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十一章 易府祝賀露一手 

二月三日一大早，葉心、葉清和以及葉清山就去了易府，來慶賀的人還不少。 

葉清山把他們準備好的賀禮遞給前門負責招待的人，站在一旁的引泉看見了三

人，立刻迎了上來，「兩位葉少爺和葉小姐，您們來了，這邊請。」 

「易大哥呢？」葉清和問道。 

引泉道：「大少爺送盧少卿進屋去了，您這邊請。」 

沒想到鴻臚寺少卿盧有丁也來了，看來如今易雲柏在京城的生意做得確實不錯。 

引泉知曉易雲柏和葉家的關係，解釋道：「大少爺原本是想等著您過來，但是老

爺讓大少爺一起。」 

「無礙。」葉清和道，他們和易雲柏很熟了，這些細節並不用在意。 

走到一個拱門處，引泉喚來一旁的丫鬟，「妳引葉小姐去女眷那邊，切勿怠慢。」 

丫鬟立刻恭敬應聲。她知曉葉心是易雲柏認下的妹妹，如今易府上上下下都聽說

過葉心，也知曉若是葉家來人，一定要奉為上賓。 

女眷這邊已經坐了不少人，丫鬟把葉心引過來，對著正中間的中年婦人道：「夫

人，這位是葉小姐。」 

「伯母。」葉心有禮的道。這位夫人面相和藹，看起來是個好相處的，難怪能教

育出易雲柏那樣的孩子。 

「這位肯定是易雲柏認下的妹妹了，果然聞名不如見面，快快坐下。」毛氏讓人

給葉心安排了她右手邊的位子。 

葉心坐下之後，坐在毛氏左手邊的女子看了過來，道：「我們見過。」 

毛氏一愣，「妳們認識？」 

確實見過一面，還是去年乞巧節的時候，當時這位女子得了第三名，而葉心幫房

非雲贏得了第三名，也就是說，因為葉心的緣故，這名女子最終失去了第三名。 

「我也是剛剛才知道這位姑娘姓葉。」那女子笑著說，看樣子似乎並沒有因為做

巧果這事生氣。 

毛氏趕緊介紹，「這位是葉心。」她又看向葉心，「這位是盧寒珊。」 

聽到女子的名字，葉心心下了然，這位女子正是從五品鴻臚寺少卿之女盧寒珊，

難怪剛才毛氏強調自己是易雲柏認下的妹妹，這是看上人家盧寒珊了。 

易雲柏曾說過家裡人催他快點成婚，如今毛氏來了京城，更不會放棄每一個替自

家兒子找媳婦的機會，葉心看透這一點之後，就儘量隱匿自己的存在。 

毛氏很快發現了這一點，對葉心的好感蹭蹭蹭的往上升，也難怪兒子會認葉心做

妹妹，其實剛才第一眼見面，她便很喜歡葉心，奈何葉心只有十三歲，年紀還太

小，她如今是恨不得易雲柏明日就可以成婚，後日抱娃，所以只能忍痛放棄葉心

這個人選。 

要是葉心知道毛氏現在心裡的想法，大概會哭笑不得。 

葉心雖然想把自己的存在感降到最低，偏偏盧寒珊似乎對她格外有興趣，一直找

她攀談，「妳學做巧果多久了呢？」她可是學了三年了。 

「沒學過。」葉心實話實說。 



盧寒珊顯然不相信，「可是妳那日做的巧果像是做了很久。」 

「第一次做。」葉心這話可不假，畢竟她以前哪過過這種節日。 

看葉心的神色不似在騙人，盧寒珊又問道：「那妳還會做其他的巧果嗎？」 

葉心反問道：「妳說的是哪一種？」 

盧寒珊有一種似乎只要自己說得出來，葉心都能做出來的感覺，她掃了眼周圍，

最後目光定在不遠處的茶花上頭，「這種可以嗎？」 

花其實很簡單，甚至比那日的狐狸還要簡單一些，葉心點頭，「可以。」 

盧寒珊一臉期待，「那妳可以現在做嗎？」 

「現在？」葉心有些訝異。 

毛氏向一名丫鬟使了個神色，不一會兒做巧果的食材就搬了過來。 

誰叫盧寒珊是毛氏看上的兒媳，再加上盧寒珊那充滿期待的表情實在太明顯，葉

心便同意了。 

葉心先去摘了兩朵茶花，而後洗淨了手，再把茶花洗乾淨，接著便把茶花的花瓣

一片片摘下來放到碗裡。 

眾人有些疑惑，不是要仿照茶花的樣子嗎？如今花都散了，要怎麼做呢？ 

葉心把麵粉倒入盆中，加入水。 

毛氏在一旁瞧著葉心熟練的動作，心想她的廚藝倒也不差。 

然而這樣的念頭才剛落下，她就看見葉心把茶花的花瓣全倒入盆中，她錯愕得剛

喝進嘴裡的茶水忍不住噴了出來，好在大夥兒的關注點都在葉心身上，沒有人注

意到她的不妥，她趕緊放下茶盞，拿起手帕把嘴邊的茶水擦掉，認真的看葉心做

巧果。 

眾人驚訝的發現，茶花和麵粉放在一起後，揉著揉著這麵團便變成了紅色。 

「咦？」盧寒珊還記得上次做巧果的時候，葉心是用草莓將麵粉變成了紅色。 

麵團揉好之後，葉心把其分成九個小麵團，再各分成七小份，其中六份相等，最

後一份小一點，而後她將這七個麵團用擀麵棍擀成圓片狀，依序排疊在一起，用

筷子壓一下，再把最後一個小麵團揉成錐形放在最下端，然後將放好的麵片捲起

來，再從中間的位置切開，兩朵花的形狀就出現了。 

見到葉心跟變戲法似的，盧寒珊震驚極了，「這、這還真的是花！」 

「妳要試試嗎？」葉心問道。 

剛才葉心做這些的時候沒有避開她們，顯然不在意這法子被她們學了去，盧寒珊

有些激動，「可以嗎？」 

「嗯。」葉心把麵團遞給盧寒珊一份。 

盧寒珊開心的接過，只做了兩個就熟練了，「原來是這樣的法子。」 

「嗯。」葉心道，「這些茶花饅頭蒸一刻鐘就可以吃了。」 

「茶花可以吃嗎？」盧寒珊終於問出了心裡想的問題。 

「不僅可以吃，功效還很多，可涼血止血，還可消腫散淤。」葉心道。 

毛氏見盧寒珊興致不錯，對葉心越發感激，「把這些茶花饅頭拿下去蒸了。」 

立刻有丫鬟上前將茶花饅頭拿到廚房，其餘的則是將這裡收拾了下。 



毛氏道：「心兒還懂藥理？」 

葉心有些謙虛的說：「略懂一些。」 

「我最近夜裡總是睡不好，心兒覺得應該服些什麼藥？」毛氏問道。 

葉心想著她會失眠主要是因為易雲柏，如今易雲柏雖然賺足了銀兩，卻遲遲沒有

娶妻，她怎麼能不著急？「用花生葉泡茶喝便可改善。」 

「這麼簡單？」盧寒珊驚奇的問道。睡不著大夫不都會開許多藥嗎？她祖母之前

就是這樣。 

「嗯，只是這花生葉處理起來有些麻煩，我那兒還有不少，明日給您送一些過來。」

葉心道。 

「那真是謝謝心兒了。」毛氏道。 

交談之間，蒸好的茶花饅頭被端了出來，一個個都膨脹起來，看起來更像茶花了。 

盧寒珊拿起一個茶花饅頭，笑道：「若是妳去年做的是這茶花饅頭，第一名定是

妳。」 

毛氏一臉疑惑，盧寒珊便把去年乞巧節的事講了下，只不過將葉心讓房非雲賣蛋

和道歉一事省了去。 

毛氏聽完，說道：「原來是這樣，妳二人可真有緣。」 

毛氏讓易府的下人給在場的女眷每人一個茶花饅頭。 

「這饅頭太好看了，我都捨不得下口。」 

有人這麼一說，其他人也跟著點頭附和，且都是一副驚歎的模樣。 

最後是毛氏先吃了，她一臉驚訝，這饅頭第一口的感覺是清香，再嚼幾下之後竟

然有香甜的滋味，「沒想到這饅頭這麼好吃。」 

易府在靖州可是商業世家，毛氏也吃了不少好東西，區區一個饅頭肯定不放在眼

裡，畢竟好看的東西不一定好吃，但她如今可以說，好看的東西也有好吃的。 

眾人見毛氏吃了，也都跟著吃了起來，果然也都讚歎連連——  

「一個饅頭竟然也可以做出這樣的味道。」 

「可不，葉姑娘真是厲害。」 

盧寒珊學做巧果從來只為了好看，說白了，就是為做巧果而做巧果，如今見葉心

又做了一次，似乎有所頓悟，看向葉心的神色中便多了一絲感激，她有預感下一

次的巧果比賽她一定能進入前三。 

過了一會兒，有丫鬟來向毛氏稟報一些事，只見毛氏神色一變，「什麼，七皇子？」

她沒想到兒子和七皇子竟然也能相交。 

眾人一聽七皇子，表情都有些怪異，他可是京城無人不知的紈褲，就連盧寒珊的

表情也有些不自然。 

葉心看著眾人的反應，心裡暗道，這夜七以前到底做了多少喪心病狂的事？ 

夜七今日來易府沒戴人皮面具，易府的下人見過他沒戴人皮面具的樣子，見到他

都有禮的稱呼他一聲「夜公子」。 

夜七一步入廳內，易雲柏便上前拍著他的肩膀道：「夜兄，你總算來了。」 

眾人反應過來，趕緊行禮，「王爺千歲千歲千千歲。」心裡卻忍不住抱怨怎麼也



沒個下人通報一聲。 

易雲柏一愣，剛才他們喊什麼，王爺？而這夥人似乎真的是對著夜七行禮……他

艱難的回過頭看著夜七。 

夜七淡定的說：「免禮。」 

易雲柏驚呆了，放在夜七肩膀上的手一時間不知道該收回去還是繼續放著。 

倒是夜七的態度十分淡然，「你們隨意，本王隨處轉轉。」 

易雲柏跟著夜七出了廳，易雲柏想要行禮，夜七卻道：「行了，易兄，你我二人

相識已久，這些虛禮就免了。」 

回去的路上，葉清山將男眷那邊發生的事都給葉心講了一遍，「妳不知道，易大

哥當時的表情可呆了。」一想起易雲柏聽說夜七是王爺時的神情，他就有些幸災

樂禍，看吧，他不是最後一個知道夜七真實身分的人。 

見葉清山笑得開心，葉清和也跟著笑了，其實當時不只是易雲柏，就連在一旁的

易建江都呆了，直到夜七和易雲柏離開很久之後才反應過來，顯然易府上下從未

想過相處那麼久的人竟是個皇子。 

葉心倒是有些理解夜七的心思，易雲柏遲早會知道他是皇子，而易家喬遷之喜，

一個皇子親自上門道賀，對易府的好處並不小。 

夜七現身易府一事，肯定很快就會被傳開，以後有人想找易家麻煩的時候，定會

先掂量一番，畢竟易府和皇子關係不淺。 

一些達官貴人在知曉此事後，不由得想到幾年前，那個時候珍味醬還沒有在京城

售賣，然而七皇子卻拿著珍味醬贈予他們，後來京城就只有易府的珍味閣販售此

醬，說明那個時候七皇子和易府就已經有了交情。 

易府喬遷之後，發現做生意更方便了，一些無緣無故的刁難似乎都沒了，當然，

這些都是後話。 

 

 

沒過幾天，葉府再次收到易雲柏的帖子，相約二月十五日珍味酒樓一聚。 

葉清山看完帖子道：「我猜易大哥相邀，定是因為夜七身分一事。」 

葉清和搖搖頭，易雲柏既已知曉夜七是皇子，肯定不會再詢問此事。 

葉心的想法和葉清和一樣，「喬遷之後，易大哥定是有了空閒才邀請我們，何況，

我們確實很久沒一起聚聚了。」 

葉家在京城沒有親人，這些年來和易雲柏以及夜七走得最近。 

二月十五日，葉家三兄妹早早去了酒樓，易雲柏已經在裡頭等著了，沒一會兒夜

七也到了。 

易雲柏見到戴著人皮面具的夜七，心裡不由得鬆了一口氣，原本他一直猶豫是否

要行禮，但他既然戴著面具，那便不用了。 

夜七還是原來的樣子，只是眾人一時間還有些忌諱他的皇子身分，相處的時候不

像以前那般隨意，當然，葉心除外。 

「清山回京，我們還沒好好聚一下。」易雲柏道，「這杯酒，祝賀清山平安歸來。」 



「謝謝易大哥。」葉清山拿起酒杯一飲而盡。 

「酒烈，清山兄弟可以慢慢喝。」易雲柏提醒道。 

「小妹說這白釀酒不烈。」葉清山是個心裡藏不住事的人，「小妹還說了，到時

要給我們釀更烈的酒。」 

夜七突然看向葉心，「更烈的酒，妳喝過？」 

葉心卻反問道：「難道宮裡沒有更烈的酒？」 

宮裡確實沒有，只是很早之前，夜七喝過比白釀更烈的酒，從那之後便覺得天下

無好酒，「沒有。」 

「什麼時候才能做？說得我也好期待。」易雲柏道。 

「要等到高粱成熟以後。」葉心回答。 

高粱成熟得等到七月以後，那還早著，易雲柏便轉了話題，「對了，你們沒想過

買些下人嗎？」如今葉清和和葉清山都入朝為官，葉心完全可以過大小姐的生活。 

葉清和和葉清山打小就在村子裡生活，哪裡享受過被人伺候的日子，所以即便當

了官，也沒想過要買下人。而葉心作為一個現代人，更沒想過要買，不過聽他這

麼一提，她不禁想著若是買些下人倒也方便。 

葉心還沒問出口，就聽到葉清和道：「易大哥可知在哪裡買？」 

剛才要不是易雲柏提醒，他還沒想到家裡的一切勞務都是小妹在做，他們明明可

以給小妹提供更好的生活，卻連這些細節都忽略了，這讓他心裡十分愧疚。 

易雲柏道：「待會兒我陪你們走一趟。」 

於是吃完飯，易雲柏帶著葉家三兄妹去了人市，夜七也同行。 

牙行的掌櫃見到易雲柏，不等吩咐，便把他這裡最好的人選都招了出來。 

來的路上，葉心就考慮好了，家裡需要一個做吃食的婆子，大哥和二哥一人一個

小廝，還需要一個守門的，一共需要四個人。 

只是這群人中，葉心只選了兩個小廝和一個做飯的婆子。 

易雲柏見狀，問道：「掌櫃的，你這兒就這些人？」這個牙行可是京城最大的，

然而葉心卻只選出了三人。 

掌櫃立刻道：「我這裡倒是還有一個很不錯的壯漢。」 

「叫來看看。」易雲柏道。壯漢可以守門，不過葉心還缺一個婢女。 

掌櫃有些遲疑，「若是要買下這個壯漢，得把他娘也買下來，只是他娘身體有些

虛弱。」 

易雲柏一聽，便覺得不妥。 

葉心卻道：「叫來吧。」若不是有什麼傳染病，買下他們母子也是可以的。 

壯漢和他母親很快就被叫過來了，那婦人看著確實有些虛弱。 

葉心掃了兩人一眼，很快便做了決定，「就要他們了。」 

掌櫃的十分開心，這壯漢其實能賣個好價錢，無奈要帶著他母親，導致遲遲沒有

人要買。 

易雲柏雖然不理解葉心的想法，但也沒有阻攔。 

至於夜七，從頭到尾都沒有說什麼，他原本跟過來是怕葉心選錯了人，如今看來，



這小丫頭眼光不錯。那個壯漢明顯是學過武的，他的母親身體雖虛弱，卻也不是

重病，葉心買下他們時，壯漢眼裡露出感激，以後肯定會是個忠誠的幫手。 

葉心付了錢，拿到五人的賣身契。 

易雲柏問道：「那妳自己呢？」 

葉心不需要有人貼身伺候，便回道：「我暫時沒有合眼緣的。」 

葉清和道：「那我們去別家看看？」 

「不用了。」葉心道。 

掌櫃的在一旁說：「不是我老王賣瓜，若是在我這兒都沒有看中的，去別家更不

會有了。」 

易雲柏想著葉心前些年吃了太多苦，如今兩個哥哥都出息了，她也應該輕鬆一

點，便暗自決定日後要替她留意合適的人選，「那走吧！」 

由於葉心要先回去安置下人，因此出了牙行，便和易雲柏、夜七分開了。 

葉清山等人坐馬車回葉府的路上，先繞去了醫館，找大夫替那壯漢的娘看病。 

壯漢的娘是因為太過勞累，才導致身體虛弱，大夫開了幾服補藥，說是好好休養

一段時日便好了。 

葉心付了銀子，這讓壯漢又是好一陣感激。 

回到家，五人站成一排，葉心道：「大娘去一旁休息吧。」 

壯漢的母親搖搖頭，「小姐買下我們，我們就該有下人的樣子。」 

葉心也不強求，便道：「你們的名字？」 

壯漢的母親道：「我叫石慧，這是我兒子石文康。」 

葉心點點頭，對石文康道：「以後你就負責府裡的安全。」 

「是。」石文康立刻應道。 

「我叫曹文蘭。」 

「以後妳負責家裡的膳食。」 

「奴才沒有名字，還請主子賜名。」 

另外兩個小廝都沒有名字，葉心指著其中一人道：「你以後負責我大哥的日常起

居。」接著又對另外一人道：「你負責我二哥的。」 

「是。」兩人異口同聲回道。 

「至於你們的名字，就讓大哥和二哥取吧。」葉心道。 

葉清和給自己的小廝取名文才，文才生性活潑，而葉清山的那個小廝取名叫小

武，卻是個斯文的性子，兩個小廝得了名很是開心，對著葉清和和葉清山好一頓

感謝，把兩人弄得有些不好意思。 

安排好眾人之後，葉心道：「至於石大娘，先養好身體再說。」 

「是。」石慧怎會不知這是葉心施的恩惠，對她又多了一分感激。 

多了這五人，葉家也有人氣一些。 

晚上的時候，葉心讓這五人跟他們同桌吃飯，葉清山和葉清和也覺得大家一起吃

飯沒什麼，在村子裡長大，確實沒有這種明顯尊卑之分，只是這五人說什麼也不

肯，葉心也未強求。 



五人很快就進入狀況，努力做好自己的活兒，葉心雖然沒替石慧安排，但是她總

會找一些她力所能及的事來做。 

有了這些人幫忙，葉心發現日子確實過得輕鬆一些了。 

第四十二章 天賜的姻緣 

一晃眼，便到了三月。 

這一天，葉清山出去一整天還未回來，其實葉清山現在就是一個閒職，平時去不

去都無所謂，所以他居然一整日沒回來，讓葉清和和葉心有些擔心。 

到了晚上，葉清山終於一身酒味的回來了。 

葉清和問道：「怎麼這麼晚才回來？」 

「今日同僚聽說我升了官，便要我請吃飯。」葉清山解釋。 

「怎麼不讓小武先回來說一聲？」葉清和道。 

葉清山撓撓頭，都過了半個月，他還是不大習慣指使小武做事。 

葉清和看他那樣子就明白他的想法，因為他自己也是如此，於是沒再多糾結這個

問題，轉而問道：「升官是怎麼回事？」 

「嗯，我現在是驍騎尉。」葉清山道，「今天剛下來的任命。」 

葉清和沒想到這麼幾日，葉清山便升了官階，「恭喜二弟了。」 

就連葉清山自個兒也沒想到，他根本沒做什麼，也不知為何升了官，雖說這驍騎

尉也是個閒職，但升官總歸是件值得開心的好事，「明日我打算請易大哥和夜兄

一起慶祝。」 

「好。」好消息自是要分享的，葉清和立刻讓文才送帖子到易府和王府。 

隔天飯桌上，易雲柏道：「清山這事，是夜兄……」 

夜七搖搖頭，「我只是讓陸和光照料一下清山。」 

「不管怎樣，肯定是沾了夜兄的光。」葉清山道，因為他真的什麼都沒做。 

葉心倒覺得葉清山升官是有原因的，不是因為夜七，那會是什麼呢？ 

就在她思索這個問題的時候，話題已經變了——  

「下個月初八是釋迦牟尼佛聖誕日，京城郊外的紅塔寺會舉辦善會，你們去嗎？」 

去年易雲柏忙著京城的生意，很多地方都沒去，今年易府上上下下都來了京城，

家裡有母親幫著，外面的生意易雲柏也分了不少給自家弟弟在做，所以輕鬆了不

少，便想著閒暇時刻出去遊玩。 

葉清和也是，雖說來京城這麼長時間，卻也沒好好逛過，聽易雲柏說起來，馬上

附和道：「我那天沐休，倒是可以同去。」 

葉清山也跟著說道：「我就一閒職，肯定也能去。」 

葉心對寺廟的這些活動沒什麼興趣，但是見兩位哥哥都同意了，便表示會一起去。 

至於夜七雖是王爺，但也是個閒散的，閒暇時間更多，即便他經常去紅塔寺，早

沒什麼新鮮感，但見好友們都這麼有興趣，也答應同行。 

易雲柏沒想到大家都會去，心情頗好，「還是清山回來了好，我們又跟以前一樣，

可以一起出行了。」 

說起來，這是繼上次黃葉村踏青之後，他們五人的第一次出遊。 



 

 

四月八日，葉家三兄妹一早就出門了，由於是和好友一起出遊，他們並未帶下人。 

紅塔寺坐落於京郊紅山，是大秦最有名的寺廟。 

這是葉家三兄妹來到京城之後第一次出遊，皆是難掩開心，一路上話都沒停過，

就連葉心也難得多說了幾句。 

去紅山的路上有不少人，眾人也有心理準備，一年一度的釋迦牟尼佛聖誕，去的

人肯定多，越靠近山腳下，馬車行駛的速度越慢，葉心三人乾脆停車等候易雲柏

和夜七。 

沒一會兒，易雲柏和夜七便到了，五人看了下龜速挪動的馬車，決定將馬車停在

山下，步行上山。 

有一條小道可以步行上山，比馬車走的路要近得多，五人當中，葉心、葉清山和

夜七是練武的，葉清和雖是書生卻不文弱，練了五禽戲後身體素質更是大有進

步，至於易雲柏，也學了些防身的功夫，所以不到一個時辰，五人已經超越了許

多人，直達山頂。 

寺廟外已經聚集了不少人，五人商議了一下，善會還沒開始，不如先去上香，怎

料剛進寺廟，葉心幾人就被人潮給擠散了。 

葉心對上香興趣不大，便朝著人少的地方走，沒一會兒來到一個院落，見院落無

人，裡面又有小石凳、石桌，便走了進去坐在石凳上休息。 

不知是否因為此處是佛家勝地，她覺得是個修煉內功的好地方。 

葉心剛運完一輪內力，就聽見身後小屋門開的聲音，一名僧人走了出來，她沒想

到屋內有人，面露歉意打算離開。 

僧人見到她，說道：「施主既來到我這院落，我便贈施主一言。」 

原本她是不相信神佛的，但是她穿越一事實在太匪夷所思，打破了她的認知，讓

她有時不得不相信以前她所不相信的，於是她停下腳步，「還請大師賜教。」 

「世間萬事皆有因果，妳來這裡便是果。」說完，僧人微微鞠躬便離開了。 

葉心微征，不知為何，她覺得對方似乎知道自己是穿越過來的，要不然怎麼會說

「來這裡」，但她還是有疑惑，若是來這裡是果，那麼因呢，是前世嗎？ 

葉心想了半天也沒想通，乾脆不想了，她走出院子，外面的人少了許多，看樣子

似乎是善會開始了，但她對善會更沒興趣，便走到寺廟外等著其他人。 

葉心剛出來，就看見葉清山紅著臉出來了，「二哥是遇見什麼事了嗎？」 

葉清山連連擺頭，轉了話題，「小妹上完香了？」 

葉心知曉他肯定是遇見了什麼事，只是他不願意說，她也沒追問。 

又過了好一會兒，夜七也出來了，見到兩人時他還愣了下，「你們都上完香了？」

他以為自己的速度已經夠快了，沒想到他們比他更快。 

最後出來的是易雲柏和葉清和。 

易雲柏有些可惜的道：「本來以為還有齋飯可吃，沒想到買都買不到。」 

今日吃齋飯的人太多，導致寺廟準備的膳食都沒了。 



葉心拿出事先準備好的乾糧，「先應付一下吧！」 

眾人隨意吃了些便啟程回去了，這期間，葉清山一直有些魂不守舍。 

 

 

去完紅塔寺沒過多久，葉清山再一次升了官，正八品外委千總。 

葉清和震驚了，史上確實有人連升三級，可那都是少數，像葉清山這種兩個月連

續升官的真是少之又少。 

葉清山自己也十分疑惑，「我真的什麼都沒做啊！」 

夜七得知消息之後，說這些不是他做的，肯定有他人在幫葉清山。 

葉清山更加困惑了，在京城除了陸和光，他根本不認識其他人，再說了，他問過

陸和光，陸和光也說和自己沒關係。 

葉心便讓清影坊去查，查了好幾日才發現，此事是吏部尚書孟光譽所為，這個結

果大大超出了她的意料之外，畢竟他們葉家和孟家可沒什麼關係。 

葉心很快拿到了孟家的資料，孟光譽的妻子吳氏性格溫和，兩人生下一子一女，

長子孟飛君今年剛及冠，和妻子司氏都是好相處之人，嫡女孟惜文去年及笄，性

格溫柔，目前還未訂親。 

但是看過這些資料後，葉心更加疑惑了，孟家的這些人和葉家都沒關係啊！ 

晚膳的時候，葉心隨口問道：「二哥知道孟惜文嗎？」 

冷不防被問了這個問題，葉清山一口飯噴了出去，「小妹問這個做啥？」 

見狀，葉心就知曉答案了，她屏退了所有下人，才又追問道：「那日在紅塔寺，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葉清和一時反應不過來，小妹剛才話裡的意思，二弟似乎和別的女子認識？這個

千年的榆木疙瘩竟然開竅了？ 

葉清山吞吞吐吐的把那日在紅塔寺發生的事說了，原來那日大家走散之後，他對

上香也沒多大的興趣，便去後山晃晃，沒想到有輛馬車的馬兒受驚，奔跑得飛快，

他趕緊去制止，等他控制住馬兒，才發現馬車裡竟然有人，此人便是孟惜文。 

由於孟惜文當時受到極大的驚嚇，葉清山便一路駕車到寺廟內，等她家來人之後

才離開。 

葉清和笑著說：「二弟這可算是英雄救美呢！」 

葉清山臉一紅，還沒來得及說什麼，就聽到葉心問道：「你們以前認識？」 

葉清山趕緊搖頭，可是一對上她十分確定的目光，只得點頭。 

葉清和疑惑了，孟惜文可是吏部尚書的嫡女，而葉清山以前一直在軍隊，兩人哪

裡來的機會接觸？ 

葉清山低聲道：「當年在石橋鎮，馬光華那個……就是孟姑娘。」 

葉清和覺得可稀奇了，還能這麼有緣？ 

聽葉清山的語氣有些顧忌，葉心道：「二哥放心，事關人家的名譽，我和大哥都

不會亂說的。」 

葉清山臉一紅，「我知曉你們不會說的。」 



「可是小妹，妳是怎麼猜到他們兩人認識的？」葉清和不解的問道。 

那日離開紅塔寺之後，葉清山一直魂不守舍的，定是遇見了什麼事，再者，一般

大秦國女子及笄之前都會訂親，尤其孟惜文的條件十分不錯，姑且不論她身為尚

書嫡女的身分，她頗有才學，性格不錯，長相姣好，會向她提親的人定不在少數，

但她卻還未訂親，這使得葉心做了大膽的猜測，才會試探的問葉清山和孟惜文是

否認識。 

沒想到居然真讓她矇對了，她沒想到在石橋鎮被調戲的那位女子是孟惜文，二哥

因為她被迫從武館離開，事後還被馬有才惦記，遭馬家陷害之後才去往軍隊，如

今歷練一番回到京城，沒想兩人又見了面，這不是有緣是什麼？ 

兩次相救，作為回報，人家爹幫了自家二哥，不過葉心總感覺這個孟惜文大概對

自家二哥有意，只不過兩人門第相差太多，對方家裡還不一定樂意，葉心也不希

望將來自家二哥受委屈，所以這事需要從長計議。 

 

 

最近一段時間，葉心在著手其他地區清影坊開鋪一事，北邊除了汝北，還有上河、

天水以及北疆三地，她打算這三個地方的清影坊一起開業，時間就定在五月十二。 

有了前面幾家的經驗，外加建立起來的關係網，開店的前期工作準備得十分充分。 

只不過開業之前，葉心收到了孟家的帖子，她驚訝的打開一看，是孟惜文邀請她

隔日去茶樓一聚。 

葉心也想看看孟惜文是個什麼樣的女子，畢竟評價都是別人說的，到底是不是性

格不錯，還需要她自己見了再說，她便回了帖子說一定會到。 

隔天，葉心提前一刻鐘抵達茶樓，孟惜文相約的茶樓不大，卻很有味道。 

葉心進入廂房之後，沒想到孟惜文早已在此候著了。 

「葉姑娘來了，快請坐。」 

孟惜文生得溫婉，葉心看她第一眼就覺得她是個不錯的女子，「不好意思，我來

遲了。」 

「葉姑娘並未來遲，是我來早了。」孟惜文道，「冒昧相約，希望沒對葉姑娘造

成困擾。」 

「當然沒有，只是不知孟姑娘此番邀約有何事？」葉心開門見山的問道。 

孟惜文臉一紅，害羞的回道：「我只是想問問……葉家二哥之事。」 

「我二哥？」葉心沒想到孟惜文這麼直白，大家閨秀不是都很含蓄的嗎？不過能

夠直接了當的說話倒也省事。「我二哥尚未婚配。」 

孟惜文的雙頰更紅了，好似能滴出水來，「我、我知道……」 

葉心一想也是，尚書府想要打探葉清山的情況還不容易嗎？孟惜文這話的意思顯

然是在問葉清山心裡是否有心儀的姑娘。 

葉清山在石橋鎮救下孟惜文的時候，她就對其心有所屬，只是對方是一介武夫，

兩人身分差距太大，孟家當然不同意。 

這些年，孟惜文因為葉清山拒絕了所有婚事，沒想到幾年後，葉清山又救了她一



次，且如今的葉清山已入朝為官，兩人的身分雖然還是有差距，但孟光譽已不再

反對，而孟府上上下下都覺得這大概是天賜的緣分，想促成兩人的婚事，所以孟

光譽才會尋著機會讓葉清山升了官階。 

孟惜文也找上了葉心想探探口風，若是葉清山已有心上人，她只能早些斷了這份

念想。 

孟府這些事葉心不瞭解，她只知道自家二哥救了孟惜文之後神情恍惚，至於他對

孟惜文是否有意，還需要再仔細確認，「我二哥有沒有心儀之人，我還得問問。」 

孟惜文沒想到她會說得這般直白，但她確實想知道答案，只是…… 

葉心知曉孟惜文的顧忌，「孟姑娘放心，我不會直接告訴我二哥的。」 

孟惜文鬆了一口氣，「如此，便多謝葉姑娘了。」 

「孟姑娘不必如此客氣，這也是為我二哥的將來考慮。」葉心真心道。 

經過這短暫的相處，葉心看得出來孟惜文的確是個不錯的姑娘，對葉清山也是真

心實意，現在就要看葉清山是否喜歡人家姑娘了。 

兩人又聊了些其他的，才各自散去。 

 

 

晚膳的時候，葉心問道：「二哥，你有心上人嗎？」 

這問題有些直白，把葉清山嗆得直流眼淚，「小妹，妳說什麼？」 

在葉清山和葉清和眼裡，葉心雖然有時表現得很成熟，但是在感情方面，兩人一

直認為她什麼都不懂，所以她突然問出這樣的問題，兩人不震驚才怪。 

「我問你有心上人了嗎？」葉心又重複了一遍。 

過了好半晌，葉清山才吶吶的道：「妳問這個做什麼？」 

「哦，我遇見了一個女子，想讓她當我二嫂，就是想看看二哥喜不喜歡。」 

葉心說得輕描淡寫，卻把葉清山驚得差點噎死，「妳先找到咱們大嫂再說。」 

葉清和一愣，不明白話題怎麼會扯到自己身上來，不過他知道葉心肯定不會無緣

無故這麼說，便道：「那你老實說，你到底有沒有喜歡的姑娘？」 

葉清山的腦子裡瞬間飄過孟惜文的臉，隨後臉紅的道：「大哥胡說什麼呢，沒有

沒有。」 

葉清山當她以前特務是白當的嗎？他聽到她問的問題的時候，明顯停頓了一下，

肯定是在想那名女子，隨後說沒有的時候，他的眼神左右亂飄，代表他在說謊。 

接著就是要想辦法確認葉清山心裡的女子是不是孟惜文，所以自那天起，葉心時

常有意無意的提到孟惜文——  

「二哥，我那日見到一個女子，覺得她好漂亮。」 

葉清山笑了，「比妳還漂亮？」 

「漂亮多了，就是孟姑娘，你知道嗎？」葉心說這話的時候直盯著他，不想錯過

他臉上的任何一個表情變化。 

葉清山倏的臉一紅，有些羞窘的道：「和我有什麼關係！」 

葉心也不多說什麼，面帶微笑的走開了。 



好樣兒的，看樣子他似乎真對孟惜文有意啊！ 

連續好幾日，葉心看見葉清山都會提到孟惜文，這讓葉清山看見自家小妹就想躲。 

不過葉心可不會讓葉清山得逞，她拋出更大的誘餌，「二哥，你說像孟姑娘那樣

的女子，將來會嫁給什麼樣的人啊？」 

葉清山一愣，是啊，那般優秀的女子，將來定會嫁給一個同樣優秀的人吧！想到

這裡，他突然覺得有些難受，「不知道。」 

葉心立即明白了自家二哥心中所想，但若是孟家希望將來的女婿能和他們門當戶

對，那這門親事還是只能放棄。 

於是葉心給孟惜文遞了帖子，還是約在上次見面的茶樓，孟惜文很快就回覆了，

說自己會準時赴約。 

看著孟惜文一臉期待，葉心在告訴她答案之前，得先確定一件事，「妳家人會讓

妳嫁給一個門不當戶不對的人嗎？」 

聞言，孟惜文笑了，「若是我心儀之人，且此人品性不錯，又能好好待我，那麼

門當戶對便不重要。」 

「將來妳與我二哥若真能結為連理，令尊不會阻攔嗎？」葉心再次問道。 

孟惜文聽到與葉清山結為連理這幾個字立刻紅了臉，「家父知曉，並未反對。」 

話說到這裡，葉心已經明白了，只是人家姑娘都這麼主動了，葉清山那邊也不能

無動於衷，「謝謝孟姑娘。」 

孟惜文回到家中，心裡十分糾結，今日葉心約她說的那番話，到底是葉清山心裡

有她還是沒有她？不過她能肯定的是，葉清山心裡沒有他人，這倒是讓她心中的

大石能夠放下了。 

葉心已經自動把孟惜文當做二嫂了，所以她開始苦思，該怎麼做才能讓她那個榆

木疙瘩二哥把情感說出來，總不能讓人家女子主動吧！ 

葉心還沒想到好的想法，就到了五月十二日，上河、天水、北疆的清影坊開業，

很多人無法理解清影坊幕後之人到底要做什麼，怎麼會把清影坊朝北邊開。 

不過這三地的百姓倒是很開心，清影坊的名聲可是響徹整個大秦國，才剛開業便

爆滿了。 

而葉心現在滿心想的都是孟惜文和葉清山之事，可惜當年接受訓練時沒有學習相

關的課程，思索許久之後，她還是想不到什麼好辦法，只好去找葉清和商議。 

葉清和終於明白葉心這段時日為何如此反常，心中有些愧疚，小妹居然還要操心

二弟的婚事，可見得他這個做大哥的有多麼不負責任，「小妹，萬事有大哥，妳

就放心吧。」 

果然，過沒幾日，葉清山找了京城最好的媒婆去了孟府。 

葉心目瞪口呆，這也太快了吧！不過，她喜歡。 

第四十三章 前往孟府提親 

說起這個媒婆，那可是京城有名的花媒婆，只做官媒，且說的媒沒有不成的，葉

清山去請的時候她十分不樂意，畢竟一個小小的正八品官，想求取從一品尚書之

嫡女，任誰都會覺得是癩蝦蟆想吃天鵝肉。 



葉清山拿出五百兩銀票，「您只管去，成與不成，這銀錢都是您的。」 

花媒婆雖然做的是官媒，卻從沒見過出手這麼闊綽的，只是她有些猶豫，畢竟她

花媒婆出手，沒有做不成的媒，拿了這錢，等於是要自砸招牌啊！ 

葉清山見她還有些猶豫，又拿出五百兩銀票。 

花媒婆驚愕了，她一場媒說到底，最多也就得個幾十兩，一千兩都可以做十幾次

媒了，若是她不接受，這個小夥子定會另找其他的媒婆，那個姚媒婆最近幾年不

是很想超越她嗎，要是他去找她就不好了。 

思緒轉過一輪後，花媒婆牙一咬，「行，沒問題。」 

葉心事先發了帖子給孟惜文，提了這事，所以花媒婆選了個黃道吉日前往吏部尚

書府時，孟府上下一點也不驚訝。 

花媒婆只以為來提親的人很多，他們才見怪不怪。 

這是花媒婆第一次進一品官員的府邸，面對孟光譽，她事先準備的一肚子話卻一

個字也說不出口，這要她怎麼說嘛，一個八品芝麻官要娶他女兒，還沒說完肯定

就會被趕出去。 

後來她決定豁出去了，就當看在一千兩的分上，大不了就是被辱罵一頓，於是她

道：「我來，是想替葉家的清山說親。雖說他僅是一八品官員，但是看得出來這

小夥子十分可靠。」 

「嗯。」孟光譽點點頭。 

花媒婆一愣，這……他點頭是什麼意思？難道是嗤之以鼻，不屑一顧？ 

孟光譽見花媒婆在發楞，便催促道：「繼續說。」 

花媒婆趕緊拉回心神，續道：「他從一介布衣奮鬥到如今的位置，就說明了此人

有上進心。另外，葉家的爹娘走得早，他的親人只剩下大哥和小妹，他的大哥也

是科舉之後入朝為官，說明葉家的教養不錯。」 

她憑著自己得來的消息，把葉清山大吹特吹了一把，見孟光譽頻頻點頭，她一時

有些得意忘形，沒多想便又脫口道：「你們有所不知，這第一次上門，葉家人便

給了我一千兩的銀票。」 

孟光譽差點嗆到，一千兩銀票？ 

花媒婆突然止住了話頭，她剛才說了什麼啊？而且見坐在上位的孟光譽一副見鬼

了的表情，完了！ 

她深呼吸一口氣，只好尷尬的又補充了一句，「這也說明人家誠心啊！」 

孟光譽咳嗽兩聲，「確實誠心。」 

見他如此反應，花媒婆的心涼了半截，一副生無可戀的模樣，這下子真的完了…… 

「好了，庚帖拿來吧。」孟光譽道。 

「是。」花媒婆起身要離開，走了一步突然反應過來，「您剛才說庚帖？」 

「嗯。」孟光譽十分淡定的應了一聲，心裡卻對葉清山讚賞有加，小夥子這次表

現得還算不錯，不枉費他私下幫襯。 

花媒婆把葉清山的庚帖遞給孟府的人，吳氏將孟惜文的庚帖也拿了出來，直到離

開了吏部尚書府，她都還沒反應過來。 



她這是說成了？ 

天啊！把八品官員和一品官員嫡女的親事說成，花媒婆覺得自己的名聲肯定能再

更上一層樓。 

離開孟府後，花媒婆開心的到了葉府，宣布這個好消息。 

葉心一聽，開心得又給花媒婆一千兩的紅包。 

花媒婆高興得合不攏嘴，說這一趟媒，她算是賺大了，名利雙收啊！ 

葉心將花媒婆請進議事廳，道：「有些事我們兄妹三人不懂，還請花媒婆指點一

番。」 

葉清和和葉清山所知的訂親儀式還是以前村子裡的那一套，對京城的習俗並不瞭

解，更別說葉心了，她對古代的嫁娶該怎麼準備完全是兩眼一抹黑。 

花媒婆這才想起他們三兄妹早已沒了父母，家裡也沒個人能主持，難怪光是提親

這一步就給了她兩千兩，想必是拿出了所有家當，感受到了他們堅定的心意，她

也暗自下了決心，往後的步驟她就不跟他們收錢了。 

「你們如今只是過了第一個步驟，提親之後便是議親，一般的官家都會準備四洋

紅或六洋紅，也就是四到六件綢緞衣料，外加兩只金戒指、一副金耳環。」 

葉心沒想到議親的禮竟然只要這麼一點。 

花媒婆見葉心的神情有些驚訝，以為她是覺得這樣太多了，又補充道：「不用綢

緞，用普通的料子也是可以的。」 

葉心搖搖頭，肯定要用綢緞，還得六件。 

「接下來便是訂親，需要準備聘禮，小禮三十六，中禮六十四，大禮一百二十。」

花媒婆說完，一樣又補充了一句，「依照個人家來定。」 

葉心立刻下決定得送大禮。 

「這些禮品要抬到女方家時，一併需要過書，也就是紅綠書紙，女方回帖便是認

可，這就是文定，接下來便可以擇吉日迎娶新娘。」 

「多謝花媒婆。」葉心仔細記下這些步驟，唯恐疏漏了哪一個細節。 

花媒婆道：「這點小事不算什麼，妳要是還有什麼不懂的，隨時來問我。」 

「好。」葉心馬上應了一聲。 

送走花媒婆，葉心回到屋內，腦筋開始轉了起來，議親的禮物綢緞、金戒指和金

耳環都是好準備的，她想著下午去繡娘那兒看看，還可以順道打聽金戒指和金耳

環要去哪兒買最好。 

夜七很快得知了這個消息，在葉心出門之前趕到了葉府，「聽說清山去提親？」 

「嗯，女方是孟惜文。」提到這件事，葉心就很開心。 

夜七並不意外，當時馬有才那事，他就查出葉清山救過孟惜文，「要我幫忙嗎？」 

葉心也不矯情，馬上問道：「京城裡哪家首飾鋪子最好？」 

「點妝閣。」夜七道，「我陪妳走一趟。」 

「好，不過我得先去一個地方。」 

葉心先去了繡娘那兒，繡娘見葉心過來，十分開心，「心妹子來了。」這些年的

相處，繡娘早已把葉心當做親妹妹對待。 



「我二哥要議親了，需要一些好的綢緞，妳幫我推薦一下。」 

「恭喜葉二哥。」繡娘也十分高興，到倉庫翻找了一會兒，拿出三匹布，「這些

是我這裡最好的，心兒妹子喜歡哪個？」 

既然是喜事，繡娘選的都是紅色，葉心看了一下，這三匹布都很好看。 

夜七指著中間一匹繡著比翼鳥暗紋的綢緞，「這個妳看怎麼樣？」 

葉心也喜歡這個，比翼鳥的寓意十分不錯，「那就這個吧，要六件。」 

繡娘道：「這布目前不夠，我待會兒去採買，明日就能拿了。」 

「好的，先謝謝妳了。」葉心知曉如今繡娘這店鋪生意忙碌，也不多打攪，很快

告辭離開。 

選好綢緞之後，夜七帶著葉心去了點妝閣。 

點妝閣一共有三層樓，光是進入一樓，就會被這些金銀首飾晃得頭暈。 

葉心把一樓逛完，沒看到有什麼特別的，便問一旁的店小二，「這二樓有什麼？」 

店小二回道：「二樓都是一些稀罕的首飾，只是得有帖子才能進去。」 

葉心把目光收回來，實在不行就讓清影坊幫忙找一些珍品好了。 

站在一旁的夜七馬上拿出帖子，「可以上樓了嗎？」 

店小二一看帖子，趕緊把兩人帶到樓上，「兩位裡面請。」說完，他又回到樓下

顧著鋪子。 

二樓是由掌櫃的負責招呼，他走到葉心和夜七跟前，笑問道：「兩位客人想要買

些什麼？」 

葉心問道：「有沒有好看的金戒指和耳環？」 

掌櫃道：「兩位請隨我來。」 

葉心發現二樓金銀首飾的樣式的確比一樓的要好看得多，但是掌櫃的推薦了好幾

對，她都不算滿意。 

最後掌櫃的到後面的櫃檯，拿了一對戒指出來，「這對戒指您看喜歡嗎？」 

這對戒指是梅葉戒面，雕刻得栩栩如生，葉心一眼便喜歡上了，「就要這個。」 

她又選了一對紅寶石鑲金耳墜，這幾樣首飾一共五千兩，葉心豪邁的付了錢。 

走出點妝閣，葉心道：「感謝你今天陪我買這些。」 

如果不是他，她還不一定能買到這麼好的東西，畢竟那個帖子看起來不像是那麼

容易得到的。 

「以後有事都可以找我。」夜七道。 

夜七把葉心送回家才離開。 

葉心把買好的東西獻寶似的拿給葉清山看，葉清山也喜歡得不得了，「謝謝小妹，

她肯定喜歡。」 

葉清和剛好從外面回來，問道：「她是誰啊？」 

葉清山支支吾吾的，「大哥這不是明知故問嗎？」 

葉心指著放在桌上的戒指和耳墜，「好看嗎？」 

「小妹的眼光當然是好的。」葉清和道。 

「對了，綢緞我也選好了，明日就能去取。」葉心道。 



「那我明日從翰林院回來順道去拿。」葉清和覺得他這個做大哥的也得做些什麼。 

「也行。」葉心把首飾交給葉清山，回到自己院落去整理接下來的行程了。 

其實她有過目不忘的本領，但她還是把成婚細節用宣紙記了下來，唯恐疏漏。 

 

 

很快的，葉清山向吏部尚書的嫡女提親一事，就傳得京城眾所周知，大夥兒議論

紛紛——  

「孟府竟然沒把那花媒婆趕出去？！」 

「你們不知道吧，花媒婆出手可就沒有失敗的。」 

「花媒婆做的雖是官媒，但是一品官員的親事怕是做不了吧。」 

「葉家的媒，花媒婆倒是可以做的。」 

「但也不能把葉家和孟家湊作堆啊！」 

「這葉家難道背後有人？」 

「哪有啥人，葉家三兄妹來自一個小村子，葉家大哥是科考入仕途的，祖上也沒

有人當官。」 

「那葉二呢？」 

「他幾年前去參軍，回來入了官。」 

「聽說葉家父母都不在了。」 

「那他們能走到這個地步不錯啊。」 

「但也不至於就讓吏部尚書府給看上了。」 

「沒見人家尚書府嫡女一直沒訂親嗎？說不定有什麼內情呢！」 

「也是，不然吏部尚書府能看上這麼一個小子嗎？」 

接下來，各種誹謗孟惜文的謠言便出現了。 

葉清山聽到這些謠言，氣得就要出門教訓人，這些人怎麼這麼壞，隨意汙衊人，

能那麼說一個年輕女子嗎？ 

葉心攔住葉清山，「馬上要議親了，就別再節外生枝了。」 

 

謠言當然也傳到了孟府，孟飛君氣得重重拍了下桌子，「我這就去找他們理論，

我妹妹那麼好的人，給他們說成什麼樣了！」 

司氏攔住孟飛君，「夫君莫生氣，既然是謠言，遲早會不攻自破的。」如今去理

論，人家反而會覺得他們理虧。 

孟飛君十分生氣，難道要繼續讓這些人汙衊妹妹嗎？ 

吳氏也在一旁偷偷抹著眼淚，她的女兒何時受過這種委屈。 

孟光譽極力克制自己的脾氣，「這就是門不當戶不對的後果，怪我當初沒狠下心。」

若是他堅持反對就不會這樣了。 

孟惜文卻一臉淡然，「這是女兒自己選擇的路，女兒並未後悔。」那個人是她喜

歡的，即便路上坎坷萬分，她也會堅定的往前走。 

孟光譽看了女兒半晌，歎了一口氣，罷了，女大不中留，不過他還是很生氣，謠



言傳得這麼厲害，葉家竟然一點動靜都沒有，可是隨後一想，就連他堂堂一個吏

部尚書都無法左右京城百姓的言論，以葉家現在的勢力又能做什麼呢？ 

 

 

易雲柏也知曉了此事，帶著母親來到葉府，「你們也真不夠意思，清山提親這種

喜事也不通知我們一聲，我娘對這些事很瞭解，你們看需要準備什麼，讓我娘幫

著。」 

葉心覺得毛氏來得正是時候，「謝謝易大哥和伯母，剛好我需要伯母幫忙準備一

下這聘禮。」 

「好，不知道你們準備出多少聘禮？」毛氏問清楚之後也好擬單子。 

「一百二十擔，要最好的，伯母只管寫。」葉心道。 

毛氏是個俐落之人，很快把聘禮單子寫出來交給葉心。 

有了這單子，葉心準備聘禮就方便多了。 

就在謠言傳得最盛的時候，花媒婆去了孟府送定。 

葉心交代過花媒婆，讓她想辦法讓圍觀的眾人看看這些定禮。 

花媒婆也知曉這事被京城人說道，當天也就大方的拖著定禮給眾人看。 

「那綢緞似乎不錯。」 

「何止不錯啊，是非常好了。」 

「你們看看，那個首飾好像是點妝閣的。」 

「你說對了，不僅是點妝閣的，還是點妝閣二樓的。」 

「二樓？」 

「對，我看著也像，那盒子分明就是點妝閣二樓專用的。」 

「點妝閣的二樓，整個京城能進去的不過百人吧！」 

「葉家竟然能進到點妝閣二樓？」 

「該不會是孟家自己買的定禮，再做做樣子讓花媒婆送吧？」 

「我看有可能。」 

人群中突然有個人說：「不對不對，這是葉家去買的。」 

「你怎麼知道？」 

「那日在點妝閣，不少人看到葉家的老三進去了。」 

「進去了也不一定會買啊！」 

「我有認識的人和點妝閣的掌櫃相熟，說葉家老三買的就是這幾樣。」 

「我那天也在點妝閣，確實看見她從二樓下來。」 

「是啊，你們可別小瞧了這戒指和耳墜，一共花了五千兩。」 

「什麼，五千兩？！」 

「這葉家還真拿出了全部家當來娶吏部尚書的嫡女啊！」 

這人又繼續道：「可不，你們不知道吧，這花媒婆第一次提親，葉家可是給了一

千兩媒錢。」 

「一千兩！」 



眾人震驚了，這銀票也不是這樣花的。 

「兄弟，你怎麼知道這麼多消息？」 

「我丈人就住在葉家的隔壁，聽他們說的。」 

「原來如此。」 

「你還有什麼消息嗎？」 

「還有的就不算消息了啊，就是提親成功之後，葉家給花媒婆又包了一千兩的紅

包，這個街坊鄰居都知道。」 

「什麼？！」 

提個親，葉家就出了兩千兩，即便是土財主也不會這樣啊！ 

這個人是葉心請來的，輿論她無法制止，但是她可以改變方向。她相信今天將定

禮送去孟府之後，眾人對孟惜文又會是另一種看法。 

孟家見到花媒婆送來的定禮超出眾人的預估，心裡都知道，葉家那小子這次肯定

拿出全部身家了。 

司氏坐在一旁，看著那紅寶石鑲金耳墜，道：「這個似乎是點妝閣的。」 

「少夫人眼力好。」花媒婆趕緊道，「這個正是點妝閣二樓的飾品。」她也沒想

到葉家竟然能拿出這麼好的定禮。 

「竟然是二樓的。」司氏難掩驚訝，就連她也無法上到二樓，沒想到葉家竟然上

去了。 

花媒婆把紅綠書紙交給孟家，眾人商議了一番接下來的流程，然後花媒婆帶著孟

惜文的回帖離開了。 

送走花媒婆，司氏道：「葉家老二看來對我們惜文是真有情，爹娘可以放心了。」 

孟光譽感到欣慰，但是他沒有說出來。 

吳氏看看定禮，又看看女兒，她只希望葉清山是真心對待女兒。 

孟飛君道：「也就一點普通的首飾，聘禮才能看出這小子的心意。」 

其實聘禮孟府也沒想要多少，葉家能拿出六十四擔就不錯了，孟飛君甚至還想過

要不要私下貼補葉家一點，畢竟他妹妹出嫁，他可不想太寒酸。 

孟惜文倒是對戒指和耳墜喜歡得緊，她沒想到葉清山還會去點狀閣給她買首飾，

「大哥，聘禮多少都是心意。」 

「還沒成婚，妳的胳膊就往外拐了。」孟飛君氣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