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十三章 為兒求後路 

鐘聲傳到臨淄王府，疲憊至極的素真聽到這鐘聲，仔細數了數，驚訝地道：「這

是……陛下駕崩了？」 

「是的，陛下去世了，也許這會兒新帝已經登基了。」蘇嬤嬤昨夜並未離開，她

和素真兩人一起用晚飯，和素真說了許多陳士允年幼時候的趣事，也說了許多對

不起素真的話，要到天將明時，蘇嬤嬤才勉強打了會兒盹。 

這會兒蘇嬤嬤也被鐘聲驚醒，在那自言自語。 

素真站起身，走到窗前把窗子推開，陽光照進屋內，照得屋內一切都很清晰。 

她輕聲道：「就是不曉得王爺他這會兒好不好？」 

「王妃、王妃！」春英從外面跑進來，喜悅地叫著，「宮中來人，說陛下駕崩，

太子登基，命王妃公主入宮守靈。」 

太子登基，也就是說，自己的丈夫選對了。素真長長地吁了一口氣，對春英微笑

道：「如此我就安心了。」 

「快些服侍王妃換上孝服，這入宮守靈可是勞累得很，妳們要好好地挑了人手，

好服侍王妃。」蘇嬤嬤也清醒過來，連聲吩咐。 

春英急忙應是，就給素真換上孝服。 

王府馬車已準備好，適逢國之大喪，素真自然不能動用王妃儀仗，只用了一車一

轎，前面導引只用了六對內侍，後面只用了四對侍衛，丫鬟內侍在車邊轎邊伺候

著，一上轎就往皇宮行去。 

 

皇宮的匾額都已經被白布蒙上，侍衛們全換上了素服銀甲。 

來到宮門前，已沒有軟轎可坐，所有入宮守靈的外命婦們，都要步行前往靈堂，

以顯示對天子的哀痛之情。 

宮道之上，只見一片白花花地來，又一片白花花地去。 

素真帶著侍從行走在宮道上，已經有個內侍追上素真，對素真恭敬地道：「王妃，

安平王妃想見王妃一面。」 

她奇怪地看著內侍，「三弟妹為何……」 

話沒說完，就看見安平王妃帶著待從追上素真。 

安平王妃也是一身重孝，面色憔悴，不過面色憔悴中似乎有些不滿。 

素真當然知道她的不滿從何而來，於是對安平王妃輕聲道：「三弟妹妳……」 

「我是來求二嫂的。」安平王妃打斷素真的話，一開口就是這麼一句。 

素真感驚訝地看著她。 

安平王妃很直接的道：「我已經有喜了，五個多月，太醫說，是個兒子，若以後

有什麼事，我只求二嫂能看顧我的兒子一二！」 

安平王妃的話讓素真看向她的腹部，的確安平王妃的腹部已經隆起，素真不由得

輕聲道：「王子鳳孫，從出生以來就……」 

「二嫂妳不用哄我，我曉得我的丈夫和婆婆做了什麼，我既然嫁了他，就是他的

人，他的好事壞事我都要受著。若有萬一，我只擔心我的孩子，因此在這兒預先



求二嫂。」安平王妃說著眉一挑，直瞅著素真道：「我不是以安平王妃的身分來

求您的，我是以王氏女的身分求您。」 

「安平王妃，朝廷自有制度，我只能說，在制度之上看顧一二。」素真斟酌再三

才說出這麼一句話。 

安平王妃長長地吐出一口氣道：「能得了您這句話也就夠了，二嫂先請。」 

素真看了眼安平王妃，沒有多說什麼，就帶著人走了。 

安平王妃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氣，願賭服輸，既然對大位有指望，那就要接受失敗

之後的一切後果。 

「王妃，您何必懇求臨淄王妃？皇后……不，太后不是說了，要善待貴妃和王爺。」

安平王妃身後的丫鬟驚訝地問。 

安平王妃冷笑道：「善待？誰知道是怎樣的善待？有時候，不殺了你就是善待了，

我這也是為我的兒子求一條後路。」 

 

素真已經來到宗室王妃們守靈的地方，東宮女眷也在這裏。 

此刻自然是以太子妃為首，石氏一看到素真進來，就對素真道：「請臨淄王妃到

我身邊來。」 

皇家守靈自然也是按親疏遠近，按理說，素真原本就該在石氏身邊守靈，然而石

氏沒有開口說話，素真也不能直接上前。 

這會兒石氏親自開口相邀，素真上前對太子妃行了一禮，「見過嫂嫂。」 

「妳我平日親厚，無須如此多禮。」石氏的話分明是說給殿內眾人聽的。 

跪在石氏身後規規矩矩守靈的蘇良娣不由得咬住下唇。為什麼？為什麼顧素真的

運氣永遠都要比自己的好？ 

安平王妃很快也進來了，內侍把她領到守靈的位置，卻是在公主之前，宗室王妃

的最後。雖然說按照輩分來說，這種安排也不算不對，然而看著居於宗室王妃之

首的素真，安平王妃心裏已經很清楚，這以後就是自己丈夫在宗室中的地位，雖

是天子的弟弟，卻只能居於宗室王的最末位。 

 

 

此後幾天，凡是石氏不在的時候，內侍宮女們來請教事情時，都是先詢問素真，

然後才是其餘王妃、公主。 

素真對此深表不安，特別是見有幾位宗室王妃年紀已大，難免熬不住守靈，於是

對石氏提出建議，這幾位輩分高、年紀大的宗室王妃，就允許她們只來拈香，不

用像年輕人一樣跪拜。 

這也是有前例可循的，但皆等著有人提出建議，天子採納，好顯示天子的仁厚和

提建議之人的善良，因此這建議很快就被新帝允准了，幾位年紀大的宗室王妃雖

然曉得這是有例可循，可也要有人先提出，因此對素真多有讚譽。 

素真起先還有些不好意思，後來想了想，這不就是自己當初嫁給陳士允的初衷，

做一個完美的、人人都讚好的王妃嗎？於是她心安理得地接受了這些讚譽。 



雖然在同一座宮中守靈，然而除了第一天素真和陳士允匆忙地見了一面、說了幾

句話，讓她知道丈夫一切都好之外，兩人就再沒見到面了。 

素真曉得宮規森嚴，因此也不指望能和丈夫經常見面，只是偷了空命人能照顧丈

夫就照顧一二。 

至於素真這裏，好在石氏有吩咐過，說要多多照顧她，因此遇到的內侍宮女對素

真都極其客氣。 

很快七天守靈期過，一干宗室王妃公主也要各自回府，之後逢七入宮守靈，每日

在府內對皇宮行禮三次，直到斷七後，再擇下葬之日。 

雖說太子靈前登基，但還要秉承孝子之責，為先皇守孝，以日為月，二十七天後

才能正式頒佈詔書，冊封太后、皇后、貴妃等人。不過後宮之中早就對石氏口稱

娘娘了，素真前去和石氏辭行之時，也是口稱娘娘。 

石氏倒笑了，「妳又何必拘泥呢？說來若非臨淄王，陛下也不能如此順利。」 

素真只恍惚聽陳士允說了幾句，並不曉得內裏詳情，此刻聽到石氏的話，她也就

笑著回道：「這是陛下的……」 

「好了，妳也不要和我說這樣的客氣話，我就和妳說一句，都說打虎親兄弟，上

陣父子兵，陛下到了此刻，才知誰是親兄弟。」 

石氏的話讓素真想起安平王妃的囑託，不過她很快就回神，微笑道：「陛下是天

子，儲位早定，我們王爺不過是順水推舟罷了。」 

「瞧瞧，和臨淄王真是一對。」石氏指著素真故意對侍從說了一句，又說了幾句

閒話，這才吩咐人把素真好好送出去。 

素真走出去後，就看見蘇良娣帶著人走過來。 

別說蘇良娣這會兒還沒有得封貴妃，就算真封了貴妃，素真也可以和她分庭抗

禮，於是對著蘇良娣微笑點頭打招呼，「良娣這是來尋娘娘有事？」 

「是啊，關於我娘家的事，我前些日子聽說了大堂兄的一些不智之事，因此特地

前來拜見娘娘，想為我娘家求情。」蘇良娣見素真一臉平靜，不知為什麼，心中

就冒出怒火。 

為何她在任何時候都是這樣輕鬆自在、受人寵愛，而自己卻要拚命地往上爬，討

人歡喜，如此才能不挨罵，這也太不公平了。 

原來是因為蘇滄，素真眉頭微微一皺。「難怪良娣要這樣過來，快些去吧，不然

的話，就這麼沒了爵位，這才真對不起外祖母呢。」 

素真說完就帶人離開，蘇良娣冷冷板著一張臉。 

她身邊的宮女見狀，就對蘇良娣道：「良娣，奴婢前些日子聽到一些流言，是關

於臨淄王妃的。」 

「怎樣的流言？」蘇良娣對流言並沒那麼關心，畢竟流言要真的有用的話，素真

這會兒應該早就死了，而不是還活得好好的。 

「就是臨淄王妃的命批，聽說臨淄王妃並不是剋父剋母的命格，而是鳳臨天下，

貴不可言的命格。」 

宮女的話讓蘇良娣瞪大了眼睛，接著她搖頭道：「胡說，一個宗室王妃怎麼能有



這樣的命格？」 

「良娣恕罪。」宮女立即跪地求饒。 

蘇良娣剛想叫起宮女，但很快地她就笑了。 

很好，有了這個流言，可以做很多事呢。 

第二十四章 長房爵位留不住 

素真並不知道外面已經有了這樣的流言，她離開皇宮，覺得這七天守靈疲憊極

了，在回家的馬車上，她累得直打盹。 

這一路上，只見到處素白一片，舉國上下全在服喪。 

素真見狀輕歎一聲，不久馬車已經到了臨淄王府。 

蘇嬤嬤迎上前，輕聲道：「王妃，蘇夫人來了。」 

素真眉頭不由得皺緊，按說命婦也該入宮守靈的，然而在宮裏素真並沒瞧見鎮國

公府的人，不管是蘇夫人還是蘇二夫人，而她們倆一個是誥命夫人另一個是蘇良

娣的娘，怎麼說都該入宮守靈的，除非…… 

素真想到了那天蘇滄來的時候說的話，如果蘇滄投靠了安平王府，而太子察覺到

了，就會…… 

「就說我太疲憊了。」素真這說的也是實話，自己實在太累了，這幾乎夜以繼日

的守靈，一般人還真熬不住。 

蘇嬤嬤當然明白要怎麼回絕，輕聲應是。 

素真走下車已是疲憊至極，剛走進二門，就有個婆子迎面跪在地上，對素真道——  

「老奴見過臨淄王妃。」 

素真皺眉。 

紅鴦在一旁輕聲道：「王妃，這是奎嬤嬤。」 

奎嬤嬤？素真仔細看去，急忙上前幾步扶起奎嬤嬤，「已經數年不見奎嬤嬤，嬤

嬤可好？」 

奎嬤嬤是鎮國公太夫人的貼身丫鬟，服侍鎮國公太夫人很多年，到三十才嫁了府

內的一個管家，後來素真回到府中，她對素真十分體貼，不過鎮國公太夫人去世

後，蘇夫人就以這些常年服侍鎮國公太夫人的人皆有功，客客氣氣的將人打發走

了。 

素真心裏清楚，這是蘇夫人為了徹底掌握蘇府的手段之一，那時素真也不知自己

未來會如何，因此沒能為她們說話，這會兒見到奎嬤嬤，她自然十分激動，對奎

嬤嬤有些慚愧地道：「當初奎嬤嬤被打發走，我阻攔不及，十分難過。」 

「姑娘不必介懷，我聽說姑娘做了王妃，也為姑娘歡喜呢。」奎嬤嬤用的還是舊

日在鎮國公太夫人身邊時對素真的稱呼。 

素真心知肚明，不禁輕歎一聲，「奎嬤嬤來尋我，想必是舅母的意思。」 

奎嬤嬤點頭，「姑娘向來聰明，我也不瞞姑娘，大公子已經被人帶走，夫人不被

允許進宮中守靈，外面傳言紛紛，都說鎮國公府將要倒了，姑娘，我和我的家人

都還是鎮國公府長房的下人……」 

鎮國公府若倒了，這些下人們的下場可想而知。 



素真微微一笑，歎道：「奎嬤嬤果真是服侍外祖母多年的積年老人。」 

大舅母心裏明白，若是自己開口求情，她定然會推辭，只有讓奎嬤嬤這樣的老人

用樹倒猢猻散來打動她，才有幾分機會。 

奎嬤嬤越發謙卑，「王妃容稟，小的們依託鎮國公府生活多年，真不知道鎮國公

府若真沒了，小的們該去向何方。」 

素真輕歎一聲，瞧向跟在身後的蘇嬤嬤，「嬤嬤，把奎嬤嬤請下去休息，至於別

的事，我只能求王爺在國法之上……」有些話不能說得太白。 

奎嬤嬤卻已明白，再次對素真跪行大禮，「老奴能得王妃這一句話，足矣。」 

「去吧！」素真再次對奎嬤嬤說。 

奎嬤嬤磕頭後起身離去。 

素真不禁長歎。 

紫鴛已經紅了眼眶道：「當初在鎮國公府的時候，有那麼多的姊姊妹妹，要是……」 

鎮國公府要是被抄了，也只有長房出事，二房說不定因此得以襲爵位，然而長房

的下人們就會落到不堪的所在。 

紅鴦已經拉了下紫鴛的袖子，紫鴛住了口，眼巴巴地看著主子。 

素真繼續往前走，既然二舅舅要的是鎮國公的爵位，那麼鎮國公府的爵位只會從

長房換到二房頭上，而且很可能蘇滄不會被判死罪，畢竟他是吳國大長公主的重

孫。他的岳父這次也站在新帝這邊，太子剛剛登基，要施行仁政，就算要報復，

也要等數年之後，這幾年，只要鎮國公府老老實實的，就不會惹上任何災禍。 

只是，蘇夫人和蘇滄這對母子處心積慮想保住的爵位，顯然長房是留不住了。 

算計了這麼多，到頭來還是一場空。 

 

 

奎嬤嬤謝絕了蘇嬤嬤的熱情款待，拿了素真賞賜的東西便走出王府。 

她剛走出王府，就有個丫鬟迎面而來道：「奎嬤嬤，您總算出來了，夫人在前面

等您呢。」 

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奎嬤嬤想起當初蘇夫人的所作所為，長歎一口氣。不過奎

嬤嬤心裏門兒清，曉得此刻大家是拴在一根繩上的螞蚱，如果長房失了爵位，真

的被抄了，那連同自己身為長房的下人們，也得不到好處。 

她跟著丫鬟來到前頭，鎮國公府的馬車停在巷子口，因逢國喪，捨棄所有華麗的

裝飾，如今只是一輛普通的藍布馬車。 

奎嬤嬤來到馬車前，正要行禮，蘇夫人已經撩起簾子——  

「都這會兒了，不用多禮，快些上來。」 

奎嬤嬤聞言上了馬車。 

蘇夫人已經瞧見奎嬤嬤手中拿著包袱，對她道：「妳這是見到王妃了？」 

「是，王妃待我很和氣，王妃還說，她會去懇求王爺，要王爺在國法之上，對鎮

國公府看顧一二。」奎嬤嬤一口氣說完。 

蘇夫人聽了，明顯鬆了口氣，「阿彌陀佛，我就曉得素真這孩子心軟。」 



奎嬤嬤很想再諷刺蘇夫人幾句，但也曉得這會兒不是說這話的時機，況且她也是

個忠厚之人，還真說不出那些刻薄之語。 

蘇夫人感慨完了，就對奎嬤嬤道：「妳放心，我不會虧待你們一家的。原先是我

錯了，誤信人言，才把你們一家發配到莊子上去，等以後……」 

「老奴不敢，只是老奴兒子今年也十六了，按說他是個奴才秧子，不該奢望別的。

可是他從小在府上也讀了些書，想求個恩典，許他得以脫離奴籍，到外頭娶妻。」

奎嬤嬤經歷過了這些事情，已心灰意冷，只是原先被蘇夫人厭惡的她無法為兒女

求個好出路，這會兒既然蘇夫人開口，她便趁機為兒子相求。 

蘇夫人怎會不明白奎嬤嬤的意思，這會兒新帝的心緒未明，兒子到底在什麼地

方，她是一點也打聽不到。她這幾日坐著馬車去相熟的人家去打聽，卻都被人客

客氣氣地以主人入宮守靈不在家為由給打發了。 

這是真的沒法子了，才求到素真門上，此時若不答應奎嬤嬤的要求，絕對會讓奎

嬤嬤冷了心，於是蘇夫人微笑著道：「這麼不巧，我還想從自己身邊的丫鬟挑個

好的給他，既然妳有這樣的想法，想來也是在外頭瞧準了，這樣我也不好壞了你

們的好事，等回府就讓管家去衙門辦了這件事。」 

奎嬤嬤聽見這話，急忙給蘇夫人磕頭，「夫人大恩大德，老奴沒齒難忘。」 

「起來吧，不過是點小事。」 

說完蘇夫人歎口氣，但願蘇滄的命能保住，只要能保住命，以後就能回京城。只

是兒媳……蘇夫人一想到李氏，心緒又亂了起來，甚至還有點怪親家怎麼一聲不

響的就站在太子那邊呢？ 

 

 

陳士允比素真回來的要晚許多，天都擦黑了，他才回府。 

素真親自出門相迎，見丈夫神色疲憊，急忙扶住他，「瞧你這些日子勞累的，快

回房好好歇歇，我讓人準備了熱水，你先好好地洗個臉，把裏面衣衫都給換了。」 

按制，孝子在守靈時不能盥漱、不能洗澡、不能換衣衫、不能吃肉，要跪在草席

上追念父親。 

別說皇家了，就算是民間也多有不能這樣熬的，所以家家都有所變通，不能吃肉

那就喝點肉湯，不能盥漱洗澡那就洗臉換了裏面衣衫，反正外面穿的是麻衣，繫

的是麻繩。 

陳士允一見到妻子，就覺得渾身放鬆，疲憊感頓時排山倒海的湧了上來，恨不得

好好地睡一覺。等聽了妻子溫柔貼心的話後，他笑道：「那參湯可準備好了？」 

「也準備好了，王爺，您快些回屋。」這回話的是蘇嬤嬤，她比素真還要心疼陳

士允幾分。 

陳士允勉強對蘇嬤嬤笑了笑，就在眾人的簇擁之下進了屋。 

洗過臉，把這些日子長出來雜亂無章的鬍子整理一下，又換上乾淨的裏衣，陳士

允手裏端著碗參湯慢慢喝完，坐在搖椅上，不由得伸了個懶腰，「果真還是家裏

舒服。」 



「你明兒還要進宮吧？」素真接過碗，含笑問著。 

陳士允點頭，「是啊，不但是父皇的喪事，還有這些日子以來，其實已經堆積了

很多政務，有那緊急的內閣暫時先批准了，剩下還有那許多不緊急卻必須要做

的，如太后的尊號、封後宮的詔書，還有……」他突地頓住。 

素真見屋內的人全退出去了，這才輕聲問：「雖說安平王和吳貴妃沒有什麼事，

可是當初依附他們的人，是不是也要一個個查出來，好處置了？」 

陳士允點頭，「是啊，頭一個就是妳表兄，不過別人都好處置，唯妳表兄，陛下

卻有些難以決定。」 

「王爺不用顧忌我。」 

素真的話讓陳士允笑了，「不是顧忌妳，而是因為吳國大長公主，吳國大長公主

生前頗受大行皇帝看重，這是其一，其二呢，妳表兄的岳父這次也是支持陛下的，

所以才難以抉擇。」 

果真和自己想的一樣，素真不由得輕聲歎氣，「我也是這回才曉得，二舅舅曾養

在吳國大長公主膝下。」 

「這件事陛下也想到了，因此陛下心想，索性就藉著這個由頭，把鎮國公的爵位

給了妳二舅舅，然後……」 

陳士允的話讓素真的心重重地跳了一下，見他突然止住口，她問道：「然後什麼？

難道大舅舅家要被抄家嗎？」 

奪爵之後難免就會讓人想到抄家，然後就是流放，皇帝無法抉擇也就在這，若不

這樣做，未免顯得他這皇帝太好欺負，但真這樣做了，吳國大長公主也好，蘇滄

的岳父也罷，皇帝又覺得有些對不起他們。 

素真覺得心跳越來越快，手握成拳，放在唇邊然後放下，這才斟酌著道：「按理

說，這種事容不得人求情，可是國法之上尚且能通融一二，況且主惡……」 

她突地停下，雙眸直瞅著陳士允。 

陳士允當然曉得她未說完話的意思。 

素真見陳士允不說話，只是盯著自己看，不由得有些心慌，「王爺，我並非是對

他有什麼舊情難了，只是鎮國公府我住了十六年，雖說服侍的人都是顧府派去

的，可是那些灑掃的，平常和我說過話的丫鬟婆子們，王爺，我……我不能看著

他們下場淒慘，而我卻無力救他們。」 

她說著說著，忍不住開始落淚。 

陳士允輕歎一聲，把素真的手握在自己手心裏，「妳瞧，我又沒說什麼。素真啊，

妳嫁了我這麼長的時間，怎麼有時候還喜歡讓我猜呢？」 

素真抬眼看向丈夫，見陳士允眼中全是關切之情，她重歎一聲，「王爺，我也曉

得舅母讓婆子來求我，用樹倒猢猻散的話來打動我，我是不該心軟的，可是他們

一個個都是我認得的人，鎮國公府的爭奪，我一直不知道，但我想，外祖母在黃

泉之下，也必定不願曾服侍過她的人流離失所。」 

「我明白。」陳士允把她摟進懷中。 

素真有些不好意思地道：「王爺，您會不會覺得我這麼容易心軟，不好？」 



「不會。」陳士允點一下她的鼻子，「我歡喜妳總比別人要想的周到，再說方才

妳不是已經說了，國法之上，原本就有可通融的地方。」 

「那麼，陛下……」素真再次遲疑了。 

陳士允鬆開摟著她的手，「其實陛下詢問眾人，鎮國公府如何處置，就有要放令

表兄的意思，畢竟階下還要顧慮到令表兄的岳父。」 

原來自己全猜對了，素真長長地吐了一口氣。 

陳士允見狀笑了，「好了，別再說這些了，等明兒我順水推舟。」 

「多謝。」 

她的反應讓陳士允笑道：「怎麼這會兒這麼客氣。」 

素真淺淺一笑，「我不是客氣，我是怕你為難，畢竟這會兒已和原先不一樣。」 

這不一樣，說的是太子……不，是皇帝和兄弟們之間。 

陳士允聽出她的話外之音，眉頭微皺，過了好一會兒才道：「妳放心，妳我之間，

一定會和從前一樣的。」 

素真對陳士允露出一抹笑，陳士允把妻子摟進懷中，過了好一會兒才道：「這以

後，我們的府邸可能真的不同了。」 

「為什麼？」素真抬頭。 

陳士允歎氣，「陛下有意升我為吳王，為諸親王之首。至於別的，都和從前一樣，

安平王也許會得到一些懲罰。」 

雖說先帝當著群臣的面說過要善待吳貴妃母子，可皇帝要想表達一些不滿，還是

很簡單的，此後，可能真的有不同了。素真把丈夫抱得更緊，偌大的府邸，整個

京城，只有面前的人可以依靠，他所在的地方，就是自己的家。 

 

 

陳士允第二天照常入宮，進到殿中，說了幾句剛要告退，皇帝卻叫住他。 

「我記得，你的妻子是鎮遠侯出身，卻是鎮國公府的外甥女。」 

「是，陛下記得不錯。」陳士允瞧著昔日的兄長，這會兒的天子，雖然奇怪皇帝

為何這樣問，但還是恭敬回答。 

皇帝沉思一下才對陳士允道：「鎮國公府的蘇滄是你妻子的表兄，有些大臣建議，

把鎮國公府的爵位給二房，我覺得不錯。至於蘇滄，畢竟他的岳父與我有功，尋

個別的罪名流放了，你覺得如何？」 

「陛下仁厚，臣無異議。」 

他的回答讓皇帝笑起來，「你我弟兄，以後不要如此客氣，你去吧。」 

陳士允看著皇帝的笑容，似乎讀出了些什麼，兄弟變成了君臣，這一次，是真的

大不同了。 

他再次行禮退出。 

皇帝看著陳士允的背影，一臉的若有所思。 

內侍已經恭敬地道：「陛下，那個流言，照奴才看來，陛下不如去問問貴妃。」 

「誰是貴妃？哪個又是貴妃？你們啊，全是胡說。」皇帝的口氣雖然帶著一絲微



怒，但眼裏卻噙著笑意。 

那內侍是從小服侍他的，怎會不明白皇帝的心情，笑著道：「是，是，是奴才嘴

快，不過蘇貴妃遲早會是貴妃的。」 

提到自己的愛妾，皇帝的神情更溫柔了，守孝一個月，和妻妾們見面，也只是說

上幾句閒話，他已許久未領略軟玉溫香抱滿懷了。不過皇帝很快收起心中的綺

思，因為這會兒要做的事兒還很多很多。 

「今日午膳時候召蘇良娣來吧。」皇帝淡淡地吩咐。 

內侍眉開眼笑地應了，吩咐人去對蘇良娣傳召。 

蘇良娣聽到天子的吩咐，心中的不安終於嚥下去，太子順利登基，她知道，會有

更多更年輕更美麗的少女充盈後宮，那時的她很可能只有名分沒有寵愛，至少這

會兒天子下詔讓自己和他共進午膳，這就代表了天子對她的寵愛。 

第二十五章 蘇良娣背後捅刀 

到了午膳時分，蘇良娣精心打扮了，但第一眼卻又看不出來，只覺得她依舊穿著

孝服，仔細檢查過後，她這才往皇帝那邊行去。 

一走進殿內，她先對皇帝行禮。 

皇帝這些日子看見的，全是白花花的孝服，所有的人都不能化妝打扮，這會兒第

一眼看見蘇良娣，見她穿著也是孝服，可再看第二眼，又覺得她臉上和別人似乎

有些不同，眼睛雖也是紅腫，卻顯得水汪汪，惹人憐。 

「竟覺得許多日子沒見到妳了。」皇帝伸手扶起蘇良娣，對她笑道。 

「臣妾算來已經三天沒見到陛下了。」蘇良娣小心翼翼地應對著，心忖，千萬要

留給皇帝一個好印象，若能在皇帝守孝之後拔得頭籌，得以侍寢，那就是另一回

事了。 

皇帝果然笑道：「妳啊，果真還是和原先一樣仔細。」 

「臣妾再仔細，也比不上過些日子要進宮的人。」蘇良娣起身後，在宮女服侍下

洗了手，要親自服侍皇帝用膳。 

皇帝剛拿起筷子，聽到這句話就笑了，「原來妳也會吃醋？」 

「臣妾也是平常人，哪會不吃醋？」說著蘇良娣為皇帝佈一筷子的菜。 

皇帝笑著把那筷子的菜吃了，才對蘇良娣道：「我想起一件事，臨淄王妃是妳的

表妹，是不是？」 

「是，臣妾是出身鎮國公府，表妹當年住在鎮國公府，很得祖母的寵愛。」蘇良

娣沒想到皇帝會問起素真的事，心中雖感驚訝，但還是如實回答。 

「那我問妳，妳可曾聽過妳表妹的命批？」 

皇帝的問話讓蘇良娣心中暗喜，看來那流言的威力還真是不小。於是蘇良娣笑

道：「陛下說笑呢，臨淄王妃的命批，整個京城誰不知道？」 

「話不是這樣說，我聽說，臨淄王妃有另一個命批，說她本是鳳臨天下，貴不可

言之人。」 

蘇良娣的筷子差點掉在地上，瞪大眼看著皇帝，一時竟說不出話來。當然，都是

裝的。 



皇帝瞧著她，「怎麼，妳也感到驚訝？」 

「臣妾只是在想，若是這樣的命批，那豈不是……」蘇良娣話只說一半，但意思

早已明明白白那是皇后命格，該配的就是現在的皇帝，而不是臨淄王，除非，臨

淄王有一天會成為皇帝！ 

皇帝的臉色漸漸變黑。「妳說，這事，妳聽沒聽過？」 

蘇良娣腦子飛快地運轉著，知道這是個好機會，趁著這個機會，能讓素真萬劫不

復。想到此，蘇良娣立刻跪下，「臣妾不敢說！」 

皇帝抬頭看了一眼，內侍已經帶著眾人退下，殿內只剩下他們倆和貼身內侍。 

「說吧。」皇帝淡淡地說。 

蘇良娣這才對皇帝道：「臣妾在家中時，所知道的也只有表妹剋父剋母的命格，

當時還曾聽說，大伯母為此不願意讓堂兄娶表妹，那時臣妾只以為大伯母是對祖

母不滿，後來隱約聽到……聽到……」她努力地編謊話，故意表現得難以啟齒的

模樣。 

果然皇帝見狀沉聲道：「聽到什麼？」 

「陛下恕罪！」蘇良娣對著皇帝磕頭，然後才敢抬頭緩緩地道：「臣妾聽到，大

伯母曾說過，表妹的命格其實並非眾人皆知的剋父剋母之命，若真能被人知道，

整個鎮遠侯府，甚至鎮國公府都會完了。」 

說著她渾身顫抖，「臣、臣妾後來也曾問過臣妾的母親，可是母親說這是臣妾睡

迷糊聽錯了，還說大伯母如此疼愛表妹，怎麼會不願意表妹嫁給堂兄？」 

蘇良娣邊說邊啜泣，「如此想來，定然是什麼了不得的祕密，才會讓表妹被祖母

如此疼愛，又被大伯母如此忌憚。」 

皇帝的手開始握成拳。 

蘇良娣見狀知道，這是皇帝開始思考了，她並沒立即站起身，還是跪在原地，等

了好一會兒才聽到皇帝對她道——  

「起來吧。」 

「陛下！」蘇良娣抬起頭，臉上淚痕未乾，一副不敢起來的樣子。 

內侍已經上前扶起她，「貴妃，您先起來，您這樣跪著，陛下心疼呢！」 

蘇良娣聽到貴妃兩個字從內侍口中說出，心中大喜，但還是對皇帝露出一副憂心

忡忡的模樣道：「陛下，臣妾也不曉得這事說出來有沒有用，還有，表妹她……」 

「妳不用想那麼多。」皇帝打斷蘇良娣的話，又對她招手，示意她坐到自己身邊

來，「過來坐下吧，好好吃飯，看妳，似乎又瘦了。祐兒好不好？」 

祐兒是蘇良娣兒子的小名，皇帝很看重自己這第一個孩子，希望給他選一個足以

匹配的名字，所以到現在只有這個先帝賜下的小名。 

「祐兒很好，能吃能睡。陛下若有空，也可以到臣妾那邊看看祐兒。」孩子當然

也是這個後宮之中，最有利的武器之一。 

皇帝點頭，「很好，我會去看他的，先用膳吧。」 

顧素真，妳的好日子要到頭了。蘇良娣心裏得意，她太清楚皇帝的心思，他沒有

當場發怒，證明他把自己的話給聽進去了。 



而經過安平王的這一次攪和，皇帝對幾位兄弟的忌憚加重，雖說臨淄王的功勞

大，皇帝一時無法處置他，但要處置顧素真，那就太簡單了。 

 

這個流言自然也傳進陳士允耳中，陳士允聽了大驚，自己的妻子怎麼會有這樣的

流言？ 

他抓住一個內侍，問流言到底是從哪裏來的，可內侍怎麼敢告訴他呢？ 

能放出這樣流言的人，在這宮中地位必然不低，是貴妃，還是安平王，抑或是別

人？陳士允一時不知道到底是誰，但妻子面臨危險，如果流言傳到皇帝耳中，他

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只能命楚念德想方設法把這些流言消弭。 

因為心底記掛著這件事，陳士允回家時，自然表現得心事重重。 

素真敏感地察覺出丈夫有心事，又不能直接問丈夫，只能溫言相詢。 

陳士允對著善良的妻子，自然不能說出自己的煩惱事，只能含糊帶過。 

 

 

轉眼又是一個七，素真入宮守靈，例行的事情做完後，她正想歇息，就有小內侍

走來。 

「王妃，陛下召見！」 

雖說皇帝召見應該算常見的事，可是這會兒突然召見自己，實在有些奇怪。素真

已經感覺到眾人的目光全聚攏在自己身上，只能對小內侍道：「請內侍前面帶路。」 

素真剛走出殿門，就有人在那驚訝地問：「為何陛下會突然召見臨淄王妃？」 

要召見，也該是全部的人一起召見、慰問辛苦才是。 

石氏站在那裏，聽著眾人議論了兩句才道：「陛下想來體恤諸位辛苦，召見臨淄

王妃，也當是召見了妳們大家一樣。」 

這解釋聽起來有些牽強，然而石氏這會兒的話是沒有人敢反對的，於是眾人只能

齊聲應是。 

石氏的眉頭卻微微皺起，皇帝只怕是為了那件事才召見臨淄王妃。 

要按石氏的意思，流言何其多，就當沒有這回事就好了，可石氏明白丈夫的心思，

他這會兒因為安平王的事兒，對任何人事物都懷有猜疑，若是說出這樣的話，她

定然會被斥責，在這時刻，也只能自求多福了。 

 

素真走進殿內，對皇帝恭敬行禮後，就聽到上方命她平身，素真起身後規矩站在

原地，感覺到皇帝的目光一直不停地打量著自己。 

就算是天子，這樣的目光也稱得上是無禮了，素真的雙手在袖子中緊握成拳，心

中不禁猜測皇帝到底為何這樣打量自己時，就聽到皇帝終於開口——  

「臨淄王妃，妳和臨淄王夫妻恩愛？」 

這到底是什麼問話？素真覺得皇帝這話問得莫名其妙，但還是恭敬回道：「妾身

和王爺之間，夫妻之情……」 

素真的話還沒回答完就被皇帝打斷，「朕若問妳，臨淄王尚且可以納側妃，朕也



有意賜下一位側妃，以犒賞臨淄王，妳當如何？」 

賜下一位側妃？素真這會兒似乎明白皇帝什麼意思了，她對著皇帝跪下，「陛下

所尋找的女子，一定十分出色，足以匹配臨淄王。既然如此，妾身斗膽，只為側

妃豈不辜負了那位女子？何不在京城名門公子之中擇選一位，免得京中曠男過

多？」 

皇帝沒想到素真竟如此巧妙地反對自己的話，眼中露出欣賞神色，只可惜，這位

弟妹竟背負著這樣的命格出生，她既然不願，那就從臨淄王入手了。 

於是皇帝笑道：「王妃答的很好，如此倒顯得是朕多事，來人！」 

內侍上前應是。 

皇帝已經指著素真對內侍道：「去取一對如意來賞給臨淄王妃，慰勞她這些日子

的辛苦。」 

內侍應是，素真急忙對皇帝謝賞。 

內侍取來如意，素真接下正要告退時，皇帝突然對她道——  

「臨淄王妃，朕願妳人生從此如意。」 

素真只覺得皇帝這一句話中，似乎蘊含了很多意思，然而她一時也分辨不清，只

能對皇帝行禮道：「多謝陛下！」 

皇帝已在座位上揮手，素真後退著走出殿。 

走出殿門時，她回頭看向這巍峨的宮殿，一時之間有些不能明白剛剛皇帝到底是

什麼意思。 

「王妃！」楚念德的聲音突然響起。 

素真詫異，「你怎麼來了，王爺呢？」 

「王爺聽說陛下召見王妃，命小的趕緊過來，好在王妃什麼事兒都沒有。」 

楚念德的回話讓素真十分驚訝，「你這話是什麼意思？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怎

麼覺得你和王爺這段時間都神神祕祕的。再說了，我怎麼會有事呢？陛下召見我

是十分常見的事。」 

楚念德眼中閃過一絲憐憫，但很快地就對素真恭敬地道：「是，陛下召見王妃是

非常常見的事，不過是王爺惦記著您，擔心您在御前應對失儀。」 

楚念德眼中的那絲憐憫沒被素真看到，她只覺得心中甜蜜蜜的，對著楚念德笑

道：「王爺實在太過小心了，我又不是沒有見過世面的普通人家的閨女。好了，

我們這會兒也該出宮了，就是不曉得王爺要什麼時候才能出宮？」 

「王爺今兒只怕會晚一些，讓小的服侍您先出宮。」楚念德恭敬地說。 

素真點頭道：「既然如此，等我們回到府中，就讓他們給王爺準備一點湯水，如

此王爺回府正好進補一下。」 

楚念德自然應是。 

素真在他服侍下離去，楚念德離開時回頭看了眼那宮殿，黃昏之中，這宮殿越發

顯得巍峨，可是楚念德的心卻沉甸甸的。 

有關王妃的流言一事，幾乎所有的證據都指向吳貴妃和安平王母子，甚至有人告

訴楚念德，皇帝已經知道了這件事，還曾把蘇良娣叫去仔細詢問過，看來這一關，



只怕難過了。 

這樣的流言，天子是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就算查出來是誰說的，天子也不

會處置吳貴妃母子。 

 

 

楚念德回到王府後，就去尋找蘇嬤嬤。 

蘇嬤嬤聽完來龍去脈，十分震驚，「怎麼會有這樣的事？」 

「蘇姊姊，這命格之說先放在另一邊，王妃是什麼人？」 

「是我們王爺的妻子。」蘇嬤嬤下意識地回答，接著驚恐地看著楚念德，「你是

說，你是說……」 

「我是說，我們王爺的妻子有這樣的命格，那麼我們王爺就……」楚念德不敢說

出自己的猜測，在這個時候，說出這樣的猜測就是一種罪，一種讓整個臨淄王府

陷入萬劫不復的罪。 

有一位被預言為鳳臨天下的女主人，那王爺將會在某一天成為天子，這對如今坐

在龍椅上的那位來說，是不能接受的。 

「不可能，我們王爺秉性忠厚，怎麼會去做這樣的事？」蘇嬤嬤第一個不相信自

己一手帶大的孩子會在有一天成為天子，他非嫡非長，特別是在太子已經順利登

基的情況下，這種可能性微乎其微。 

「蘇姊姊，妳我都不信又有什麼用，最要緊的是，陛下信不信！」楚念德一語道

破。 

蘇嬤嬤的臉色頓時變了，「是啊，我們不信，陛下信了的話，那就實在太……」 

「王爺這會兒還沒回來呢。」楚念德陡地說了這麼一句話。 

蘇嬤嬤突然跳起來，高喊來人。 

「蘇姊姊，妳要去哪裏？」楚念德驚訝地問。 

蘇嬤嬤已經在那換著衣衫，「我要去尋奉聖夫人，我和她同一天進的宮，我們兩

個比起別人來更能說些話。」 

奉聖夫人是皇帝的奶娘，雖說還沒正式下旨意，可周圍人都已經這樣稱呼她，皇

帝登基的第二天，她就從東宮搬進了宮外的宅子，這會兒去尋她，想來蘇嬤嬤想

尋她說情。 

「蘇姊姊，妳消停點。」楚念德叫住蘇嬤嬤。 

蘇嬤嬤眉頭皺的很緊，「什麼叫我消停些？我們王爺這是要面臨大難了，若我不

去尋她，那就……」 

「說情的人越多，陛下只會越懷疑，太子的脾氣，妳我在宮中這麼多年，還不明

白嗎？」 

楚念德簡單一段話頓時澆熄了蘇嬤嬤的怒火，是呀，說情的人越多，對王爺越不

利。 

除非……蘇嬤嬤想到另一個辦法，讓素真主動下堂求去，如此才能保住陳士允，

可是蘇嬤嬤曉得，這絕對不可能，陳士允不會做這樣的事，否則他就不會和素真



感情這麼好。 

陳士允是個很難動心的男人，而一旦動心，那就再不會回頭了。想到這，蘇嬤嬤

眼中的淚湧出，想不出還有沒有別的辦法。 

第二十六章 拒絕另立王妃 

此刻的陳士允，正面對著自己的兄長，震驚地看著他，「陛下說什麼？說我的王

妃命格不好，所以要我休妻？」 

「不，不是讓你休妻，是讓顧氏出家修道，拿回臨淄王妃的誥命！」皇帝說出這

話，有幾分心虛。 

陳士允笑了，「陛下當我是小孩子呢，這樣的事也會信？出家修道為我祈福，然

後拿回臨淄王妃的誥封，另立一位臨淄王妃，陛下，不瞞你說，就算你下旨，我

也會反對的。」 

「不是另立一位臨淄王妃，而是吳王妃！」 

聽了皇帝的話，陳士允只哦了一聲。看來他們已經決定好了，讓自己置身眾親王

之首，可如果沒有了妻子，這又有什麼意義呢？陳士允仔細想了想，發現自己沒

法接受往後沒有妻子的人生。 

她的笑，她的好，她的一切，都已經深深地刻在他的腦海中，怎麼樣也無法消掉。 

他對皇帝道：「陛下的意思臣明白了，然而臣只會有一位妻子，不管是臨淄王妃

也好，還是吳王妃也罷，只有顧氏，只能是顧氏！」 

「你要顧氏，我就給你再尋一位顧氏，天下姓顧的人多得很，你又何必非要執著

於顧氏不放？」皇帝也有些惱怒了，對陳士允高聲喊道。 

陳士允眼睛眨也沒眨一下，「天下的顧氏當然很多，然而臣的心中，只有臣的妻

子一人。陛下，臣不知陛下心中在想什麼，然而陛下要臣做的，臣不能做也無法

做，懇求陛下收回這個命令！」 

皇帝看著陳士允，過了好一會兒才歎氣，「你真的要為她……值得嗎？」 

陳士允堅定地看著皇帝，點頭道：「臣之前十多年，雖然身處榮華富貴，卻頗感

孤寂，自娶了她之後，臣才知道，這世間還有許多很美好的事。陛下，臣這一生，

只要臣妻一人。」 

皇帝震驚地看著自己的弟弟，過了好一會兒才道：「好，你下去吧。」 

陳士允行禮告退。 

殿內十分安靜，過了好一會兒才聽到皇帝的歎氣聲。 

內侍小心翼翼地問：「陛下，若臨淄王實在不肯，是不是……」 

「朕初登大寶，兄弟又不多，臨淄王是朕的手足，而且是朕最信任的手足。」皇

帝狀似答非所問。 

內侍卻已經知道皇帝心中在想什麼了。 

皇帝的眼眸漸漸轉暗，沉聲吩咐，「來人，去把這流言的源頭查一下！」 

自有人上前應是。 

皇帝手握成拳，天子果真不易做啊！ 

 



 

陳士允這天回到王府夜已深，素真還未睡，而是在房內做針線。 

他走進屋內，看著素真恬靜的側面，這是自己的妻子，是自己最愛的人，若有一

天，有人要把她從自己身邊搶走……不，就算是兄長，也不能！ 

「王爺回來了。」陳士允碰倒了旁邊的一只花瓶，裏面插著的菊花倒了一地，素

真被驚動，抬頭看見陳士允，對丈夫微笑著招呼。 

「是啊，回來了。」陳士允走到她身邊，握住她的手，「妳在繡什麼？」 

「我在想你身上戴的這些，也不曉得是哪一年做的，有些舊了，就想給你做上幾

個，免得被人笑話，說都娶了媳婦，這身上穿的戴的還是舊東西。」素真把手上

做著的素色荷包往他腰上比，對著陳士允笑道。 

「果真娶了媳婦就是好，我自己還沒覺得這些舊了，妳就為我做好了。」陳士允

坐在妻子身邊。 

素真手中邊繼續飛針走線邊道：「今兒陛下和你說什麼了，似乎你走進來的時候

臉色有些不好，難道是因為我拒了陛下要給你納側妃的好意，你生氣了？」 

她故意這樣說，唇邊已經露出微笑。 

陳士允不能告訴妻子自己和皇帝的爭執，握住她的手道：「是啊，我是生氣了，

好好的側妃，就因為妳不願意，陛下就不敢給我了。」 

素真啐了他一口，「那好，明兒我就去求見陛下，問清楚是哪家的姑娘，然後等

喪期結束，我親自去那姑娘府上為王爺行禮下聘，可好？」 

素真的話讓陳士允笑了，「不敢不敢，我還是就對著妳一人罷了，免得真再娶進

一個來，那才真叫……」 

素真故意瞪他一眼。 

陳士允眼中閃現笑意，接著一把將妻子摟進懷中，但願這樣平靜的日子一直這樣

下去，不會有結束的一天。 

素真偎依在丈夫懷中，卻感覺得出丈夫今日的確沒有平常那樣平靜，到底發生了

什麼事，丈夫不願意告訴自己，但她還是能查得出來，畢竟自己是臨淄王妃啊！ 

 

第二天素真送走陳士允後，就命人把蘇嬤嬤請來。 

蘇嬤嬤一走進屋內，素真就對她開門見山地道：「昨兒王爺回來後有些心神不安，

我也不曉得是為什麼，嬤嬤可知道原因？」 

蘇嬤嬤的雙手抖了一下，才道：「王妃，也許王爺是忙著朝中的事。」 

素真搖頭，「不，必定不是朝中的事，這些日子，鎮國公府的懲罰快要下來了，

鎮遠侯府又沒有什麼事，既然如此，這事，是不是和我有關？」 

她猛地想起昨日皇帝對自己說的話，無端端的，皇帝為什麼要為臨淄王尋一側

妃，就算真看不慣自己，也沒有還在父皇的孝期內，就急急忙忙要給兄弟添個小

老婆的。 

除非，皇帝在試探，在警告。 

蘇嬤嬤聽到王妃的話，愣愣地看著她，突然對王妃跪下。 



素真低頭看著她。 

蘇嬤嬤眼中已有淚湧出，「王妃，的確有件事和王妃有關，只是王爺不允許我們

和王妃說。」 

「說！」素真厲喝。 

蘇嬤嬤在腦中想了一下，這才道：「這些日子，在外有流言說，王妃並不是鎮遠

侯府傳出的那個不祥命格，而是另一個命格，是鳳臨天下……」 

「住口！」素真猛地站起身，看著蘇嬤嬤，「妳說，這個流言是怎麼來的？」 

素真的表情暴露了她的情緒，蘇嬤嬤覺得王妃肯定知道這件事，更加恐慌，「王

妃，不管這流言是真是假，只怕它已經傳進了陛下的耳朵，王妃，一旦這流言進

了陛下的耳朵，不管陛下相信不相信，對我們王爺……」 

「妳下去吧！」素真跌坐回椅子上，茫然地吩咐著蘇嬤嬤。 

蘇嬤嬤應是，但並不敢站起身。 

素真看著她，突然淚如雨下，即使害怕，她最後仍問出口，「蘇嬤嬤，若這流言

陛下在乎，那王爺會如何？」 

「王爺或許會、會……」蘇嬤嬤遲遲不敢說出王爺會如何的話。 

素真伸手抹去眼中的淚，「我明白了，蘇嬤嬤，我明白了，他是我的丈夫，是我

真心喜歡的人，所以我不能讓他有一點事，是不是？」 

「王妃！」蘇嬤嬤又對她深深叩首。 

素真的淚落得更急。 

蘇嬤嬤雖然沒有抬頭看，卻能感覺到王妃傷心流淚。 

好一會兒，才聽到素真的聲音很平靜的道：「妳下去吧。」 

蘇嬤嬤擔心地抬頭看著王妃，就見王妃如木塑泥雕一樣坐在椅上，彷彿沒有了生

氣。 

素真低頭看著蘇嬤嬤，示意蘇嬤嬤下去，蘇嬤嬤只得站起身，後退著一步步往外

走。 

漸漸的，素真的臉在蘇嬤嬤眼中越來越模糊，簾子晃動，再也看不到她的臉。 

蘇嬤嬤這會兒不確定自己把這事告訴王妃是錯還是對，可是要保住王爺啊！而不

是為了王妃就……蘇嬤嬤雙手合十對天祈禱，王爺王妃看起來是真的不合適，不

然不會在這時候又突然冒出這麼一件事。 

可惜啊可惜！蘇嬤嬤長歎一口氣，迅速退出院子。 

紅鴦上前對素真輕聲道：「王妃，您……」 

「我、我什麼都不想、什麼都不求、什麼都不願，可是我還是……」還是到了這

個不得不做抉擇的時候。 

素真坐在椅上，這個屋內發生的一切都在她腦海中飛快地過了一遍，爭吵、和好、

書信傳情，再到……她突地覺得眼中又濕了。 

「王妃，這件事既然是流言，您就不必擔心。」紅鴦不知道該怎麼勸主子，只能

這樣說。 

素真卻搖頭，「去鎮國公府。」 



鎮國公府？紅鴦覺得自己是不是聽錯了。 

素真點頭，「沒錯，去鎮國公府，他們不許入宮，我去瞧瞧他們，也不是什麼奇

怪的事。」 

「可是，王妃您……」 

紅鴦還想試圖勸說，但素真已經吩咐人趕緊去備車，前往鎮國公府。 

素真的命令蘇嬤嬤很快就知道了。 

楚念德也曉得這件事，跑來尋蘇嬤嬤，「王妃怎麼會突然會去鎮國公府？蘇姊姊，

妳到底和王妃說了什麼？」 

「我把流言告訴王妃了，我不能……不能害了王爺啊！」蘇嬤嬤哽咽道。 

楚念德長歎一聲，曉得自己不能怪蘇嬤嬤。 

蘇嬤嬤眼中的淚落的更凶，「這世間的事兒，真是說不清楚。」 

「那王妃往鎮國公府做什麼？難道說是想尋蘇良娣去說情？」楚念德如此猜測，

但轉念一想，只怕那位蘇良娣不願意為王妃求情。 

「不管怎樣，你去伺候王妃。」蘇嬤嬤擦掉眼中的淚水，哽咽著對楚念德說，就

算王妃真會為王府帶來災禍，也該在這之前保護好她，因為王妃是王爺最愛的人

啊！ 

楚念德長歎一聲，轉身走出去。 

蘇嬤嬤又哭了，這一回，她不曉得自己該怎麼度過這個難關。如果真有菩薩，求

求祢，不要拆散我們王妃王爺。 

楚念德趕出去的時候，素真已經坐上馬車，紅鴦對主子說楚念德來了。 

素真把楚念德召到馬車前，「勞煩楚公公了。」 

「王妃，其實您……」楚念德大略猜到素真只怕是要去問個明白，可他又覺得沒

有必要，鎮國公府只怕不會說實話。 

「我只是想，他們對我做了這樣的事，為何還好意思來尋我，要我為他們說情？

他們難道不曉得，這樣的話一旦傳出去，會要我的命？」 

素真的聲音很平靜，但楚念德卻從她的話中聽出了一股絕望，他長歎一聲，「王

妃，您……」 

「我這會兒就要去瞧瞧，他們沒了爵位，是什麼樣子。」素真其實不是個愛計較

的人，她從小除了得不到父母的疼愛之外，別的東西得到的太多，蘇滄更是把世

間凡能尋到的東西都尋來，哄她開心，因此即便是在蘇家背約時，她也從沒和蘇

家計較過。 

可是這會兒，素真卻覺得，自己憑什麼不能計較？撫養了自己的是鎮國公太夫

人，不是蘇夫人！ 

憑什麼他們要為了保住這個爵位，一次次地犧牲她，一次次地讓外祖母在地下無

法安心？ 

楚念德雖然看不到王妃的神色，卻能料到王妃這會兒只怕十分憤怒，他輕歎一

聲，對車夫做個手勢，馬車緩緩地往鎮國公府行去。 

鎮國公府離臨淄王府比鎮遠侯府還近，素真到鎮國公府的時候，鎮國公府的中門



已經打開，蘇芩和蘇夫人、蘇二老爺、蘇二夫人帶著闔家上下在門口迎接，素真

讓馬車停了一下就逕自進了鎮國公府，在二門處下車換上轎子，一路往鎮國公府

正廳行去。 

蘇芩這些日子正在煩惱自己的家事，此刻見外甥女到來，還這副樣子，不由得對

蘇夫人道：「到底出什麼事兒了？我怎麼覺得外甥女看起來來者不善。」 

蘇夫人哪會不曉得素真因何而來，可要說出實話，只會讓丈夫難過，更會讓二弟

笑話，只輕聲道：「只怕是來看看我們的。」 

蘇二老爺笑了，「這算什麼，等到貴妃回來省親，那排場才叫……」 

貴妃貴妃，蘇芩聽了一陣噁心，這會兒還沒正式下旨意呢，就一口一個貴妃，到

時候如果不是貴妃，只是個婕妤，看他們家的臉往哪兒擱？ 

蘇芩也只是在心中腹誹，面上可不能表現出來，這會兒人人都知道鎮國公府不得

皇帝的心，還要指望著二房。 

「王妃請蘇夫人入廳一敘。」一個內侍走到蘇芩面前，對蘇芩恭敬地說。 

按理說這是平常之事，蘇夫人卻覺得心口無端端地慌亂起來，她整理一下衣衫就

往正廳走去。 

素真並沒有坐在廳上，而是看著廳上掛著的書畫，鎮國公府已有七、八十年，第

一代鎮國公娶的是公主，因此府內的書畫十分出色。 

蘇夫人見素真只看書畫，有些摸不清她在想什麼，但還是上前賠笑，「外甥女，

您這是？」 

「我只是追憶一下。」素真轉頭對蘇夫人微笑，卻沒有請她坐下，而是對蘇夫人

道：「我突然想起我在鎮國公府住的院子，聽說那院子並沒有改變，因此想請舅

母帶我去瞧瞧。」 

就為了這麼一點事？蘇夫人心中狐疑，卻不能違抗素真的命令，對她微笑道：「當

然沒有變過，那兩棵桂花，今年也不曉得為什麼，到這會兒還開著呢。」 

「今年天氣暖和，桂花開的時候長，也是常事。」素真的語氣很溫和。 

蘇夫人恭敬應是，陪著素真走出正廳。 

這一路的僕從早讓蘇夫人命其迴避。 

走在熟悉的路上，素真心生感慨，突然停下腳步，看向不遠處道：「這是外祖母

當初住的上房吧？」 

「是的，這就是婆婆生前住的地方，後來我也沒搬，只讓人把它打掃好了著人看

守。」 

蘇夫人的話讓素真笑了，「也許很快二舅母就會搬進去了。」 

這上房原本就是鎮國公府的當家主母住的，蘇夫人不願住進去，還有另一個原

因，她害怕鎮國公太夫人，此刻聽到素真說這麼一句，她瞧著素真很勉強地說了

一句，「外甥女越來越愛說玩笑話了。」 

玩笑話？素真淡淡一笑，到了這個時候，她也只能說自己說的話是玩笑話了，至

於自己究竟要做什麼，蘇夫人很快就會知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