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婚事沒著落 

一整個八月京城的雨就沒停過，雖說秋雨連綿也是常事，可這場雨下的時間也太

長了，朝廷裏的人和莊戶人家關心的是今年的秋收，而對其餘的人來說，看著陰

沉的天色，也是心情不好，至於鎮遠侯府上，那氣氛就更壓抑了。 

七月底的時候，年過六旬的鎮遠侯太夫人在院裏摔了一跤，就出氣多入氣少，眾

人急忙稟告了鎮遠侯，再請來太醫，開藥調理，太夫人好不容易才醒過來。 

可此後的日子太夫人卻都是昏睡的時候多，清醒的時候少，已經有人在暗自猜

測，太夫人這回只怕是熬不過去了。 

太夫人的久病不起，也讓人開始私下議論，說太夫人向來都是好好的，偏偏在侯

府大小姐顧素真回到侯府之後，突然就摔了一跤，看來這大小姐是剋星，剋父剋

母剋全家的傳說都是真的。 

剛開始只有幾個三等僕人議論這些事，但隨著太夫人病情不見好轉，這流言便越

演越烈，不過被議論的中心卻很安靜，即便鎮遠侯以她身子不好，需要靜養為理

由，不讓她到太夫人面前侍疾，素真也一如往常，早晚到太夫人院門口行禮問安，

其餘便待在自己院子，彷彿侯府的一切喧囂和她沒有任何關係。 

這天素真照舊帶了丫鬟到太夫人院門口問安，才轉身，就聽到身後幾個婆子開始

嘰嘰喳喳，有人語帶嫌棄的說：「我說太夫人都要被她剋死了，她還來太夫人院

門口惺惺作態……」 

素真的丫鬟紫鴛聽到這話，就要回頭去和那婆子理論，素真卻伸手拉住了她的袖

子，示意不要這麼做。 

紫鴛委屈地咬住了下唇，「小姐，這怎麼能忍呢？下人本就不該編排主子，要私

下議論也算了，今兒竟然您才剛走，她們就議論起來了……」這根本是欺人太甚！ 

「可是，和她們理論一番又有什麼意思？」素真語氣淡然，面帶淺笑，她今年不

過十六，卻彷彿已經看透世情，沒有任何事能讓她心中起漣漪。 

另一個丫鬟紅鴦對紫鴛緩緩搖頭，紫鴛低頭不語。 

「這個大小姐，剛出世就剋死了先夫人，送到外祖家鎮國公府住了這麼些年，這

會兒剛回來，就惹出這麼大的禍，要不是我們夫人慈愛，早該再把她送回鎮國公

府去！」 

也許是素真什麼話都沒有說，這些議論的婆子們越發猖狂起來。 

紫鴛擔心地看著素真，她服侍素真十來年了，明白這是素真心中最大的痛。 

出生那天，素真的母親就死於難產，那時還是世子的鎮遠侯，差點在悲痛欲絕下，

把女兒掐死在襁褓之中。 

還是素真的大舅舅，現在的鎮國公蘇芩阻止，並把素真帶回到鎮國公府，隨後鎮

遠侯府送來一份批命，上面寫著此女剋父剋母，宜養於外家。 

除了批命，同時送到鎮國公府的還有一張寫了名字的紙—— 素真，返璞歸真，

方能保住平安。 

於是素真就此在鎮國公府住下了，雖說她的衣食僕從，都是從鎮遠侯府送過來

的，但久居鎮國公府，除了每年大年初一時回府來給祖母父親磕頭之外，所有人



都以為，素真會在鎮國公府住到出嫁，甚至是在鎮國公府結束自己的一生。 

鎮國公太夫人非常疼愛素真，也曾和鎮國公夫人說過，想讓素真嫁給自己的長孫

蘇滄，不過那時被鎮國公夫人以兩邊年紀還小，等大些再說的理由推辭了。 

三年前鎮國公太夫人去世，這件事雖沒人提起，但鎮國公府沒為蘇滄訂親，也默

許了蘇滄對素真的種種關心，這在眾人看來，都認為素真遲早要嫁進蘇府。 

可素真回到鎮遠侯府後，蘇滄就沒來過信，這讓她心裏忐忑不安，這些下人們的

議論，和蘇滄從沒來信比起來，又算得了什麼？ 

素真在擔憂自己跟蘇滄的事，偏偏紫鴛哪壺不開提哪壺，回嗔作喜的說：「小姐，

等到表少爺來向您求親，她們就什麼話都說不出來了。」 

這話讓素真面上笑容變得有些苦澀，紅鴦察覺出來剛要說話，就見一個婆子急匆

匆往這邊來，看見素真一行人，婆子急忙避讓到一邊。 

紫鴛見這婆子是二門上傳話的，笑著問了一句，「嬸嬸，您這是要傳哪家的話？」 

「是國公府舅老爺那邊派人來傳話，說蘇大公子要在後日訂親，遣人來送帖呢！」

婆子也聽過一些風聲，雖然恭恭敬敬的說，眼神卻悄悄望著素真。 

表哥後日要訂親？素真覺得自己全身像被一桶冰水淋濕了，從裏到外都沒有半點

溫度。 

素真有些茫然地抬頭，這是鎮遠侯府，是鎮遠侯府的路，她不是身處夢境之中……

她低低的、彷彿是說給自己聽似的說：「表哥要訂親了，是和誰呢？」 

紅鴦見素真面色蒼白，神情恍惚，急忙叫了一聲「小姐」。 

這一聲讓素真從茫然中醒過來，想到自己不能失態，一失態就會被眾人議論，於

是振作起精神，看向婆子，平靜的開口，「原來表哥要訂親了，可惜我不能親自

去恭喜他。」 

婆子連連賠笑應是。 

雖然話說得若無其事，但素真覺得這會兒心中有一團火，需要用雨澆一澆，於是

她說完那句話就不管為自己打傘的婆子，逕自往前走去。 

細雨打在身上，那樣冰冷，卻也讓她清醒了些。 

表哥他是真的要訂親了，記憶裏那些歡聲笑語，都要消失不見了……素真的臉上

濕濕的，不知是雨還是淚。 

紅鴦急忙從打傘的婆子手中接過傘追上去，在她耳邊悄聲道：「小姐，我們先回

去吧。」 

素真睜開眼，對紅鴦道：「我沒事，我好好的。」 

紅鴦用手帕為她擦著臉上的水，「回去給小姐您熬些薑湯，您多喝幾碗。」 

她們在前面說話，紫鴛見那婆子還是一臉看好戲的樣子，氣得跺了跺腳，示意剩

下的丫鬟婆子趕緊跟著自己往前走。 

那婆子等素真主僕都走遠了，才嘴一撇，嘲笑道：「哼，就這命數，誰敢娶？」 

說著，婆子往太夫人院子跑去，進屋之後見到在外間的鎮遠侯，自然先把帖子遞

給他。 

鎮遠侯看了帖子，沉默了好一會兒後才對婆子道：「妳去告訴夫人，到時備份禮



過去就是了。」 

婆子掀簾進了裏屋，沒多久又退了出去，外間只剩下鎮遠侯一人，他輕歎一聲，

這時裏屋的簾子掀起，顧夫人從裏面走出，正好聽到他的歎氣。 

顧夫人的眉頭微皺，但還是上前對鎮遠侯道：「侯爺，那帖子，我已經看見了，

只是蘇府比不得別的府邸，先不說親戚關係，他們對素真還有鞠養之恩，蘇大公

子和素真，也是兄妹情深，所以我想著……」 

「禮備重些就備重些，不用來和我說！」鎮遠侯有些暴躁地打斷了顧夫人的話。 

顧夫人是鎮遠侯的續弦，生了兩兒兩女，這些年和鎮遠侯也算得上琴瑟和鳴，鮮

少見他發火，不禁驚訝地看向他。 

鎮遠侯也覺得自己有些失態，找了個理由避開了，「也不曉得她們把藥熬好沒有，

我去瞧瞧。」 

「侯爺！」顧夫人喚住鎮遠侯，見他回頭看著自己，顧夫人遲疑了下才對丈夫道：

「我只是想問問，當初蘇顧兩府是不是真有婚約？」 

這婚約說的自然是素真和蘇滄，鎮遠侯搖頭回答，「沒有這樣的事，妳別聽旁人

亂說。」想了想，又加上一句，「最近因著母親病重，妳也要侍疾，這府內下人

規矩有些鬆散了，是該找個時機訓斥他們，有些不該說的話不能說。」 

顧夫人輕聲應是，鎮遠侯便大步往門外走去，而他才踏出房門，一個十四、五歲

的少女從裏屋走出，她是顧夫人的長女，顧家二小姐顧素婉。 

顧夫人和鎮遠侯的對話她也聽見了，見母親怔怔地站在屋子中間，素婉上前靠在

她肩上，柔聲安慰，「娘，爹也許只是擔心姊姊。」 

「我曉得，我明白。但是我總有……」 

顧夫人話沒說完，鎮遠侯已經端著一碗藥進來，素婉急忙上前要去接父親手裏的

藥，鎮遠侯卻對二女兒搖搖頭，自己端著藥往裏屋走，素婉於是急忙幫父親打起

簾子。 

鎮遠侯背影消失，顧夫人看著那重新放下的簾子，心情是說不出的複雜。 

她嫁給侯爺也有十多年了，這十多年間，生兒育女，夫妻和睦，侯爺也不像別人

一樣，後院奼紫嫣紅的，除了有兩個通房，就再沒有別人了，而如今就連那兩個

通房，也已經被打發出去了。 

平心而論，她的婚姻，可以說是十分幸福美滿的，除了顧素真，她彷彿是侯爺心

上的一道傷痕，不能提，但又不得不提，對她遠不得近不得，十幾年來，自己都

沒摸清該怎麼對待這個繼女才是正確的。 

顧夫人感覺到女兒握住自己的手，她悄悄擦了眼角的淚，掀起簾子走進裏屋。 

裏屋是顧太夫人的臥室，因病中嫌煩，屋內只有兩個丫鬟、兩個婆子在那伺候，

但鎮遠侯都沒使喚她們，而是親自給太夫人餵藥。 

顧夫人急忙上前接過鎮遠侯手裏的藥碗，「侯爺，我來吧。」 

鎮遠侯沒有看妻子，卻把藥碗遞過去，顧夫人心裏鬆了口氣，曉得鎮遠侯已經不

再生氣了，她於是落坐給顧太夫人餵完了藥，又拿過手巾擦著顧太夫人唇邊的藥

漬。 



鎮遠侯這才開口道：「蘇府那邊，妳親自去一趟吧。還有，素真那裏，妳也去瞧

瞧。」 

顧夫人敏感地聽出丈夫最後那句話裏的含意，忍不住看了眼丈夫，但鎮遠侯已經

低頭看向顧太夫人。 

顧太夫人還是躺在那裏，她這一睡，也許要到晚上，也許要到明早才會醒來。 

顧夫人忍住要詢問丈夫的衝動，只開口道：「既如此，我就先往大小姐那邊去。」 

鎮遠侯點頭，顧夫人站起身，剛要往外走，鎮遠侯又道：「讓婉兒也陪妳去，她

和她姊姊，也該、也該……」 

親熱親熱這幾個字，他並沒說完，就又低頭看向顧太夫人。 

素婉有些驚訝地看向父親，又詢問的看向母親，見顧夫人對自己點頭，素婉也就

乖巧地站起身，跟著顧夫人往外走去。 

外面的雨比方才小了些，但並沒有停，見素婉沒有打傘就往外面走，顧夫人忙命

丫鬟追上去，對素婉念叨地說：「妳啊，怎麼不打傘？要著涼了，豈不又是給我

惹禍？」 

素婉親熱地把顧夫人的胳膊挽住，「娘，我只是想淋淋雨，讓自己清醒些。」 

「說什麼傻話？」顧夫人嗔怪地把女兒摟得更緊。 

素婉輕歎一聲，「娘，不是說傻話呢，我是覺得，自從姊姊回來，這家裏，就變

得怪怪的，我想不明白，總覺得糊裏糊塗的。」 

父親怪怪的，祖母怪怪的，彷彿有什麼不為人知的事。 

顧夫人了然地撫摸女兒的臉，「我明白的，不過妳姊姊她不過是回家來備嫁的，

等她出了閣，就什麼事都沒有了。」 

「姊姊她……真的能出閣嗎？」 

素婉這話讓顧夫人一下白了臉，有些擔心地往背後看去，幸好跟著的人，都是自

己的心腹。 

「妳胡說八道些什麼？妳姊姊是妳爹爹的長女，又是鎮國公的外甥女，生得美貌

無雙，聰明溫柔……」顧夫人的話在女兒的眼神下，怎麼都說不下去。 

論起家世和外貌才情，素真這樣的女子，本該是無數王孫公子爭相求娶的對象，

然而素真已經十六，卻從未有人上門說親。 

雖說這也有之前素真住在鎮國公府，外人認為素真十有八九是要嫁回鎮國公府的

原因，可真正的原因還是她的命格，顧夫人明白，那批命之說，世人不是不害怕

的。 

「橫豎這些事，自有妳爹爹和我做主，妳不要去管。」 

顧夫人握緊女兒的手，力氣用得有些大，但素婉沒有叫疼，只對母親道：「是，

娘，我一定會和姊姊做一對好姊妹的。」 

顧夫人露出欣慰的笑，能有這四個活潑可愛的孩子，特別是貼心的大女兒，就能

讓自己忍下一切的不甘心。 

 

 



素婉是和自己的妹妹住在一個院子裏，素真回來卻是單獨住了一個院子，她住的

院落原本是已逝的老鎮遠侯拿來做書房的小院，兩明兩暗共四間屋子，兩邊還帶

了廂房，院內種滿了花草，別說侯府的小姐公子們，就算和正院相比，也差不了

太多。 

顧夫人和素婉走進院子時，看見一棵桂花樹被雨打落了不少桂花，紫鴛正打著

傘，指揮著小丫頭把這些桂花都收起來，一邊叮囑，「可要小心點，還要漂洗乾

淨。」 

屋子的門窗都關得很緊，也不曉得素真是不是在歇息…… 

想著，顧夫人看一眼身後的丫鬟，丫鬟會意開口道：「紫鴛，妳這會兒倒忙。」 

紫鴛剛要回答，抬頭看見顧夫人母女，急忙上前行禮，「見過夫人和二小姐，我

們小姐今兒回來，說橫豎閒著沒事，就讓咱們把桂花都收起來，再用火烤乾，好

做桂花釀。」 

「侯爺說，太夫人這些日子也好些了，想著自從大小姐回來，我還沒好好地和大

小姐說過話，因此吩咐我過來瞧瞧。」顧夫人一邊含笑叫起紫鴛，一邊解釋自己

的來意。 

或許是說話聲被聽見了，屋門被打開，紅鴦從裏面快步走出，道：「夫人請，我

們小姐今兒淋了點雨，正在屋裏歇著。」 

「淋雨？可有著涼了？」顧夫人扶了丫鬟的手往屋子走。 

紅鴦跟在旁邊，回答道：「奴婢讓人煮了些薑湯，小姐沒有大礙。」 

「那就好，若有什麼事，儘管讓人來找我。」顧夫人說著就走進屋內。 

素婉跟在母親身後進屋，這還是她第一次踏進姊姊的屋子。 

這屋內擺設和素婉的屋子差不多，但素婉曉得，這些傢俱樣式雖然和自己屋裏的

是一樣的，但不管是做工還是材質，都好過自己屋裏的許多，更別提那些擺設，

多是古董而非仿品。 

紅鴦已經搶先一步掀起門簾，門簾上掛著的一個雙鴨玉佩正好碰在素婉手上，這

樣的玉佩，給侯府小姐們隨身佩戴都不顯丟臉，但在這屋裏，卻只能做一個門簾

上的裝飾。 

素婉掃一眼那玉佩，跟在顧夫人身後走進裏屋。 

素真披著外衣，髮上只斜斜地簪了一支珠釵，被個小丫鬟扶著往前相迎，福身行

了一禮，「女兒見過母親，母親休嫌女兒衣著不整。」 

「怎麼會嫌妳呢？方才聽她們說妳淋了雨？」顧夫人扶起素真，溫和相問。 

素真請顧夫人坐下，這才笑著道：「是女兒以為這雨已經停了，誰知並沒有停，

走了兩步才發現淋雨了。丫鬟們也曉得這事，一回來就讓廚房送了濃濃的薑湯，

又讓女兒在床上躺著發汗。」說著素真從小丫鬟手裏接過茶親自給顧夫人奉上，

又對素婉笑著道：「二妹妹也來了。說來，妳我姊妹，其實見的時候不多。」 

「爹爹也這樣想，因此才命我跟著母親過來，姊妹倆好親熱親熱。」說著素婉歪

頭一笑，「說來，姊姊沒回來之前，我還沒做過妹妹呢。」 

「妳這孩子，在妳姊姊面前，怎麼就撒嬌了？」顧夫人輕輕撫摸女兒臉一下，笑



裏面有嗔怪。 

素真也笑了，「我在舅舅家中，是既做過姊姊，也做過妹妹的。」 

「如此最好，妳們姊妹間親親熱熱的，妳父親也會少些煩惱。」 

顧夫人的話讓素真淺淺一笑，接著道：「這些時日，祖母的身子要緊，妹妹能來

最好，不能來，我也明白妹妹的心的。」 

素婉恰到好處地微笑，顧夫人就拉著素真的手坐下，一邊說：「妳這孩子，就是

太知禮了，在我面前，還這樣拘束。」 

「應當的。」 

顧夫人在素真說話的時候，仔細瞧著素真，素婉已經生得很美了，但素真比素婉

還要美上三分，杏眼桃腮，輕蹙眉間帶著輕愁的模樣，讓人想呵護。 

這讓顧夫人想起素真的生母蘇氏來，顧夫人比蘇氏小那麼三四歲，曾聽家中姊姊

羨慕地說起過蘇氏，說她是怎樣的一個美人。 

美也就罷了，還很有才，不但有才，還極其溫柔，再加上顯赫的家世，即便是如

顧夫人這樣出身的人，也會仰慕她。 

只可惜紅顏薄命，蘇氏嫁給鎮遠侯，僅僅只有兩年，就死於難產。 

也許，只有那樣完美的女子，才會讓鎮遠侯在她死後對萬事都很冷淡，甚至遷怒

於她的女兒，因為，是她的女兒，讓她死去。 

素真抬頭，見顧夫人瞧著自己，不由得微笑，「母親想和我說什麼？」 

「我是想，後日就是妳表兄訂親的日子了，妳父親說，讓我親自去一趟，蘇府和

別家不一樣，想問問妳，可要帶上幾樣妳舅母他們喜歡的東西？」 

素真的心微微一疼，離開鎮國公府的時候，蘇滄來送她，那時候蘇滄說的是什麼？ 

「表妹，妳先回家，等再過些日子，就該又回來了。」 

那時，自己想的是，等又來的時候，是穿著大紅喜服，坐著大花轎來的，但現在

卻是上門祝賀他…… 

素真強忍住心中的惆悵，對顧夫人道：「舅母曾說過，如今這般和侯府之間彼此

往來，已經足夠了，禮物送來送去的，不過是徒費工夫。」 

「這總是大事，送禮也能表示心意。」素真眼裏那一閃而過的惆悵，並沒逃過顧

夫人的眼，她心中歎息，這種心緒，是最難以消解的。 

這時，紫鴛手裏捧著一個小瓷罈走進屋裏。 

「小姐，桂花已經收好了，今年雨水勤，只有這麼一小罈呢。」 

「妳拿去把桂花收拾了，再照往年的法子，做出桂花釀來。」素真吩咐著紫鴛，

突然微微一笑，「方才母親問，要送什麼東西去蘇府，我這裏還收著幾瓶去年的

桂花釀，不如就把這送過去，恭賀表兄。」 

「小姐，那酒……」 

紅鴦才急急地說了這麼一句，素真就打斷她道：「那酒定是被妳們收到櫃子裏，

還不快些尋出來。表兄訂親，我很歡喜，也要痛飲一杯。」 

這酒，是去年和蘇滄一起做的，那時蘇滄爬到樹上，把桂花搖落下來，她在樹下

抬頭望去，笑聲彷彿能傳到天際。 



「既是妳親自做的美酒，想來蘇夫人和蘇公子，定會十分歡喜。」顧夫人見紅鴦

拿著兩瓶酒走出，忙叫自己丫鬟接了，笑盈盈說了這麼一句。 

素真收起思緒，淺笑回答，「是啊，舅母定會十分歡喜。」 

這句話雖然是她自己說出來的，卻有如一根刺，直直地往她心口刺去，舅母，舅

母，這個曾對自己溫柔體貼百般呵護的女子，其實她一直不喜歡自己吧。不然怎

會在自己離開蘇府僅僅一個月後，就為蘇滄訂親？ 

世家大族光尋合適的媳婦人選就要花上好幾個月，這個兒媳定是舅母早就看中的

了。 

素真覺得心口一陣陣地疼，但在繼母面前，她還是要保持住端莊嫻雅，看見素婉

撒嬌地依偎在顧夫人懷中，她羨慕地想，有親娘和沒親娘，畢竟是不一樣的。 

縱然在國公府，兩個舅母看起來都對自己百般疼愛，在侯府，顧夫人對自己也溫

柔體貼，但她曉得，不同就是不同。 

顧夫人猜得出她表面平靜，心裡怕還是難受的，見狀也沒多留，帶著女兒離去。 

送走了顧夫人母女，素真站在窗邊，這雨，下起來就似乎沒有了盡頭，不知道自

己在蘇府的住所，院子裏那棵桂花，是否也像這棵桂花一樣，被雨打得花瓣四落？ 

「大小姐，午飯時候到了，您今兒想吃什麼？不如，來點清淡的。」紅鴦的聲音

在素真耳邊響起。 

素真動都沒動一下，喃喃地道：「我什麼都不想吃。紅鴦，那桂花釀還剩下幾瓶？

拿來，我把它喝了吧。」 

紅鴦上前一步，握住素真的胳膊，聲音微哽地說：「小姐……」 

素真輕歎，「不用為我擔心，紅鴦，喝完這些桂花釀，我就，什麼都記不起來了。」 

「大小姐，喝完了這些，就有新的了。」 

聽了紅鴦的安慰，素真擦掉眼角的淚，眼望著窗外，卻是啞聲說：「沒有了，再

沒有新的了，妳告訴紫鴛，把那些桂花都扔了吧，不用再做桂花釀了。」 

過了很久，再也聽不到紅鴦的聲音，素真曉得她已經走了，眼裏的淚這才流下，

只有一個人的時候，才能恣意流淚。 

表兄，表兄，你我之間，終只能是兄妹。 

 

 

鎮遠侯府畢竟有許多的下人，鎮遠侯夫妻也就是白日到太夫人屋裏伺候著，到了

夜裏，也就把這些交給下人，兩夫妻回房。 

這時候夫妻之間也能說點私房話，顧夫人便把今兒去素真那裏的事情細細說出。 

鎮遠侯聽完沉默了很久，就在顧夫人以為丈夫不會再就這件事發表什麼意見時，

鎮遠侯卻突然開口。 

「妳去鎮國公府的時候，總有些差不多的人家要去的，妳稍稍留心著，為素真尋

一個合適的女婿。」 

顧夫人沒想到他會在這時候說這件事，愣了一下。 

鎮遠侯則是歎氣道：「說起來，若母親真的……別的孩子罷了，素真就被耽擱了。」 



「侯爺，我想問你……」那個疑惑就在唇邊，怎麼都擋不住想問的心，在鎮遠侯

看過來時，顧夫人終究低低地道：「外面的傳言……」 

「傳言就是傳言，夫人，素真是我的長女，妳做繼母的，也該多照顧她些。」鎮

遠侯打斷妻子的話。 

「我曉得，可是這個把月以來，府裏的情形你也知道……侯爺，你我是夫妻啊，

夫妻，是該坦然相對的。」顧夫人終於忍不住把心底話吐出。 

鎮遠侯看著妻子久久，才疲憊的開口，「我知道有些事委屈妳了，可是娘不讓說，

我也不能說。」 

說到最後一句，鎮遠侯話語之中，已經透出了痛苦，這種痛苦也是少有的，顧夫

人長長地吁了一口氣，曉得自己今兒不能從丈夫口中問出些什麼。 

顧夫人自嘲一笑，「罷了，既然如此，那就這樣吧。侯爺，是我不該問。」 

鎮遠侯曉得這會兒該安慰妻子，但是，怎麼安慰？他不曉得，甚至有些不願意。 

他不由得地想，如果她還在，如果陪在自己身邊的是那樣美麗溫柔的夫人，自己

的日子將是何等逍遙快活？可是，她已經不在了，留給自己一個女兒，一個長得

那樣像她的女兒。 

鎮遠侯沉默地睡下，如同每一個夜晚一樣。 

窗外的雨聲一時大一時小，雨打芭蕉，聲聲入耳，卻也聲聲淒涼。 

第二章 命運突變 

「小姐，您該不會一夜沒睡？」紅鴦掀起帳子時，看見素真睜著眼睛，眼裏滿是

血絲，有些心驚地說。 

「橫豎沒有事，白日也能睡，不比在國公府時……」說著，素真把頭微微一低，

接著苦笑，不該提的，提了只是讓自己難受。 

那時候表兄關心自己，關心自己吃了多少飯，擔心自己冷了熱了，但以後這樣的

關心就要對別人了吧？ 

素真收起思緒，披衣起床，「今兒是表兄訂親的日子，其實我也該送幾樣禮物過

去，只是……」 

「小姐，不要去想這些了。昨兒二小姐不是給您送了個荷包，說上回見到您繡的，

她也繡了個？」紫鴛不願素真難過，急忙用別的話來岔開。 

素真站起身任由兩個丫鬟服侍自己穿衣，笑著道：「這是兄妹間很平常的交往，

若我刻意不去提，別人才會疑惑呢。」 

「對，對，小姐說的對。紫鴛，妳記性好，趕緊想想，表少爺平常喜歡什麼東西？」

紅鴦把一塊手巾鋪在素真肩膀上，雖在服侍素真梳洗，嘴裏卻沒忘記說話。 

紫鴛心思較為簡單，被紅鴦這麼一說，就認真想了起來，「奴婢聽說和表少爺訂

親的是首輔的孫女，她父親現在雖只是個五品官，可前途大好。還有人說，只怕

父子宰相這種事，在本朝就要出現了，這樣人家的女兒，必定是會吟詩作對的。

不如小姐您寫幾幅字送過去，您的字，舅老爺都稱讚的。」 

素真訝異地啊了一聲，「怎麼會是首輔的孫女呢？舅舅不是一直說，有些讀書人

家，看不起國公府，覺得是勳貴，仗著祖蔭，而他要讓他們知道，國公府也不是



能這樣輕易被看不起的。」 

「必定是因為表少爺特別出色，不是那樣紈褲。」 

紫鴛向來心直口快，此話一出口，被紅鴦打了一下，吩咐道：「快些去把早飯催

來，小姐用了早飯，好去太夫人面前請安。」 

紫鴛頓時明白這是什麼意思，吐一下舌讓小丫鬟趕緊把早飯傳上來。 

素真用完早飯，帶著丫鬟往顧太夫人上房行去。 

顧太夫人院子和平常是一樣的，但就在素真來到院子門口，對著臥室方向行禮

時，院裏走出一個丫鬟對素真道：「大小姐來了，昨夜太夫人醒了，說讓大小姐

您進去。」 

這真是石破天驚的消息，對這位祖母，雖然年年都見，但素真總覺得，她對自己，

是那樣的冷漠，除了按例給賞，這位祖母真是連個笑容都吝嗇給自己。 

此刻，她已經醒了是好事，但為何要叫自己進去？ 

素真疑惑地跟在丫鬟身後進去，剛進院子，就聽到素婉的笑聲，待丫鬟掀起簾子，

素真低頭走進，把笑聲聽得更清楚，不但有素婉的，還有三妹素秋的聲音，房間

裏面滿滿當當的都是人，除了顧夫人母女，連在外面居住的顧二夫人都帶著兒女

們來了。 

瞧見素真走進來，顧二夫人立刻揚起笑容，「大侄女來了，我方才還在和大嫂說

呢，定然是婆婆曉得自己這個大孫女來了，放心不下，這才醒了。」 

整個侯府對素真都是客氣疏離的態度，只有這位顧二夫人話裏話外地經常擠對素

真，但她是一個一年都見不到一次的長輩，對素真來說，比陌生人還要生疏三分，

所以從不把她的話放在心上，此刻也不例外。 

素真只規規矩矩地向顧二夫人行禮，「見過二嬸。」 

每次都這樣，就像一拳打在棉花上面！ 

顧二夫人的唇不由得撇了撇，剛想再說點什麼，顧太夫人已經對兒媳們道：「妳

們都各自有事忙，先出去吧，還有孩子們也出去，我想和你們大姊說說話。」 

顧夫人應是站起身，顧二夫人的女兒似玉卻驚訝地問：「為什麼祖母要和大姊姊

說話？祖母不是向來不喜歡大姊姊嗎？」 

果真是顧二夫人教出來的女兒，說話總是直接，也不管會不會得罪人。 

素真想著，神色沒有變化，但一旁的顧夫人卻冷了臉。 

顧二夫人的臉色一沉，連忙把自己女兒拉走，其他人也紛紛離去，屋內很快只剩

下兩個丫鬟和顧太夫人祖孫。 

素真坐在顧太夫人面前，恭敬的問：「祖母，您想和我說什麼？」 

「妳的表兄今日訂親。」顧太夫人不是詢問，但素真還是點頭，顧太夫人歎氣繼

續說：「妳出生那天，妳的外祖母來我面前，說她親生的孩子唯有妳的母親，因

此想把妳帶回侯府撫養，我答應了。」 

「外祖母生前，也曾和孫女說過這事。」 

顧太夫人沒有理會素真的話，自顧自說下去，「妳的外祖母一心想讓妳嫁回蘇家，

因為不願意鎮國公府落到別的女人的子孫手上，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她老了，沒



人願意聽她的。」 

「外祖母一向對孫女很好。」素真不願意別人說外祖母的壞話，覺得顧太夫人像

在暗示外祖母對她並非真心，不禁開口打斷顧太夫人的話。 

顧太夫人冷笑一聲，「是啊，妳是她唯一的血脈，她自然對妳好，可惜啊，其他

人就不是這樣了，當初為了爵位，鎮國公府兩兄弟幾近反目，妳知道嗎？妳大舅

舅，是答應過要讓長子娶妳，才得到妳外祖母的支持的，但現在，哪裡真的把承

諾當一回事？」 

「按律法……」 

「律法？律法在有身分的人面前什麼都不是。」素真的話被顧太夫人打斷，「呵

呵，妳有很多事情不知道，來，我告訴妳為什麼蘇滄會定那麼一門親，因為妳的

表姊，妳二舅舅的長女，兩個月前，剛剛成為太子的良娣，為了跟二房抗衡，妳

說妳大舅舅會想怎麼做？那時候我就曉得，妳會被妳舅母送回侯府的，果不其

然。」 

「祖母對孫女難道就沒有一點疼愛嗎？」素真眼眶裏的淚終於湧出，對顧太夫人

幾乎是叫喊出聲。她不明白，就算祖母再討厭自己，又為什麼要在這種時候傷害

她，為什麼祖母要用這樣的語氣說出這些話，為什麼要這樣近乎嘲諷似的告訴她

舅舅他們的打算？ 

顧太夫人盯著素真，神色有點詭譎，「不，我對妳自然是疼愛的，可是……素真

啊，妳知道妳真正的命格是什麼嗎？」 

素真覺得此刻的祖母很可怕，她幾乎是拚命地搖頭，「我不知道，我也不願意知

道，祖母若沒有別的話，那我……」 

顧太夫人突然伸出手，抓住素真的胳膊，她的手佈滿皺紋和斑點，和素真白皙細

嫩的手腕形成鮮明對比。 

那樣冰涼的觸感牢牢的攫住了她，素真有些害怕，她看向兩個丫鬟，但那兩個丫

鬟都低垂著頭，如同泥塑木雕一樣。 

祖母到底怎麼了，這個侯府，到底發生過什麼自己不知道的事？不，有些事，自

己永遠都不應該知道，看祖母的神色，她覺得好像不是什麼好事…… 

素真思緒紊亂，想要掙脫，但顧太夫人的力道卻很大，幾乎像是要把手指掐進她

的肉裏，她不敢太大力，怕傷了老人家，一時間竟然擺脫不了。 

顧太夫人把孫女拉近自己，沙啞的道：「我告訴妳，素真，我告訴妳，妳真正

的—— 」 

「太夫人，宮中來人傳旨。」一個婆子突然走進來，打斷顧太夫人的話。 

顧太夫人面上的猙獰消失不見，病容也消散了，彷彿又變成病前那個雍容華貴的

老夫人，「是什麼旨意？」 

「只說是喜事，也許……」婆子瞧向素真，聲音略低了點回答，「也許，是來賜

婚的。」 

三個月前，皇帝封了太子，同日幾個皇子也各自封王。除太子已經成婚外，別的

皇子都尚未成親。而皇帝在封太子時，還精心選了兩個世家女，封為太子良娣，



想來其他幾位王爺也不會忘了。 

她有數名沒嫁的孫女，此刻宮中來旨，又說是喜事，除了賜婚，還有什麼呢？侯

府的哪位千金，會有這樣的運氣，嫁進皇家成為王妃？ 

顧太夫人想著，放開緊握住孫女胳膊的手，突然往床上倒下。 

見狀，婆子驚慌地喊了一聲，「太夫人！」 

一直待著不動的丫鬟也撲上前，素真低頭，看見顧太夫人並沒暈過去，她的雙眼

還是睜著的，素真還來不及鬆口氣，顧太夫人就重重地喘氣，喃喃道：「原來，

真的改變不了。我錯了，妳外祖母也錯了，去吧，去接旨去吧。」 

「孫女……孫女為何要去接旨？」素真摸不著頭腦。 

聽到她的問題，顧太夫人笑了一聲，這笑，看在素真眼中，難得有了幾分慈愛。 

「旨意，應當是為妳而來的。」 

為大小姐而來？這下別說素真摸不著頭腦，就連旁邊服侍顧太夫人很久的下人

們，也摸不著頭腦。 

倒是來傳話的婆子很快就反應過來，難道說，大小姐會成為王妃，嫁入皇家？這

倒真是喜事，可是大小姐不是有剋親的命格嗎？為什麼皇家還會下這樣的旨意？ 

屋內陷入一種詭異的安靜之中，素真看著顧太夫人，一時不曉得自己該說什麼。 

簾子又被人掀起，這會兒進來的婆子是侯府的管家娘子，也是顧夫人的心腹，她

急匆匆地來到顧太夫人床前，稟報道：「太夫人，旨意上說，我們家大小姐，端

莊嫻淑，堪為天子之媳，把我們家大小姐，許配給臨淄王做王妃了。」 

素真驚愕之中想起方才顧太夫人說過的話，低頭看著這個彷彿早就知道會有這個

結果的老人家，不解的問：「祖母，為什麼，這到底是為什麼？」 

屋內的下人們都已經跪下給素真賀喜，顧太夫人則是躺在床上對素真道：「孩子，

這都是命，這是妳的命。」 

「我的命，不是剋……」剋父剋母，養於外家？ 

這八個字，素真剛懂事就知道了，雖說是到了蘇滄訂親，她才明白，那是因為大

舅母不喜歡自己，才故意讓下人把這八個字透漏給自己。 

可就算如此，這八個字，就像一句咒語一樣，深深地刻進素真心中。 

顧太夫人卻沒有直接回答她的問題，只是催促道：「去吧，去吧。這是妳的命，

我不能說，一說出來，就破了天機。」 

「太夫人，宮中來傳旨意的公公要求見大小姐！」 

就在顧太夫人這幾句話讓素真的腦子越來越亂，彷彿有什麼謎團包裹了自己的時

候，丫鬟在門外恭敬地詢問，打斷了素真的沉思。 

素真看向眾人，眾人的目光此刻都是恭敬的，素真曉得，按照禮儀，自己的身分

在這一刻就有了改變，所有的人都在等著自己發號施令，跟原先對待她的態度，

天差地別。 

丫鬟在門外又重複了一遍，素真這才開口，她仍然感覺一切都不真實，聽到自己

的聲音就像從很遠的虛空之中傳出——  

「請他們在外等候，我會去廳裏面見他們。」 



丫鬟答應離去，顧太夫人已經疲憊地閉上眼，對婆子擺手，「告訴下面的人，把

大小姐打扮好了再出去。」 

婆子應是，上前對素真恭敬地道：「大小姐，請跟奴婢出去。」 

素真一直看著顧太夫人，但顧太夫人沒有睜開眼睛，素真慢慢地一步步往後退，

等到快要走到門口終究忍不住對顧太夫人道：「祖母，您當真不能給孫女一個答

案？」 

然而顧太夫人還是沒有回答，素真不甘心地再看了顧太夫人一眼，顧太夫人已經

閉上眼睛，一動也不動，就像睡著了。 

雖然素真知道，這屋內的下人們也都知道，顧太夫人是在裝睡，但沒有一個人敢

戳穿這件事，素真緩緩的一步步走出了臥室。 

院子裏此時站滿了人，除了下人，顧夫人和顧二夫人也赫然在人群裏，這讓素真

有些驚訝，快步上前對顧夫人道：「母親沒有去赴宴嗎？」 

「咱們家裏出了這麼大的喜事，就算去赴宴，這會兒也該立即回來，更何況大嫂

還沒出門呢。」顧二夫人酸溜溜地說著，「大侄女，恭喜妳，端莊嫻淑，德才兼

備，真是……」 

「妳二嬸是太歡喜了，才會說這樣的話，素真，妳先回去梳妝吧，宮中來的公公

們在廳裏等著。」 

顧夫人溫柔地對素真說了這麼一句，素真對顧夫人擠出一抹笑，在紫鴛紅鴦的陪

伴下匆匆離去。 

「大嫂，我可是聽說了，臨淄王的生母不過是個早逝的美人，他身子骨也不好，

陛下給他定這樣一門親，還真不是我們府上的福氣呢。」等素真一走，顧二夫人

就對顧夫人再次酸溜溜地開口。 

顧夫人當然曉得這些，臨淄王在諸皇子中，雖說年紀僅比太子小了那麼一點，然

而生母早逝，身子不大好的他並不得皇帝的喜愛，但皇家子女，哪是臣子們可以

議論的？ 

顧夫人冷冷地看了顧二夫人一眼，舉步走上臺階，「王妃的嫁妝雖說不用我們府

裏操辦，然而也要給她添上些東西表示府裏的心意，還有貼身服侍的人要帶哪

些，這些，都要請婆婆拿個主意，我可沒時間和妳在這扯嘴皮子。」 

顧夫人顧左右而言他的原因顧二夫人當然曉得是為什麼，不由得嘴一撇，還想再

說什麼，然而瞧瞧四周，並不見自己的心腹，要是這話當真被傳出去，自己恐怕

沒好果子吃。 

想到這裏，顧二夫人心裏酸得更厲害了。 

一個婆子見狀上前賠笑道：「二夫人，不管怎麼說，大小姐成了王妃，家裏這幾

位尚未訂親的小姐的婚事，就更好辦了。」 

說的也是，顧二夫人鼻子裏冷哼出來一聲，「哎，那個剋父剋母的，沒想到對侯

府還有這樣的用處。」 

顧二夫人的聲音不小，連屋裏的人都聽得到，正走近顧太夫人床邊的顧夫人，眉

頭不由得微微皺了皺，就想去訓斥她幾句。 



這時顧太夫人已經睜開眼，見狀對長媳道：「由她去吧，人算不如天算，這世上，

算計再多，可有時候，還是扭不過老天。」 

顧夫人對婆婆微笑著道：「太夫人說的是，這會兒，您好些了，大小姐又嫁進皇

家，我們家……」 

顧太夫人彷彿沒有聽到媳婦說話一樣，沉默了很久才歎氣，「各人有各人的福氣，

我只是不曉得、不曉得……」 

顧夫人想知道顧太夫人未竟的話到底是什麼，然而她接下來什麼都沒說，顧夫人

只能把話題拉到嫁妝的事情上，顧太夫人彷彿累了，交代一切給她操持，她點頭，

守著顧太夫人歇息，在安靜之中，她不禁往窗外看去，那纏纏綿綿淅淅瀝瀝一個

多月的雨，似乎也停了，有雨滴從簷下滴落，一點點，彷彿滴在人心上。 

第三章 賜婚背後的緣由 

素真房內，這時候眾人都在忙碌，小丫鬟們找出精緻華貴的衣裳首飾，紫鴛和紅

鴦好不容易挑了一套美麗又不失端莊的衣裙伺候素真換上，紫鴛替素真重新梳了

頭，拿著各色簪釵往素真髮上比去。 

「小姐的相貌本就十分美麗，這樣一打扮，就更美了。」 

「紫鴛妳別說話了，宮中的公公在等著呢，讓他們等久了不好。」 

紅鴦催促著，紫鴛卻不放在心上，微笑著把一根紅寶釵子插進在素真的髮髻，「讓

他們等著去，我們小姐這會兒可是未來王妃，是他們的主人，他們啊，只有……」 

紫鴛得意的話還沒說完，素真就微微搖頭，站起身，淡淡地道：「好了，紅鴦紫

鴛跟著我去前廳，其他人沒別的事兒就出去吧。」 

「小姐，您怎麼不用那根紅寶釵子？」紫鴛見素真把剛剛那支釵拿掉，又把華貴

些的首飾都換成比較樸素的，有些不甘心地叫起來。 

「小姐必定有她自己的主意，妳囉唆什麼？我們走吧。」紅鴦小聲訓了紫鴛一句，

伸手扶住素真往外走。 

紫鴛被訓了一句，總算是閉嘴只做事，連忙跟上小姐。 

三人走出屋子，素真見這雨已經停了，隱約之間能看到天際有微微的藍。 

「這雨，終於停了啊！」素真輕歎一聲。 

旁邊的紫鴛則是高興地道：「必定是小姐有了喜事，這天也從人願。」 

天從人願嗎？今兒，也是表哥訂親的日子呢，沒想到你我，終究是在同一天訂親

了，不過是和不同的人…… 

素真壓住心中想哭的衝動，那天說過的，喝完那些酒，就忘掉吧，忘掉吧，把一

切都忘掉，自己以後會是臨淄王妃，過去種種，不應該惦念，若有一天，能和表

哥相見，他要對自己行禮，如同陌生人一樣…… 

在分開、在各自嫁娶的時候，曾經那樣接近的兩個人，就注定只有這樣的結局。 

素真閉上眼，等睜開時，眼神已經一片清澈。 

 

 

宮中的內侍們果然對素真非常恭敬，素真也認真聽著他們說話。 



按照禮儀，從侯府接了旨意開始，素真居住的院子，就要被封鎖起來，素真一應

起居，包括飲食衣著，都由皇家供給，至於服侍的人，卻是另有安排。 

幾個內侍看了看紅鴦、紫鴛兩人，對素真恭敬地道：「按禮，若嫁進宮中，是不

許帶自己的下人的，但嫁進王府卻沒有這個規矩，不過宮中會遣來嬤嬤宮女，到

時除了提醒您的禮儀之外，請您把要帶去王府的人，也交給嬤嬤們，嬤嬤們會教

導提醒入了王府的規矩。」 

「有勞了。」素真對內侍點頭，眼裏已經看不到一點傷悲，彷彿從不曾在蘇府生

活了多年，彷彿和蘇滄從沒有過祕密的愛戀。 

「不敢、不敢，奴才們這就先告辭，另外，要服侍您的內侍宮女，都已經準備好

了，顧夫人也已經做了安排。」 

內侍說完就對素真行禮，素真頷首，示意他起來。 

紫鴛已經端著一個托盤上前，托盤蓋著紅色錦緞，紫鴛對那內侍道：「有勞公公

了，這些就拿去喝茶吧。」 

內侍當然曉得這些東西拿去買個茶樓都夠了，急忙又行一禮，謝過素真，也就命

身後的小內侍接了托盤，恭敬退出，紅鴦送他們出了門。 

偌大的廳堂此刻只剩下素真主僕，素真這會兒才察覺自己為了維持端莊，太過緊

繃，現在渾身都沒有了力氣，坐在椅上一動不動。 

「小姐，夫人讓人傳話說，宮裏送來的東西和人，都已經送到您院子裏去了，還

要您前去清點。」紅鴦回來時對素真這麼說，她方才在外頭遇上了顧夫人身邊的

心腹嬤嬤。 

素真點頭，眼底卻透著疲憊，「我曉得，我只是，只是……」 

方才跟內侍一番談話，讓她意識到，從此以後，盯著她一言一行看的人會更多，

能夠流露出真實情緒，能夠自在的機會就少了。 

這樣的生活，哪怕她不想要，也拒絕不了…… 

臨淄王妃，皇家的兒媳，高高在上，有一輩子的富貴尊榮，可是這些對自己又有

什麼意義呢？ 

「小姐……」紅鴦聽出她言語裡的不情願，有些擔心地又叫了一聲。 

素真站起身，露出一個笑，「我明白的，妳放心，既然陛下看重我，那我，一定

會做一個很好的臨淄王妃。」 

說著，素真已經很好的把情緒壓下去，領著兩個丫鬟緩緩走出廳堂。 

蘇太夫人對素真雖然十分疼愛，但並沒有忽視過她的教養，甚至素真的教養嬤

嬤，就是曾教養過素真母親的。而素真也知道，雖然父親不喜歡自己那麼像母親，

可是外祖母卻是很喜歡的，因此素真也極力學著母親的模樣。 

「妳越來越像妳娘了。」 

蘇太夫人的這句話，是對素真最好的獎勵，也是素真給蘇太夫人最大的安慰。 

當年自己的母親，是那樣得人仰慕的女子，自己既然像她，又怎麼會做不好這個

臨淄王妃？ 

當素真從廳堂走出時，動作是那樣端莊，神情是那樣從容，是如此標準的世家千



金。 

等在院中的顧夫人看見素真，上前對她道：「送來的東西和人，都已經安排好了，

就在妳院中，到時……」 

「多謝母親。」素真曉得顧夫人擔心什麼，對她輕柔地說了這麼一句，接著又笑

著道：「按理說，也該把這消息告訴舅舅，好讓舅舅歡喜歡喜，再說今兒是表兄

訂親的日子，也能算雙喜臨門。」 

顧夫人仔細看著素真面色，沒有在她臉上看到一絲一毫的難過，於是也笑了，「確

實，雖說今兒忙，可這樣大事不能不告訴鎮國公府一聲。」 

顧夫人吩咐下人去辦事，素真告辭，走在回院子的路上，她抬頭望去，此刻天氣

越發晴朗了，久違的陽光從雲後灑出來，真暖和，這樣的陽光能照得人都是暖暖

的吧？ 

 

 

侯府這邊在忙碌著，方才傳旨的內侍則到了臨淄王府，見到臨淄王陳士允，恭敬

地對他稟告去了侯府遇到的事情。 

陳士允今年十七，生得很俊秀，事實上，皇家的這些皇子公主之中，沒有一個生

得不好看的，不過陳士允比起他的兄弟姊妹來，稍微帶了點病容，宮裏傳聞說，

因為陳士允的生母懷孕時候誤服了藥，陳士允不但早產，身子還不好，甚至那位

美人也早早去世，偏偏皇帝配給陳士允的，竟是一位在流言之中，剋父剋母，是

個剋星的女子，在外人看來，皇帝彷彿不喜歡這兒子到了極點。 

內侍一邊稟告，一邊偷偷看著陳士允的神色，但陳士允的神色還是很淡然，彷彿

不管娶誰，對他來說都一樣。 

「……除了儀態規矩挑不出錯處，鎮遠侯大小姐還十分美貌。」雖然最後這句話，

內侍不該說的，但鬼使神差的，內侍還是說了出來。 

跟在陳士允身邊的一個小內侍平時大概不受拘束慣了，竟然直接問道：「李爺爺，

比太子妃還美貌嗎？」 

太子妃石氏，出身定遠侯府，而定遠侯府的女兒，是以美貌宜子著稱的。石氏又

是姊妹們中，最美貌的一個，也難怪小內侍會有這麼一問。 

李內侍悄悄地看眼陳士允，見陳士允神色沒變，這才對那小內侍道：「太子妃比

王妃，更加端莊一些，畢竟臨淄王妃今年才十六。」 

「李爺爺，京中曾有傳言……」 

小內侍的話沒說完，就被陳士允打斷了，「你們今兒的話太多了些，王妃既然出

身名門，美貌無比，那就是父皇對我的疼愛。」 

小內侍吐一下舌沒有說話，李內侍微笑道：「是，是，王爺說的對，王爺還容奴

才先告退，奴才還得回去覆命。」 

陳士允揮一下手，李內侍恭敬退下。 

小內侍立刻對陳士允道：「王爺，不是奴才多嘴，明明還有其他出身名門，美麗

嫻淑的女子可選，為何偏偏就給了您一個有剋父剋母之命不吉利的人？」 



「吉利不吉利，那是外人說的，傳膳吧，我餓了。」對娶什麼樣的王妃，陳士允

並沒多少意見，對皇家兒女來說，婚事很難隨自己的心意。 

「王爺，可是蘇嬤嬤說……」 

提到蘇嬤嬤，陳士允就有些頭疼，蘇嬤嬤是他的奶娘，從小就把他看成心肝一樣，

因此他的三個奶娘，也就只有她一直跟著他。 

正因為蘇嬤嬤看重他，得知皇帝賜婚的人選，她就很不滿意，嘮叨了好幾天了。 

「那又如何，難道我還能去跟父皇說，讓父皇給我另尋一個王妃？」 

小內侍嘻嘻一笑，「王爺，蘇嬤嬤不是說了，不如再給您尋兩個命格有福的側妃，

這樣的話，就……」 

陳士允伸手往小內侍腦袋上打一下，「胡鬧，難道還嫌我死得不夠快？不曉得色

是刮骨鋼刀嗎？」 

呸呸呸，小內侍急忙往地上吐吐沫，「王爺，您哪能說這樣不吉利的話呢？蘇嬤

嬤說的有道理。」 

「來人！」陳士允曉得如果不打斷小內侍的話，小內侍會一直說一直說，索性高

聲對外面說了這麼一句，立即就有丫鬟掀起簾子走進來。 

「王爺？」 

「擺膳吧，就在這裏。」 

丫鬟急忙應聲，出去傳膳，小內侍的嘴不由嘟起，不過不敢往下說，只有些期盼

地望著外面，希望蘇嬤嬤能說服李公公，讓李公公去和皇上說，再給他們王爺尋

兩個有福有壽的側妃。 

 

在迴廊上遇見蘇嬤嬤的李內侍卻不像小內侍期待的那樣一口答應，他對蘇嬤嬤搖

頭，「這事不行，蘇姊姊，不是我肯幫忙，只是昨兒個陛下擬定名單時，我多嘴

問了一句，按例該再有幾個側妃的，陛下不一併挑了？然後陛下就說，和貴妃商

量這事的時候，貴妃說：『這側妃之事，還是要等王妃過門之後再議，免得先定

下了，到時候王爺和王妃夫妻不睦，讓奶娘們進宮來請旨調停，那才麻煩呢！』」 

蘇嬤嬤聽完就咬牙切齒地道：「我就曉得吳貴妃瞧我們王爺不順眼，哎，當年我

們……」 

李內侍急忙對蘇嬤嬤擺手，「這事，妳也不要再說了，畢竟貴妃娘娘這會兒得陛

下寵愛，甚至還……」 

蘇嬤嬤不屑地道：「這話你和別人說說也就罷了，和我說，你當我不曉得你這老

貨心裏在想什麼？吳貴妃這輩子啊，除非安平王做了天子，否則的話，她一輩子

都當不上皇后。」 

當今太子是皇后所生，皇后身體多病，這兩三年更是纏綿病榻，宮務全由吳貴妃

掌管。今年三月時，曾經傳出皇后一度病危不能說話的謠言，甚至有人認為，皇

帝立太子，也是為了給皇后沖喜。 

當然，知道內情的人都對這說法嗤之以鼻，太子為國本，哪是隨隨便便就能定下

來的？ 



朝中早有立太子的呼聲，當今太子既嫡且長，即便得到皇帝寵愛的吳貴妃試圖聯

合朝臣推舉所生的三皇子為太子，然而皇帝還是按照先例，在皇后病危之時，順

水推舟立長子為太子，並在同日立了四位王。 

二皇子為臨淄王，吳貴妃所生的三皇子為安平王，五皇子為長樂王，鄭婕妤所生

的四皇子為漁陽王。儲位已定，眾王已立，照理說，吳貴妃也就該消停了。 

李內侍聽到蘇嬤嬤這不屑的話，對蘇嬤嬤苦笑，「妳我知道又有什麼用？再說陛

下什麼都好，就是耳根子軟了些，不然怎麼會為你們王爺選這麼一個妻子？」 

出身名門教養良好又兼十分美貌，看起來這門婚事是非常合理的，然而剋父剋母

的傳言，就算是普通人家挑媳婦都要想一想，更何況是天下至尊的皇家？ 

定了這樣的女子做正妻，還不讓選側妃……蘇嬤嬤咬牙切齒地道：「吳貴妃，這

是巴不得我們王爺死了。」 

安平王不得立太子除了不是皇后所出之外，還因他是皇帝的第三子，就算太子因

為德行不良不能被立，前面還有陳士允擋著。 

吳貴妃當然巴不得一向體弱多病的陳士允趕緊死了，然而陳士允雖說體弱多病，

卻也活到了十七，活到了封王，那也只有在婚事上下個絆子，給他一個有剋星傳

聞的王妃，早早把他剋死了才好。 

李內侍當然明白蘇嬤嬤話裏的意思，只又笑了笑，「蘇姊姊，妳也不要這樣惱怒，

照我瞧來，你們這位王妃是很溫柔賢慧的，再說了，雖說她母親在她一出生就沒

了，可這麼多年，鎮遠侯還不是活得好好的，還有那位續娶的夫人也是沒事，要

說起來剋母也該要剋繼母呢。」 

「若那位夫人也被剋死，那就不是她剋父剋母了，而是鎮遠侯剋妻了。」蘇嬤嬤

不以為然地說了這麼一句，接著又歎氣，「罷了，既然如此，只有等她進門之後，

讓她少和我們王爺接觸。」 

「那王爺的子嗣？」攔著王妃跟王爺親近，這不合理吧？ 

蘇嬤嬤不以為然地道：「吳貴妃只是說暫時不要立側妃，至於以後，誰能擋得住，

等她過門兩三年都沒有子嗣，陛下就會坐不住了。」 

李內侍感覺到蘇嬤嬤對素真深深的敵意，想提醒幾句卻也曉得只要一碰到陳士允

的事兒，她就不講道理，既然如此，也只有讓將來的臨淄王妃自求多福了。 

想著李內侍就對蘇嬤嬤拱手告辭，「罷了罷了，這是你們王府的事兒，我也不多

說了，還要回宮去呢。」 

蘇嬤嬤也不留李內侍，嘴上還要刺他一句，「你這一個勁地說顧大小姐的好話，

也不曉得她賞了你多少？老不死的，都沒有後了，還要攢這許多銀子。」 

李內侍乾笑了一聲，站起身道：「我開銷大著呢，蘇姊姊，妳忙，妳忙。」 

說著，李內侍就走了，蘇嬤嬤坐在屋裏想了半天，喚來個丫鬟吩咐道：「妳也曉

得，這送到鎮遠侯府去的宮人，是貴妃娘娘一手安排的，我覺得我們府上也要送

人去，免得王妃進了府，身邊的人不熟悉王府的事，那才麻煩呢，所以妳去一趟

吧。」 

丫鬟愣了下，「嬤嬤，可是那些人，也會……」 



「我讓妳去妳就去，春英！」蘇嬤嬤拉下臉。 

春英急忙道：「是，不過……嬤嬤，這件事要不要稟告王爺？」 

「王爺忙著呢，這種小事就不用去說了。」蘇嬤嬤一錘定音。 

春英當然曉得蘇嬤嬤在王爺心中的地位，不再多言，聽了蘇嬤嬤的幾句教導，出

去點了人，又回屋收拾包袱，乘了一輛小車往鎮遠侯府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