早就碰見烏鴉叫，晦氣！」 

衛明珠忍不住笑了，她和三公主一同往外走，卻聽到衛明月陰森森的嗓音從身後

傳來——  

「姊姊這麼急著走做什麼？莫非是做了什麼虧心事，害怕見到妹妹不成？」 

衛明珠狀似驚訝地回過頭，好笑地道：「平日裡我看到蛇蟲鼠蟻也會掉頭走啊，

但那可不是因為害怕，妳真是太不瞭解我了，還有，日後莫要再叫我姊姊，我已

和忠勇侯府斷絕關係，與妳自然更是疏遠。」 

被暗指為蛇蟲鼠蟻的李雪嬌和衛明月同時黑了臉，衛明月無法忍受的厲聲道：「明

明是妳害我被抓，妳還巧舌如簧逃過罪責，早晚有一日妳會遭報應的！」 

「做壞事的人才會遭報應，跟我有什麼關係？倒是妳……」衛明珠上下打量著衛

明月，假裝露出一副關心的表情道：「也不知是做過什麼才會落得如此下場。」 

李雪嬌氣憤的道：「衛明珠，妳別太過分！」 



衛明珠淡笑道：「嘉王妃息怒，民女只是實話實說罷了。是這位馮夫人要拉著民

女閒聊，若嘉王妃不喜，那民女走就是了。」 

衛明月咬咬牙，質問道：「衛明珠，廢話少說，妳把我娘藏到哪兒去了？」 

「無憑無據的事可不要亂說，之前那件山匪案鬧得沸沸揚揚，不知有多少雙眼睛

盯著，更是由嘉親王親自審理，跟我毫無關係，妳這麼問我，難道妳是在質疑嘉

親王辦事不力？」衛明珠偏頭看著衛明月，等她回答，似乎真的很好奇衛明月是

不是認為嘉親王判錯案。 

衛明月連忙看了李雪嬌一眼，低聲道：「王妃，我不是那個意思，我只是心急想

找到我娘。」 

李雪嬌憐惜地拍了拍她的手，「我信妳，是有些人狡猾如狐，逃脫罪責。不過妳

放心，我一定會讓王爺還妳一個公道。」 

衛明珠看著她們姊妹情深的這一幕，深深覺得嘉親王為了拉攏李丞相而娶李雪嬌

簡直是愚蠢，有這樣的王妃，除了扯自己後腿，還有什麼用？ 

她懶得再和這兩人糾纏，拉著三公主就要走，她還要去研究做什麼生意呢！ 

這時，馮世輝提著糕點從門口走了進來，看到三公主連忙行禮，待轉頭看到衛明

珠，不由得愣住了，臉上滿是不可置信，「妳……妳是衛明珠？」 

三公主嗤笑一聲，「是不是與你有什麼關係？還不快滾過去伺候你那高高在上的

妻子？不然小心嘉王妃不放過你。」十幾年的未婚妻都認不出來，只是瘦了二十

斤，又不是變了臉，什麼東西！ 

馮世輝臉上閃過羞怒之色，卻聽李雪嬌在那邊喝道——  

「怎麼買個糕點也這麼慢？明月早上沒吃東西，你就不知道趕著點嗎？」 

馮世輝暗暗吸了一口氣，走過去笑著遞出了手中的糕點，柔聲道：「明月，餓了

吧？快坐下吃一點，我叫掌櫃的上壺茶來。」 

衛明月剛剛還被三公主和衛明珠諷刺，此時見馮世輝捧著自己，頓時覺得找回了

尊嚴，笑著說道：「世輝哥，你對我真好，還是你最心疼我了。」她看向衛明珠，

故作感傷地歎了口氣，「說起來我們三人是從小一起長大的青梅竹馬，沒想到如

今你我未變，姊姊卻同我們這般疏遠了，當真是造化弄人。」 

衛明珠每次看見衛明月在自己面前秀恩愛都很想笑，她為什麼總是以為她會因為

這種事不舒服？要說不舒服，那也是因為覺得他們噁心！ 

於是她笑說：「是啊，我們還真是從小一起長大的青梅竹馬呢！看在曾經有這麼

點情分上，我勸你們一句，儘早請大夫給衛明月把把脈，萬一衛明月在這時候有

了身孕，孩子該姓什麼呢？這樣才真的是造化弄人。」 

「衛明珠！」衛明月猛地起身，衝上去就要打衛明珠。 

衛明珠開口的時候，馮世輝就有所警惕，認為她一定說不出什麼好話來，可他們

萬萬沒想到她會說得這麼難聽，馮世輝當場鐵青了臉，緊握雙拳，青筋直冒。 

三公主的護衛往前一擋，直接一把將衛明月給推開，沉聲道：「行刺公主，該當

何罪！」 

李雪嬌一把摔了茶杯，「三公主！妳這是什麼意思？」 



三公主冷哼道：「是你們找麻煩在先，居然還敢質問本宮，你們可真有意思。得

了，本宮嫌這兒吵，你們願意在這兒鬧就繼續鬧吧，明珠我們走！」 

衛明珠跟著三公主走出門去，還不忘回頭叮囑一聲，「可別忘了看看大夫啊！」 

馮世輝受不了這般刺激，陰狠地對衛明月罵道：「馮家的臉都被妳丟盡了，這下

子妳滿意了吧？」罵完，他拂袖而去，連李雪嬌的怒喝都懶得理會。 

三公主對衛明珠笑道：「妳可真壞呀！」 

衛明珠有些可惜地道：「我也就只能這麼氣氣他們了。」 

三公主露出幾分驚奇之色，「要不然妳還想做什麼？我看他們都快氣死了，而且

被妳這麼一挑撥，馮世輝一定會找大夫給衛明月把脈，衛明月肯定會羞憤欲死，

然後不管她有沒有身孕，他們倆那層表面關係都得破。」 

衛明珠微微笑道：「那是，如果這點功力都沒有，我還混什麼呀？我覺得在京城

有一點特別不好，走幾步就能遇到個官啊、夫人啊什麼的，我現在跟侯府沒關係

了，只是個伴讀，身分不知道在多少人之下，動不動就要行禮問安，真是很煩，

尤其遇到李雪嬌那種人，誰願意向她行禮呀！」 

三公主心裡一個咯噔，警惕的問道：「明珠，妳這意思……難不成妳想離開京城？」 

天大地大，衛明珠很想去看看古代的世界，看看那些古色古香的風景。不過她也

知道，一個女人古代外出會有多危險，再加上交通又不方便，讓她暫時打消了這

個念頭。 

「再說吧，以後的事誰知道呢？」 

好友還沒成二嫂呢，就已經有要離開的心了，三公主不禁替二哥感到著急，連忙

勸道：「妳傻不傻啊，妳在京裡認識的人好歹還多一點，有個什麼事也能互相幫

襯，就算行禮，那也就皇家這些人唄。可是妳要是去了別的地方，看見縣令都得

行禮，我跟妳說，有的地方縣官可壞了，妳沒準還會被惡霸給搶了去呢！」 

衛明珠噗哧一笑，「有沒有這麼可怕，況且我哪有這麼倒楣啊，不過妳怎麼說得

好像妳去過似的。」 

三公主臉一紅，「我是沒去過，可是我二哥去過那麼多地方……不行，妳跟我去

我二哥府裡，讓他告訴妳外面有多危險。」 

衛明珠忙拉住她，「別別別，妳二哥是王爺，人家有正事要做的，咱們不能總跑

去打擾他，更別說是這點小事，咱們還是去別的鋪子轉轉吧！」 

「妳想多了，二哥肯定願意讓咱們去的，他那兒還有好吃的呢，妳真不去？」三

公主很想把衛明珠拐去，感情得多多相處才能培養起來啊！ 

衛明珠打了她一下，笑道：「什麼好吃的，妳當我就知道吃呢！反正我要去看鋪

子了，妳要是不想去，那妳就去睿王府等我，我辦完事再去找妳一起回宮。」 

三公主見她打定主意不去，只好道：「那算了，還是看鋪子要緊。妳跟我說說妳

有想法了嗎？妳到底想賣什麼啊？」 

「我有很多想法，但是我覺得應該從最簡單、最不容易出錯的一種開始。本來我

想開酒樓，但是做吃食生意，食材必須新鮮，廚子必須忠誠，方方面面要操心的

不少，而且我覺得我要是開酒樓，衛明月肯定會想辦法搞破壞，到時投毒什麼的，



不僅生意做不成，我的名聲也毀了，只好暫時打消這個念頭，可能就做一些布偶

刺繡之類的吧！」衛明珠一邊看著街道兩旁的鋪子，一邊將自己的想法說出來。 

三公主疑惑的問道：「布偶刺繡？妳是說那種給小娃娃玩的布老虎？」 

「對啊，不過樣子要改改，好看點，讓人見了就喜歡。不光是給小娃娃玩的，咱

們這樣的姑娘家也可以玩啊，甚至夫人們也可以關起門來偷偷的玩。」衛明珠笑

道。 

可是三公主滿腦子都是布老虎的樣子，她見過真正的老虎，威風凜凜，總覺得布

老虎把老虎給醜化了，導致她對衛明珠的這門生意頓時失了興趣。 

「明珠，要不然鋪子還是別管了，妳又不缺銀子，弄這些做什麼？」 

衛明珠挑挑眉，笑道：「妳放心，姑娘們肯定喜歡的，我讓紫芸先做兩個出來給

妳看看，到時候妳就知道了。」 

三公主想到她時常冒出來的那些奇怪點子，稍微多了那麼點期待。 

第四十五章 三公主有意撮合 

兩人逛街逛到下午，三公主一定要拉著衛明珠去睿王府吃飯。 

「咱們都出宮了，不去看看我二哥怎麼行？二哥的身體那麼不好，也不知道有沒

有好好喝藥，反正到吃飯的時候了，吃過飯再回去吧！」 

她關心她二哥的身體，衛明珠也不好拒絕，只得跟上。 

她不願意去倒不是怕燕昱澤跟她表示什麼，她怕的是皇上直接把她賜婚給他啊！

賜婚什麼的完全不講人權，那個嘉親王不就被賜了正妃、側妃？以後還會有其他

側妃侍妾。皇上為了多點孫子，可是很愛給兒子賜婚的，所以她只想讓那些貴人

都忽視她，她只要安安穩穩過她的小日子就好了。 

見到燕昱澤，衛明珠免不了還是有些尷尬，她就坐在一旁，儘量少說話，聽三公

主關心他的身體就好。 

她之前問過燕昱澤為什麼不告訴三公主實情，他很無奈的跟她說，三公主脾氣太

火爆，又不容易藏得住祕密，要是真跟三公主說了，恐怕不出半個月就會被人知

道，而且三公主最不喜歡忍氣吞聲，若真知道他身體無礙，哪裡能受得了看他被

人輕視？ 

三公主拉衛明珠來就是為了給他們製造機會，便趁著飯菜還沒準備好，她說要去

看花，起身就跑了。 

衛明珠一愣，忙要跟過去，卻被燕昱澤給叫住了。 

「衛小姐留步。」他看著她笑道，「之前說過要給妳找個武師傅，我已經找好了，

以後就讓他跟著妳做護衛吧！妳打斷了忠勇侯的腿，又和衛二小姐結了仇，想來

他們定會懷恨在心，還是小心一點為好。」 

衛明珠搖頭道：「這可使不得，我只是公主的伴讀，怎麼能帶護衛呢？」 

「這妳不用擔心，明面上就讓他做三妹的護衛，妳出宮的時候，就說是三妹派他

保護妳就行了，這件事我已經跟三妹說過了。」燕昱澤擔心她的安危，直接安排

暗七去保護她，也就是從前的陳管事，正好他們比較熟悉。暗七在侯府時易了容，

現在恢復原貌，也不會有什麼不妥。 



衛明珠想想，這樣的安排還挺好的，她確實想要體驗一下習武的感覺，便點頭道：

「多謝殿下為我考慮周全，我會認真學的，定不辜負殿下一番好意。」 

燕昱澤輕笑一聲，看著她半晌，突然傾身靠近她，緊盯著她的眼睛問：「為什麼

疏遠我？」 

衛明珠嚇了一跳，趕緊把身子往後仰，睜大了眼睛道：「殿下，你……」 

「妳知道我在說什麼，明珠，別說假話。」燕昱澤離她只有一指的距離，堅持要

問到答案。 

兩人靠得這麼近，讓衛明珠感覺有點呼吸困難，雙頰也開始發熱，「我……我、

我不該保持距離嗎？你是王爺，我是公主的伴讀，本來就該有距離的。」 

燕昱澤不依不饒地又問：「那天我們明明相處得很開心，妳看出我心悅妳了，對

不對？明珠，告訴我，我哪裡做錯了？」 

衛明珠往門口瞄了一眼，下一刻就被他的雙臂困在他和椅子之間，哪兒都逃不

了。她氣呼呼地想，人家都是壁咚、地咚、床咚，她這算什麼？椅子咚嗎？ 

「殿下魅力無雙，誰跟殿下一起出去玩都會很開心，但是該有的距離還是要有。

殿下沒做錯什麼事，但我是不會給人做妾的，自然要自覺的遠離殿下。」 

燕昱澤一愣，有些反應不過來，「妳因為不願做妾所以遠離我？」 

「是，明珠多謝殿下厚愛，但我最討厭什麼侍妾、通房之流了。」 

他心想，也許是因為忠勇侯府太亂了，而她和生母、哥哥又被林婉柔害過多次，

才會對妾室深惡痛絕，便笑道：「誰說要讓妳做妾了？我從未想過要那樣折辱妳。」 

不是妾那就是妻了？衛明珠吃驚地看著他，「怎麼可能？那不合適！」 

燕昱澤笑道：「我想做的事還沒有做不到的，我想娶誰為妻，也沒有人可以插手，

就算是父皇也不行，不然為什麼三弟被賜了正妃、側妃，我還可以拒絕娶親？」 

聽他提到了正妃和側妃，衛明珠的思緒又被拉了回來，忙道：「對，一正妃、兩

側妃，還有許多侍妾和通房。殿下，將來會有諸多女子陪伴你，多我一個不多，

少我一個也不少，殿下就當我不識抬舉，忘了我吧！」 

燕昱澤有些不悅的皺起了眉頭，「什麼不識抬舉？好好說話！妳來我府裡這麼多

次，何曾見到過什麼侍妾通房？其他女子都不是妳，我們在說妳我之間的事。」 

衛明珠本來是不想把自己的想法明說的，畢竟跟一個要做皇帝的人說一輩子不許

有別的女人，在古人眼裡得有多奇葩？但是他這麼認真的問她，讓她既感動又有

些不知所措，索性決定不多想了，就照著直覺說吧！ 

「其實……我們的想法不一樣，你別怪我異想天開，但我若是嫁人，必要……」 

「二哥，明珠！你們猜我聽到了什麼？那個衛明月竟然真的懷上了，哈哈哈，是

不是很好笑？這下子馮世輝就成了烏龜王八蛋了，看他以後還有沒有臉見人！」 

三公主出現的瞬間，燕昱澤和衛明珠迅速拉開距離，像是什麼也沒發生過的樣

子，不過燕昱澤忍不住氣惱的腹誹，到底是誰這麼嘴碎，講這種渾話給三公主聽！ 

三公主沒看出他們兩人的異樣，跑到衛明珠身邊坐下，喝了口茶，笑著又道：「明

珠，今兒個早上妳不是叫馮世輝請大夫給衛明月把脈嗎？我派人跟著他們，就想

看看他們的笑話，沒想到妳一語成讖，衛明月真的有身孕了！是不是很痛快？」 



衛明珠有些幸災樂禍地道：「真的啊？沒想到我還有烏鴉嘴的潛質，這下子馮世

輝的帽子綠透了！有沒有說是幾個月的身孕啊？」 

三公主想了想，驚訝地道：「不足兩個月，這還真是分不清了，孩子也有可能是

馮世輝的。」 

「這才有意思啊，妳說他讓衛明月落胎，萬一落了自己的孩子怎麼辦？不落的

話，萬一是山匪的孩子又該怎麼辦？」衛明珠只要一想到他們扎心的樣子就笑個

不停，「這下子衛明月完了，他們之間那根刺是怎麼拔也拔不掉了。我之前看馮

世輝做小伏低的對衛明月好，完全是因為被李雪嬌壓著呢！但是現在衛明月懷了

個父不詳的孩子，我就不信馮世輝還能忍得下去。」 

燕昱澤看到衛明珠因為說馮世輝的事笑得那麼開心，心裡悶悶的有些不舒服，他

故意咳了兩聲，試探地問道：「妳們今日遇到馮公子了？」 

衛明珠剛才光顧著笑渣男賤女，忘了身邊還有一位追求者，這會兒不免有些尷尬

了。在燕昱澤面前提起前未婚夫，是不是不太合適？ 

三公主依舊狀況外，有些興奮的回道：「我們早上碰見李雪嬌和衛明月了，後來

馮世輝也去了。」 

「他是特地去找妳們的？」燕昱澤的眉頭又皺得更深了，他突然想起第一次在宴

會上見到衛明珠的時候，馮世輝還試圖對衛明珠表明心意，扭轉名聲，想起來那

個男人真礙眼，居然做了衛明珠十幾年的未婚夫。 

聞言，三公主有些驚訝，待反應過來後，又覺得他這樣子很好笑，不由得笑道：

「不是找我們，是去找他妻子衛明月，不過當時他看到明珠嚇了一跳，都不敢認

了，要多蠢有多蠢。」 

燕昱澤的視線落到衛明珠身上，她和他記憶中初見時的樣子確實有很大的差距。

可是為什麼衛明珠解除婚約後瘦了這麼多？難道是放不下馮世輝？ 

衛明珠下意識地解釋道：「他不認識才好，早說過當陌生人互不理會最好了。」 

燕昱澤沉吟道：「然後呢？明珠怎麼會叫馮公子給馮夫人請大夫？」 

衛明珠差點沒笑出來，剛才他還管衛明月叫衛二小姐，這會兒就叫馮夫人了，他

這是在吃醋，間接提醒她馮世輝已經娶妻了，讓她不要再對馮世輝有任何想法？

呵，她對那個渣男連多看一眼都懶。 

三公主馬上說道：「衛明月有病，每次看見明珠不找麻煩好似全身都不舒服，今

天也是，故意說什麼他們三人青梅竹馬，不就是想炫耀馮世輝只對她一個人好

嗎？明珠當然不給她臉了，直接叫馮世輝去請大夫替衛明月看看，別懷了孩子都

不知道該姓什麼。哈哈哈，二哥你沒看到他們兩個當場臉就青了，衛明月還想撲

過來打明珠，哼，被護衛直接推一邊去了。後來馮世輝回家就找大夫給衛明月看

了，這下子他們還不得鬧翻天？」 

衛明珠聽這話有點不對，怎麼說得好像她見不得衛明月秀恩愛才那麼做的呢？她

看了一眼燕昱澤，果然，他的表情有點深沉，大概真像她想的那樣吃醋了。 

吃個渣男的醋？真有意思，想著想著，她忍不住就笑了。 

燕昱澤看向她，悶悶的問道：「妳就這麼高興？」 



衛明珠連連點頭，「衛明月欺負了我多少年啊，現在還像隻臭蟲一樣不停的往我

眼前跳，看她倒楣我就高興。」 

三公主突然反應過來，有些訝異的道：「咦？二哥，你剛才管明珠叫明珠，你怎

麼不叫她衛小姐啦？」 

燕昱澤看著衛明珠道：「叫衛小姐太生分了。」 

三公主開心的笑著附和道：「對對對，太生分了，就該叫明珠，明珠多好聽啊！」 

衛明珠被他們倆一唱一和地鬧了個大紅臉，她羞窘得拍了三公主的手臂一下，嗔

道：「吃飯了，笑那麼多會肚子疼！」 

燕昱澤看到衛明珠因為他而臉紅，這才暫時把對馮世輝的反感給拋到一邊，想著

他得再找機會把剛剛沒問完的問題問清楚，她若是要嫁人，必要對方怎麼樣呢？

幫她報仇？幫她找人？陪她遊山玩水？還是別的什麼？太多種可能了，他完全猜

不到她的想法。 

由於他執著於這個問題，等飯菜送上來後，也沒什麼胃口，夾了幾筷子就不吃了。 

見狀，三公主好言好語的勸了他一番，簡單來說就是要好好吃飯，照顧好身子，

而衛明珠見他表情有些凝重，不知道在想些什麼，但也不好多說，免得他又問她

一些她無法招架的問題，更別說三公主還在場呢！ 

由於她們來的時間本來就晚，吃完飯就該回宮了，三公主又不知道燕昱澤有話要

說，理所當然的拉著衛明珠走了。 

燕昱澤的心就這麼被衛明珠未竟的話給吊得不上不下的，除了歎氣，他還真不知

道說該怎麼辦，直到在練武場打了一個時辰的木樁才感覺舒坦點。 

 

 

回到宮中，三公主拉著衛明珠笑嘻嘻地問：「快說，妳和我二哥是怎麼回事？怎

麼他突然『明珠』、『明珠』的喊妳了？」 

衛明珠輕打了她一下，沒好氣地嗔道：「妳還好意思說？我看妳今天非要去睿王

府吃飯，就是不安好心！什麼關心哥哥身體，什麼不去看一眼不放心，妳跑開那

麼久，根本就是想讓我跟妳二哥單獨相處！」 

三公主跟她打打鬧鬧，笑道：「哎呦，妳看出來啦？是不是發現我二哥是個不可

多得的好男人？再說了，妳跟我這麼要好，妳不做我二嫂多虧啊！」 

「妳還說！看我怎麼教訓妳！」 

「來呀來呀！妳哪有我跑得快？」 

兩人在三公主的寢房裡跑來跑去，嘻嘻哈哈的。 

三公主還故意一邊打趣道：「妳快告訴我呀，妳和我二哥是不是互表心意了？我

二哥最守禮了，肯定不會輕易叫妳明珠的！」 

衛明珠跑累了，歪到軟榻上無奈地道：「真不是妳想的那樣，殿下是殿下，我是

妳的伴讀，什麼都沒變。」 

三公主立即坐到她旁邊，推了推她，難以置信的道：「不可能啊……不對，為什

麼啊？我二哥肯定是喜歡妳的，所以是……妳不喜歡我二哥？」 



衛明珠答非所問，「公主，今兒個我才跟妳說過不喜歡在京城裡見了人總是要行

禮，我要是進了王府成了皇家人，那以後的日子還能消停嗎？再說了，我和妳二

哥的身分本來就不匹配，我自己是不在乎，但是別人在乎啊！要是天天指指點點

的，我煩都要煩死了，妳也知道我最怕麻煩了，我只想過閒雲野鶴的生活。」 

「妳別顧左右而言他，我問的可是妳喜不喜歡我二哥。」三公主沒被她糊弄，還

是緊揪著這個問題不放。 

衛明珠好笑地道：「妳這是幫著妳二哥刺探軍情呢，什麼喜歡不喜歡呀，妳又沒

喜歡過人，妳哪裡知道？妳看當初衛明月和馮世輝說他們的感情情比金堅，兩人

又是青梅竹馬，不惜背叛我也要在一起，結果現在呢，恨不得弄死對方。喜歡什

麼的太不切實際了，咱們還是考慮一下現實問題，比如說開鋪子賣點什麼。」 

見她說完了起身就要走，三公主忙拉住她，笑問道：「我不管我不管，什麼現實

問題？妳有什麼問題統統告訴我二哥，他保管給妳解決，我二哥可是無所不能！

妳要是我二嫂就好了，這樣以後我有我二哥保護我，還有我二嫂陪我玩，妳說是

不是很幸福？」 

衛明珠一反身就抓住她撓癢癢，「什麼二嫂二嫂的，叫妳再說！妳以後不許再提

了，要是被妳真正的二嫂知道了，還不得恨死我？」 

三公主笑得喘不過氣，但還是要說，「我不管，我不管，我就要認妳做二嫂！妳

肯定是因為馮世輝的事不相信感情了，我跟妳說，妳這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

繩，我二哥跟別人不一樣，他肯定對妳好！」 

「怕什麼草繩，妳想什麼呢！就馮世輝那種人渣敗類，哪能影響到我？」衛明珠

放開她，去桌邊倒茶喝。 

三公主輕哼一聲，「騙誰呢？要不是在乎他，妳會在落水後性情大變？妳分明就

是恨死他們兩個了，後來才把他們整得那麼慘。」 

衛明珠的動作一頓，這真是跳進黃河也洗不清了，誰叫她就是性情大變了呢？總

不能跟人說她其實換了個魂兒吧？這刺激過度性情大變的人設她只能硬扛了，她

無奈的道：「好好好，妳說什麼都好，但是我現在不在乎他們了，好了，別說這

些了，嫁人哪有自己一個人自在，妳願意跟人搶相公啊？有那個功夫，還不如多

賺點銀子，有了銀子，想要什麼男人沒有？養幾個面首還比爭男人強。」 

三公主才來到桌邊給自己倒了杯水，正喝進一口，卻被她驚世駭俗的言論給嚇得

嗆到了，抓著她咳嗽了老半天。 

等她好不容易緩過氣來，她驚懼的質問道：「明珠，妳要養面首？！天吶！怪不

得妳不想做我二嫂，進了我二哥府裡還不知道要和幾個女人爭，養面首就是幾個

男人爭妳了，原來妳喜歡這樣……」 

衛明珠無語地看著她，這人還能不能好好溝通了？「我就是打個比方，誰說我要

養面首了？」 

三公主焦慮的反駁道：「別人打比方怎麼不提這個呢？這說明妳心裡就是這麼想

的，我的天，我得緩緩，這可怎麼辦？妳還要不要做我二嫂了？二哥，二嫂想要

養面首怎麼辦？妳到底是怎麼冒出這種想法的？太嚇人了！」 



衛明珠懶得跟她說了，受不了的搖搖頭，趁她還陷在自己的世界裡自言自語的時

候直接回房。 

她白天想了幾種布偶的樣式，得想辦法畫出來，也不知道能不能順利做出來，哪

有閒功夫糾結那麼多？ 

她衛明珠可是生來就要瀟灑度日的，誰愛糾結誰糾結去，她只管此時此刻的舒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