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十七章 大舅母求和 

素真昨日落水的事兒，很快全京城都知道了，於是有來往的府邸都前來探望，不

過都被楚念德擋了下來。 

等到下午時，又來了兩位貴客，這兩位客人楚念德不好阻攔，一位是安平王妃，

一位是永樂長公主。 

就在素真吩咐快請的時候，就聽到永樂長公主的笑聲傳來——  

「二嫂妳好難見面，昨兒我剛想約了她們進宮去見妳，就聽說了妳落水的事，好

不容易等到妳出宮，偏偏天色已晚，今兒特地前來，誰知妳府上竟有人擋駕，我

們想見二嫂一面竟這麼難？」 

話落，簾子已被挑起，永樂長公主和安平王妃兩人走了進來。 

安平王妃還是和昨兒在宮中見的一樣，永樂長公主卻微帶一些跋扈，雖然換了皇

帝，她們這些皇帝的姊妹們日子反而更為舒服，自然說話也更大膽。 

果然不等素真起身相迎，永樂長公主就坐在她床前的椅子上，伸手把素真的肩膀

按下去，「二嫂，妳還是快些躺下吧！我們為了進來，已經惹得妳府上的公公生

氣了，等會兒二哥聽了，只怕又要來趕人，若再讓妳起身相迎，我啊，今兒還能

全鬚全尾的出吳王府不？」 

素真聞言忍不住笑了，「妳二哥也是怕我不能好好歇息，其實這會兒已經好多了，

兩位要不嫌棄，就到我們後面園子走走，這會兒想來荷花已經開了。」 

素真溫柔以對，永樂長公主心中那被擋駕的怒氣這才消了些，對她道：「不敢，

嫂嫂還是躺著吧，您肚裏的孩子，也是我侄兒，難道我就不心疼嗎？」 

「妹妹越來越會說話了。」素真請一直在旁邊只笑不說話的安平王妃坐下，春英

已經帶著丫鬟端著茶水點心上來。 

三人各自取了一杯茶在手，兩人也就問問素真感覺如何，肚內的孩子如何。 

聽到聽素真說一切都好，永樂長公主才放心的歎了口氣，「簡直是飛來橫禍，誰

能想到去游個池子乘船，就碰到這樣的事？」 

「那個宮女自己也沒了命，也不用說別的。」素真簡單幾句話就把事情揭過，笑

著道：「許久不見永寧長公主了，怎麼不見她？」 

「她家的孩子已經三個多月，今兒早上起來突然發熱，原本我們還約了她一起來

的。」永樂長公主開口回答。 

安平王妃有感而發，「說起來，還是長公主們好，駙馬哪敢納妾？像我們就不成，

後宮各王府，誰家不是滿滿當當的人，要不然昨兒二嫂也不會遇到那樣的事了。」 

素真萬萬沒想到會是安平王妃先說出昨兒那場橫禍的真相，先是覺得有些尷尬，

接著輕咳一聲，故意轉開話題道：「這事兒，既然娘娘和陛下都說過了只是一件

意外，那就是意外。」 

素真的話讓屋內的氣氛瞬間變冷了。 

最後是由永樂長公主開口打破沉默，「是啊，意外，不過就是折進去個沒出世的

小皇子。」 

「這會兒，蘇貴妃一定是既高興又得意。」安平王妃冷不防冒出這麼一句。 



素真沒想到兩人繞來繞去就是想把話題往這上面引，她乾脆拉下臉，裝作惱怒的

樣子道：「妳們兩個是來安慰我？還是故意說些別的話戳我心窩子的？」 

素真向來溫和，連拉大嗓門說話都不曾，突然沉下臉，永樂長公主手裏抓把瓜子

在嗑，有個瓜子仁正被她嗑出來，這會是吃也不是，吐也不是，只能瞪大眼瞅著

素真。 

安平王妃的眉頭微微一皺，就對素真笑道：「是我們錯了，原本就只是來瞧瞧二

嫂，倒說起這些事兒來。說來，四妹，妳也許久不見二嫂了，可有什麼新鮮事，

說給妳二嫂聽聽？」 

永樂長公主雖然跋扈，但也是會看臉色的，既然安平王妃遞來梯子，她也就著梯

子下，笑道：「我還能有什麼新鮮事？這每天的日子不都一樣，睡醒了起來，梳

妝用早膳，吃完了若想問問府裏的事就問問，若不想，就自個兒逛逛，再過些時

候就吃午膳，吃完就去別府走走，若不想走，也就在自己府上消磨消磨時光。除

了這些，還有什麼？」 

拉拉雜雜說了一大串，永樂長公主歎了口氣，半真半假地對素真道：「我可羨慕

二嫂和二哥在那山莊上過著逍遙日子呢，可我在自己的莊子裏住著，總覺得十分

寂寞，一點也不好玩。」 

「只要耐得住寂寞，在哪兒都差不多。」素真被永樂長公主這句話說得也懷念起

莊子來。 

在莊子時，日子過得的確舒服，最要緊的是，不用想有關京城裏的大小事，此刻

的她恨不得插上翅膀，和陳士允一口氣雙雙飛回山莊裏，再不下山，再也不理紅

塵俗事。 

然而素真心裏明白，這個願望暫時還達不了，等再過兩天，自己的身體完全好了，

得進宮去向皇后謝恩，還要和各府應酬應酬，然後才能回山莊去。 

一想到這些事，素真覺得十分無趣又無聊。 

剛嫁給陳士允時的想法再次浮上素真的腦海，那時候，自己到底有多無知，才會

覺得這些應酬足夠填滿自己的心？ 

春英突地進來稟告陳士允來了。 

永樂長公主笑著對素真道：「二哥來趕人了。」 

說話間，陳士允走進屋內，安平王妃站起身對他行禮。 

永樂長公主可沒起身，而是笑靨如花地看著陳士允，「怎麼，二哥擔心二嫂和我

們說話時候太長，身子骨禁不住，這會兒就進來趕人了？」 

「妹妹怎麼說這樣的話？我並不是進來趕人，只是想來問問妹妹，可要在我們府

上用晚飯？若要用的話，我去吩咐廚房，讓他們添幾道妳愛吃的菜罷了。」說著，

陳士允看向安平王妃問：「倒忘了，不曉得三弟妹素日愛吃什麼？」 

「還要留我們用晚飯？你這麼個大男人在內室裏面一坐，我們哪還好意思留在這

裏和你們夫妻倆說話，自然只能告辭了。」不等安平王妃說不必，永樂長公主搶

先開口，不但回了話，還擠對陳士允。 

陳士允不以為意，溫和地笑笑。 



永樂長公主這才站起身，叮囑素真好好地養著，便和安平王妃告辭離去。 

陳士允送她們到院門口才回身，一回到屋內，就看見素真靠在枕上眉頭微皺，他

上前對妻子溫柔地道：「妹妹們素來跋扈，妳……」 

「我並不覺得公主跋扈，而是在想，這京城看似無比繁華，皇宮也好，王府也罷，

都是紅塵中第一等富貴之地。我從小生長在京城，又在王府內住了這許多日子，

按理說回到京城田到王府，應該有故地重遊、無限欣喜之感，可是今兒聽著長公

主和安平王妃的問話，我卻覺得十分煩悶，反而特別懷念我們山莊。」 

陳士允聞言笑了，妻子懷念山莊，自己又何嘗不是如此呢？他很明白，唯有離開

京城，跳出這繁華之地，才能得到真正的平靜。 

他溫柔地摸一下妻子的頭，「我們很快就要回去的。」 

「回去了，就盡量少下山來，好不好？」素真輕柔地徵詢他的意見。 

陳士允點頭同意，在妻子額角印下一吻。 

這時響起春英的聲音，「王爺、王妃，鎮國公府遣人送東西來。」 

鎮國公府？素真的眉頭緊皺一下，就對春英道：「打賞來人，東西不用收下。」 

「王妃，是上回那個嬤嬤。」春英小心翼翼地說。 

奎嬤嬤？素真心中不由得生起一股怒氣，但轉念一想，奎嬤嬤怎麼說也是鎮國公

府的下人，怎能違背蘇夫人的命令？她對春英道：「妳請她進來吧。」 

春英應是，出去吩咐。 

奎嬤嬤被人帶進來的時候，安平王妃和永樂長公主剛到二門準備上轎。 

看見有人被從角門帶進來，永樂長公主不由得驚訝地道：「怎麼會有人沒有親自

前來，而只派下人來的？」 

「這是鎮國公府的人，想是不好意思來見我們王妃。」旁邊吳王府的小內侍故意

微微加大聲音，好讓奎嬤嬤聽見。 

奎嬤嬤聽個正著，在心中狠狠地歎了幾口氣，自己家主人做的事，也委實有些過

分，畢竟那是一個不小心就會讓王妃萬劫不復的流言。 

然而，奎嬤嬤卻不得不硬著頭皮來吳王府，因為自己全家都還要待在鎮國公府。 

素真去年前往鎮國公府的事情，全京城誰不知道，永樂長公主聽了，不禁冷笑道：

「果真是沒臉沒皮的主人，才會養出這樣的下人來。」 

「妹妹。」安平王妃覺得永樂長公主這話著實有些失禮了，好意提醒她一句。 

永樂長公主這才收起面上的冷笑，和安平王妃各自上轎離去。 

奎嬤嬤進了屋內，給素真行禮。 

素真等到她站起身才道：「嬤嬤，您的來意我清楚，可是，我去年就已經把話說

得清清楚楚。」 

「是，夫人也知道自己錯了，悔不當初，只是王妃，夫人就算再壞，也疼愛您那

麼些年。」奎嬤嬤硬著頭皮地說。 

這半年多來，人人都已經知道，鎮國公府內長房和二房的爭奪已分出勝負，長房

徹底落敗，只不過有個空頭爵位罷了，也許再過上幾年，連這個空頭爵位都要提

前交給二房。 



因此，京城各府的應酬往來，也多只和鎮國公府二房來往，已不和鎮國公長房來

往了。 

尤其長房最出色的兒子已經被流放，剩下的幾個兒子不是讀書不成器就是年紀還

小，蘇夫人頓時覺得自己失去了指望，偏偏娘家也早已衰落，不然蘇夫人不會為

兒子蘇滄聘李氏為妻，而是會給他塞個自己的娘家侄女。 

眼前所能抓住的唯一一根救命稻草，就是原先被她怎麼也瞧不上眼的素真，如今

的吳王妃。 

只是蘇夫人也明白，自己得罪素真得罪得狠了，對方不可能輕易幫她，所以在知

道素真昨兒在宮中出事後，不敢親自前來，只能命奎嬤嬤帶著禮物前來。在奎嬤

嬤來之前，蘇夫人還再三叮囑，要奎嬤嬤務必讓素真把禮物收下。 

素真聽了奎嬤嬤的話，對她微微一笑，「疼愛我這麼些年……奎嬤嬤，妳是服侍

在舅母身邊的人，難道還不曉得舅母的疼愛是真心還是假意？」 

「老奴失言！」奎嬤嬤急著給素真跪下請罪。 

素真輕歎一聲，「奎嬤嬤，妳請起來，這件事我曉得妳也為難，畢竟妳還是大舅

母這房的下人。這樣吧，我寫一封信由妳帶回去，禮物，我不能收。」 

奎嬤嬤聽到這裏，曉得這已經是王妃對自己做出的最大讓步，這讓步還是看在鎮

國公太夫人面子上做的，奎嬤嬤再次給她磕頭，站起身等著她寫信。 

素真提筆在手，稍一思索寫了八個字，就讓人把信封了。 

奎嬤嬤跟在鎮國公太夫人身邊，也識得幾個字，接過來看到信封上寫著：舅母親

啟，甥女字。 

奎嬤嬤一看這信封就明白了一切，她對著素真歎一口氣道：「從小太夫人就說，

王妃您的性情太過溫和，不懂得拒絕別人，若太夫人知道今日，定會十分歡喜。」 

最疼愛自己的外祖母被提起，素真的眼中也不由得掉下淚來，「是的，外祖母一

直都很疼愛我。」 

然後她就再沒說話了，奎嬤嬤了然行禮告退。 

春英送走奎嬤嬤後，對素真道：「奎嬤嬤不肯收紅封，還是我們說，不收王妃會

生氣，這才收下。」 

素真重歎口氣，「其實我送走紫鴛她們，就是擔心……擔心若她們依舊跟在我身

邊，鎮國公府定會尋和她們交往好的下人，然後想讓我心疼。」 

春英很清楚紫鴛紅鴦在王妃身邊的地位，能讓王妃痛下決心把她們送走，足以證

明王妃不願意再和鎮國公府的人有所糾纏，不管她們當初曾經有多深的情分。 

 

 

蘇夫人遣走了奎嬤嬤，就在廳裏焦急地等待著，等著素真那邊傳來的消息。 

好不容易總算等到奎嬤嬤回來時，她不等奎嬤嬤對自己行禮，就連聲催促道：「王

妃怎麼說？禮收了嗎？」 

奎嬤嬤搖頭，「王妃並沒收下禮物，只給您寫了一封信，就打發老奴回來了。」

說著就把信遞上。 



蘇夫人幾乎是搶過信封，一看信封上的稱呼，蘇夫人的心陡地亂跳起來，她迫不

及待地打開信，上面只有八個字：恩已斷、情已絕，休見！ 

蘇夫人長歎一聲，喃喃地道：「難道說，就再沒有別的指望了嗎？」 

「也許，等大爺得到赦免回京，那時再依靠著李家，說不定……」奎嬤嬤小心翼

翼地提出建議。 

蘇夫人苦笑一聲，她怎會不知道還有這個方法，可是，李家到時會不會再認李氏

這個女兒，會不會幫他們長房，還很難說。 

還有，自己幾個兒女的親事，早早訂親的也就不用說了，都丟不起這個退親的臉。

可是尚未訂親的，哪裏尋得到好親事？頂多是大族的旁支，要不就是小官的女

兒，要在原先，蘇夫人怎麼看得上這樣的人家，現在卻不得不考慮他們了。 

見蘇夫人在原地怔怔發愣，奎嬤嬤不敢再多問一句，只能行禮退下。 

蘇夫人長歎一口氣，難道真到了這無法收拾的地步？真的沒有辦法了嗎？ 

她突然想起那個批命之語—— 鳳臨天下，貴不可言。 

也許，到了那個時候，長房還有轉機。只是，首先得讓陳士允登上帝位，問題是，

陳士允現在離皇帝的位置越來越遠…… 

蘇夫人只覺得一股冰冷湧了上來，若自己沒有相信那個批命、沒有讓兒子站到安

平王那邊、沒有讓兒子把這個批命告訴安平王，並讓不甘心失敗的吳太妃母子把

這八個字傳出來，至少現在，她還有個王妃外甥女可以依靠，而不是像現在這樣，

完全沒有路可以走。 

一步錯，步步錯。 

 

 

素真在給蘇夫人寫了那八個字之後，見蘇夫人那邊既沒有回音也沒有再送禮來，

她的心這才放下。 

又歇息了兩天，她覺得自己沒事了，於是命太醫回去，並且命人前往皇宮，懇求

第二天朝見皇后，並且要離開京城回山莊。 

石皇后很快就傳來回音，說可。 

素真在第二天再次打扮起來，排起儀仗，前往皇宮。 

皇宮還是那樣巍峨，還是那樣金光閃閃，但對素真而言，每來一次，就覺得這座

皇宮猙獰一分，並不希望自己再踏進這座皇宮一步。 

無端端的，她突然想起自己的命格，如果真如那個批命所言，自己就要在這皇宮

裏面住一輩子…… 

素真突地抖了一下，誰願意在這座皇宮裏面住一輩子？雖然地方很大，看起來也

很富麗堂皇，住在這裏的人，更是可以享受無盡的榮華富貴，可是所受到的束縛

也很多。 

不！那個批命絕對是假的，是算命先生胡說的。 

素真胡思亂想的時候，軟轎已經到了皇后宮殿，她剛走下軟轎，就見蘇貴妃帶著

妃嬪們走下臺階。 



她看著蘇貴妃，蘇貴妃也看著她，蘇貴妃身後跟著的妃嬪們不知道該怎麼辦，到

底該不該對素真行禮呢？ 

這種尷尬並沒太久，蘇貴妃就對著素真笑道：「表妹又進宮了？」 

「是的，我要來和娘娘辭行，我們要回山莊去了。」 

聽到素真的話，蘇貴妃的眼梢往上一挑，嘴角上揚道：「回山莊啊？回山莊也好，

從此就能遠離塵世紛爭。」 

素真沒有回答，只把身子讓開一些，好讓蘇貴妃帶著妃嬪們走過。 

當蘇貴妃走過素真身邊時，突然湊上她的耳朵輕聲道：「只是，真能躲得掉嗎？」 

素真聽出蘇貴妃話中帶著一絲怨毒，她沉默地看向蘇貴妃，蘇貴妃卻已經帶著妃

嬪們走遠了。 

看來蘇貴妃在這後宮中，看似風光，其背後卻有著許多不能為人知的事。 

素真搖了搖頭，想把這些感慨都搖掉，自己要離開京城，回到山莊，繼續和丈夫

過著輕鬆自在的日子。 

到了皇后殿中，石皇后還是和原先一樣和藹可親，又親自詢問了一遍素真的身

體，才感慨地道：「我也沒有想到，一個忠心的僕人竟會鬧出這麼大的事來。」 

「想來就是太忠心了，才會只想著自己的主人落水，沒想到別人也在船上。」身

在這皇宮後院裏，素真也只能對石皇后虛與委蛇。 

石皇后點頭，「所以說，這忠心的人啊，到底是好還是不好，我也不曉得。」 

素真又能順著她的話說了兩句。 

石皇后留她一起用了午膳，午膳後兩人又說了會兒話，石皇后才命人送她出去。 

等到素真離開，石皇后身邊的宮女擔心地問：「也不知道吳王妃有沒有猜出……」 

「她猜出也好，猜不出也罷，橫豎她只能聽命於我。」石皇后說完這句話，突然

打了一個激靈，自己什麼時候變得這樣冷酷？ 

「娘娘？」宮女見石皇后怔怔地一言不發，擔心的輕喚一聲。 

石皇后這才回神過來，她想那麼多做什麼？只要目的達到就好，自己是皇后，是

皇朝之中最尊貴的女人，能利用她們，是她們的福氣。 

她面帶微笑道：「我只是在想，賞給吳王妃的東西，都是精心挑選的吧？」 

「娘娘您吩咐過，所以都是十分好的。」 

宮女的回話讓石皇后更加安心了，這後宮內所有的事，都該由著她的意志來行

事，不管是誰，都該臣服在自己的腳下。 

蘇貴妃，妳永遠都別妄想我這個位置！石皇后看了一眼飛霜殿的方向，面上更加

得意了。 

第四十八章 宮裏意外多 

素真並不知道石皇后的想法，她只是感慨了一路，那個初見時和藹可親的大嫂，

已經消失不見了。 

至於自己那位跋扈的表姊蘇貴妃，素真從未放在心上。 

回到王府，石皇后賞下的東西早就到了，素真打賞了來人，命人把東西如數放到

庫房裏，也許這些東西，自此再也不會出現在她眼前了。 



等回到房中，看著那些捆綁起來、整整齊齊的行李，素真不由得笑了，明日就可

以走了，自己和丈夫要離開京城，回到山莊，過好日子去。 

素真詢問著春英，可有什麼東西遺漏的？ 

春英已經拿出一張單子，笑著對她回道：「這是蘇嬤嬤教的，說每次出門要收拾

東西，就把要帶走的東西寫在單子上，然後一樣樣的對，帶上一樣就勾掉一樣，

這樣就不會落東西了。」 

素真每次出門都要別人收拾東西，方才也不過是順口一問，沒想到還有這樣的法

子。她笑道：「果真是家有一老，如有一寶，蘇嬤嬤這個法子簡單多了。」 

「什麼叫家有一老，我們家中有老人了？」陳士允的聲音在外面響起。 

春英循聲看去，見陳士允走進來，叫了一聲王爺。 

素真就把方才春英的話說了一遍。 

陳士允哦了一聲，「原來出個門還要記帳啊！」 

春英噗嗤一笑，「這哪是記帳，不過是我們怕落東西的做法。王爺您要不去別的

屋裏轉轉，這邊的東西還沒收拾好呢。」 

陳士允搖頭拒絕，「我不去外面轉，妳們王妃在哪裏，我就在哪兒。」 

雖說春英已經習慣了王妃和王爺夫妻之間的恩愛話語，但聽到這話，還是忍不住

笑出來。 

素真嗔怪地瞧了陳士允一眼，「你啊，當著別人的面說什麼呢，這要是傳出去，

都要笑話你了。」 

「笑話我？我和我的王妃恩愛有什麼可笑的？只有那和自己媳婦不恩愛的，才會

被笑。」 

陳士允的回話讓春英聽了樂不可支。 

素真嬌嗔的輕捶了下他的肩，「好不害羞，這樣的話也說得出口。」 

陳士允雙手一攤，「如此，妳才會知道，我不是個膏粱紈褲。」 

真不曉得陳士允還要把這話說多少遍，素真瞪了他一眼，一顆心卻已經飛回到了

山莊，在山莊，什麼都是好的，什麼都是高興的、快樂的，沒有京城裏這些無趣

的應酬，也沒有痛苦的糾結。 

 

 

素真和陳士允第二天雖然出發的早，陳士允因擔心妻子被馬車顛到，讓馬車走得

很慢，雖說在路上也沒有打尖，到山莊時也已經過了午時。 

馬車剛在山莊大門口停下，蘇嬤嬤就快步地從山莊裏走出來，對著馬車嘮叨著，

「怎麼這會兒才到？不是說一早就出發，咦，王妃怎麼樣了？老奴聽到消息的時

候，嚇得都要立即往京城去呢。」 

陳士允掀起車簾，剛想和蘇嬤嬤打個招呼，就聽到蘇嬤嬤這一串話，不禁笑了，

「蘇嬤嬤，您老慢些說話，豈不省力？」 

蘇嬤嬤被這一句話給噎住，狠狠地瞪了陳士允一眼，「王妃好好的？好好的怎麼

會掉進水裏？意外？後宮之中，意外總是比別的地方要多些。」 



素真正被春英扶下來，聽到蘇嬤嬤這話，就和陳士允對望了一眼。 

陳士允已經走下車對蘇嬤嬤道：「所以我們要遠離宮裏。」 

蘇嬤嬤忍不住又想歎氣。 

若姣已經在她身後探頭道：「王爺，您不曉得，今兒剛過了辰時，蘇嬤嬤就在那

裏念叨著該到了該到了，結果都過了午時才到，您想，蘇嬤嬤之前都念叨了兩個

時辰，見了您還不曉得要怎樣嘮叨呢！」 

蘇嬤嬤已經伸手去打她，「誰准妳在王爺面前沒大沒小的？」 

若姣伸手抱住腦袋不讓自己被蘇嬤嬤打到，「這不是您說的，說在王爺面前，除

了禮貌恭敬之外，該說的要說，該笑的要笑，這樣才不會太嚴肅，才會讓王爺王

妃過得舒服，這樣才像一個家。」 

若姣最後的那句話讓素真和陳士允相視一笑，是的，這是自己的家，這個家多麼

溫暖，多麼幸福。 

素真突然覺得自己肚裏的孩子踢了自己一下，雖然動作很小，但她感覺到了，驚

喜地對蘇嬤嬤道：「蘇嬤嬤，您瞧，是不是孩子動了？」 

「按理說也是時候了。」蘇嬤嬤仔細地盯著素真的肚子，恨不得透過肚皮看到她

肚子裏是男孩還是女孩，好給他們準備衣衫。 

「好了，這要瞧，到屋裏再仔細地瞧。」陳士允也很想知道妻子是不是已經開始

有了胎動，想到一個小小的孩子這會兒就在妻子肚子裏生長著，他就歡喜得想大

聲高叫，他一定要照顧好妻子，照顧好自己的孩子。 

那麼，遠離京城的紛擾是必要的，且非常必要。陳士允握住素真的手，素真對他

一笑，兩人攜手走進山莊裏，蘇嬤嬤則帶著下人跟在他們身後，回家總是很開心

的，非常地開心。 

素真坐在屋子裏自己慣常坐的那個地方，看著春英指揮著丫鬟把東西一一歸位，

唇邊又露出笑容。 

陳士允和蘇嬤嬤兩人坐在她身邊，自從素真發現有了胎動之後，兩人就開始暢想

要如何照顧孩子。 

素真聽了幾句就對陳士允笑道：「若是蘇嬤嬤一個人也就罷了，你怎麼也對這些

事這麼熱衷？」 

「因為這是我們的孩子，素真，我這會兒又特別歡喜。」陳士允從來不吝於展現

自己對妻子的感情。 

蘇嬤嬤突然道：「王妃您放心，這府內，是絕不會發生什麼意外的。」 

素真總覺得蘇嬤嬤話中有話，想到之前提的那句，宮裏的意外總是比外面要多

些，她不由得好奇地問：「宮裏，曾發生過什麼樣的意外？」 

蘇嬤嬤和陳士允都一愣。 

過了好一會兒，陳士允才笑道：「宮中人不少，人多口雜是難免的，所以……」 

所以才會有許多意外嗎？素真不相信地看著他。 

陳士允伸手撫摸妻子的髮，「好了，在這山莊裏，我不會讓任何意外發生的。」 

「誰要敢讓意外發生，不管她是誰送來的，老奴都能扒了她的皮！」蘇嬤嬤說話



時，眼中閃著寒光。 

啪一聲，春燕手裏的茶杯摔在地上，接著就給蘇嬤嬤跪下道：「蘇嬤嬤，我雖說

是從宮裏來的，可向來老老實實地服侍王爺王妃，從沒想過別的事。」 

「妳起來吧，嚇成這個樣子做什麼？」蘇嬤嬤淡然地叫她起來後，對眾人鄭重道：

「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都不許讓王妃有一點點小意外發生！」 

「嬤嬤，我又不是豆腐做的，隨便一蹭就會破皮。」素真是真沒想到蘇嬤嬤會這

樣嚴肅認真地吩咐丫鬟們，用玩笑的語氣安撫她。 

蘇嬤嬤一對面素真時，面上又帶上微笑，「老奴自然曉得王妃會保重您自個兒，

可是有時候，下人們也不能放縱，不然就會變懶。」 

看來當初在宮中，陳士允也曾遭受過意外，素真不禁想起自己許配給他的時候，

曾聽說過，二皇子的身子骨從小就虛弱，可她嫁給陳士允後才發現，陳士允的身

子骨好得很，哪裏虛弱了？ 

素真的若有所思被陳士允察覺到，他握住她的手細聲道：「都過去了，那些事，

都過去了。」 

看來自己猜的果真沒錯，當初陳士允在皇宮中是曾遭受意外的，就是不知道這些

意外是有意的，還是無意的。 

素真反握住陳士允的手，認為只有這樣，才能安慰丈夫。 

蘇嬤嬤看著王妃和王爺緊緊交握的雙手，不由得感慨地歎了口氣，他們夫妻如此

恩愛，到時再生下幾個小世子小郡主，看著他們長大，也就沒有辜負了當初答應

過吳王生母的話了。 

蘇嬤嬤覺得自己眼圈又紅了，背轉身去，不讓人看到她那濕潤的眼。 

 

 

到了晚間，素真和陳士允歇下後，素真握住丈夫的手，「你和我說，當初你身子

骨虛弱的事到底是怎麼傳出去的？是不是因為你在宮中遭受過許多『意外』，才

傳出去的？」 

素真的個子比起他來算得上嬌小，陳士允把她整個人抱滿懷，緩緩地道：「父皇

的兒女很多，除了長兄和三弟之外，別的孩子一年到頭也只有年節或者重要日子

才能見到父皇。雖說每個兒女都有不少人服侍，但有沒有親娘在，這下人們服侍

得用心不用心，就不一樣了。」 

陳士允生母早逝，又不得皇帝寵愛，素真又不是沒聽說過惡僕欺主的事，她聽了

把陳士允也牢牢抱住，之前一個小意外都很可能讓自己再也見不到丈夫了。 

「都過去了。」陳士允輕撫著她的頭髮，感覺到妻子的顫抖，他再次安慰她。 

素真嗯了一聲，聲音非常小的說：「我知道都過去了，可是我在想，那時候的你

才多大，三歲？還是四歲？」 

「我母妃去世時，我不到三歲，我母妃去世時，其實已懷有身孕，據說……據

說……」陳士允的聲音有些哽咽，「據說自己的母妃去世前，拉著蘇嬤嬤的手滿

眼含淚地對她說：『我曉得我這病，只怕是吳貴妃不喜歡我，才故意命太醫不好



好地治，我沒了倒也沒什麼，陛下的心思我是明白的，見一個愛一個，除了吳貴

妃之外，連皇后娘娘都不放在心上，我只求妳，好好地看待這孩子。』」 

「所以蘇嬤嬤對你一直很好。」素真感覺到丈夫的情緒起伏很大，急忙安慰他。 

陳士允點頭，「是的，蘇嬤嬤從沒辜負過我母妃的囑咐，素真，若沒有蘇嬤嬤，

也許我早就沒命了。我記得有一年冬日，小內侍接我從書房放學，路上遇到了三

弟，那時候三弟還小，於是他就被內侍攛掇著，要我和他比賽跑，我不知道他們

的用意，就跑了。 

「誰知道那段路早被他們灑上水，結成冰，結果我滑倒了，還差點摔到了太液池

裏，若非楚公公拉著我，我就算不死，也要重病一場。」 

素真真沒想到每次見到都彬彬有禮的安平王，也曾經有過那麼調皮的時候，還差

點成了害死丈夫的幫凶。 

陳士允微笑道：「其實三弟的心不壞，不過是被寵壞了。當時他看見我摔倒在地，

還差點摔進太液池，嚇得哭著被內侍背著走。後來他在路上遇到父皇，和父皇說

了，父皇只訓斥了他身邊的內侍幾句話而已，又讓他身邊的內侍尋到我，好好地

護送我回去。自此之後，蘇嬤嬤就以我身子虛弱做藉口，讓我不要和這些兄弟們

一起玩耍。」 

「那你平常在屋內做什麼？」素真聽著丈夫的過往，心中更加憐惜他，自己也失

母，可是自己至少有外祖母的疼愛，而他，身分比自己高貴，卻不得親人的一絲

疼愛。 

「讀書啊，皇宮的書很多，我讀了不少。」只是，他就算讀了再多，也不能用啊！

免得替自己惹來災禍。 

「那以後，我和你一起讀書。」素真聽出丈夫話中的感歎，輕聲安慰他。 

陳士允看著妻子，帳內的光很朦朧，他覺得，妻子從沒有像此刻一樣美麗，他把

妻子擁的更緊，「好，我們一起讀書，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此刻，

黃金屋和顏如玉，都在我懷中了。」 

素真緊緊地擁著丈夫，夫妻同心，好好過日子，比什麼都重要。 

第四十九章 宮中送人來 

山莊的日子十分平靜，為了避免又出事情，九月素婉出嫁時，素真並沒有親自回

鎮遠侯府，只命人送去了一份厚厚的禮物。 

而素婉夫妻也在成親後第五天前來山莊。 

素真夫妻相迎，素婉老遠就看見素真挺著肚子，急忙快走幾步上前，挽住她的胳

膊笑道：「姊姊在屋裏等我們就成了，不用迎出來。」 

素婉丈夫姓魯，單名擎，父親在工部任職郎中，鎮遠侯看中魯擎聰明俊秀，因此

派人去說親，能和鎮遠侯府結親，魯父還是很願意的。 

素婉嫁過來之後，魯擎見她不但容貌美麗，性情溫柔，十分敬重妻子，這會兒又

見她和素真姊妹親熱，他對著陳士允一揖到地，「見過吳王！」 

陳士允先打量一下魯擎，見他生得相貌清秀，行動規矩有禮，也就一把將他扶起

來，「快些起來，你我連襟，何必如此客氣？」 



說話時，四人已經走進廳裏，各自行禮後也就入座。 

魯擎打量一下正廳上的佈置，對陳士允笑道：「吳王這個山莊十分清幽，難怪王

爺連京城都不願久居。」 

「不過是躲清閒罷了，哪是愛清幽？」 

陳士允和魯擎在那說話，素真姊妹也在聊著閒話，素婉已經曉得素真要到明年初

才生，笑道：「娘還給姊姊帶了東西，來……」 

「不急，我已經讓人準備了酒席，不如我們就在花園中好好地賞景喝酒，如何？」

素真後面的話是問魯擎。 

魯擎急忙站起身恭敬地回道：「王妃愛在哪裏就在哪裏，我……」 

素婉已經噗嗤一聲笑出來，「來的路上都和你說過了，你既然娶了我，那我的姊

姊就是你姊姊，什麼王妃不王妃的，叫得那麼生分做什麼？」 

魯擎的臉一紅，「是，妳說的有理。」 

素真少見素婉這麼活潑的樣子，眼裏也有深深的笑意，對魯擎道：「我這個妹妹，

有時候淘氣了些，妹夫可千萬不要放在心上。」 

「一定不會放在心上，王……大姊！」 

魯擎這話轉變的慢了些，素真也笑了起來。 

笑聲中，春英前來稟告說酒席已經在花園中擺好了，四人就往花園行去。 

這會兒魯擎見陳士允夫妻都很和藹，局促少了許多，也能和陳士允從容對答了。 

陳士允見他沒有原先那麼局促了，笑道：「你既然叫王妃一聲姊姊，那也就該叫

我一聲姊夫才是。」 

九月的山中天氣已經有些寒意，魯擎聽見陳士允這話，額頭上的汗都冒出來了，

卻不敢伸手去擦，急忙道：「是，王……姊夫！」 

「什麼王姊夫，我可不姓王。」陳士允含笑說。 

走在前面的素婉轉身又對丈夫一笑，這笑中帶有一點揶揄。 

魯擎趕緊低頭，暗自告訴自己一定要表現得大方一點，千萬不要再像方才一樣表

現的那麼局促了。 

九月是菊花開的時候，假山邊一路都是菊花，還有一棵高大的桂花樹，此刻桂花

開的正好，香氣撲鼻。 

魯擎一看見這棵桂花就對陳士允道：「姊夫，我素來只知道人間四月芳菲盡，山

寺桃花始盛開的句子，怎麼這桂花開的也比山下要晚些？」 

那酒席就擺在桂花樹下，因為人不多，只用了一張方桌，設了四個椅子，春燕帶

著小丫鬟在旁邊伺候，陳士允一邊請魯擎夫妻坐下，一邊笑道：「這天下的花事，

本就如此，既然有遲開的桃花，自然也有遲開的桂花了。」 

魯擎的臉又紅了，「是，姊夫說的有理，是做妹夫的書讀得不夠多，沒有想明白

這個道理。」 

素婉聽到自己丈夫這話，也笑了，「所以才讓你多和人出來交往交往，不然只知

道在家中讀書，怎麼成？」 

「是，妳說的有道理。」 



魯擎的話讓素真笑了，她輕輕地拍了妹妹一下，「我瞧魯妹夫是個老實人，妳可

不能欺負他。」 

「我從來沒有欺負他。」素婉笑嘻嘻地回道。 

春燕上來斟了一輪酒，素真看著這盛開的桂花，突然想起去年也差不多是這個時

候，東宮的宴會上突然傳來消息，然後就是一連串驚心動魄的事。 

這時日過的真快，一年了，先帝駕崩也快滿周年，現在京城中，已經少有人提起

當初受寵的吳貴妃，吳家雖然還有聲勢，卻已經大不如前，特別在吳美人的身孕

被太醫明白地說出，她懷的是個公主時，聲勢更是削弱不少。 

以女兒得寵發達的家族，必定也要跟隨女兒是否受寵而起伏。甚至素真認為，皇

帝寵愛吳美人，也許只不過是為了麻痺安平王。 

就在這時，聽到安平王被提起，素真不由得側耳傾聽。 

魯擎道：「姊夫和安平王果真是兄弟，安平王也很喜歡召集文人墨客在王府裏宴

飲說話。」 

陳士允原本拿著筷子要去夾菜，聽到這話就把筷子放下，「安平王府之內，經常

舉行這樣的宴會嗎？」 

「是的，我有幾個同窗也曾被邀請去，都說安平王極其好客，有孟嘗君之謂。」 

魯擎的話讓陳士允笑了，「孟嘗君？果真三弟還是這樣好客。那三弟除了宴會之

外，還做些什麼？」 

魯擎並沒察覺到陳士允話中的深意，眉頭皺了皺就道：「聽說安平王還要編書，

還要在王府內建造一座藏書樓，要收集京城所能收集到的書籍，供天下人來看，

文人們都很稱讚呢！」 

素真小心地瞧著丈夫，見陳士允的眉已經皺得有些緊了，她急忙道：「沒想到安

平王還是這樣愛看書的人。」 

「是，之前也沒想過安平王會如此禮賢下士。」魯擎老老實實地回答。 

素真已經想到別的，不由得在心中歎氣，這樣看來，安平王和皇帝，他們彼此之

間還是各自對對方不信任，所以安平王求名，為的就是若有一天皇帝發難，那麼

安平王就能依靠這些名聲逃過一劫。 

可是，這樣會不會更觸怒皇帝？素真不知道，陳士允已經和魯擎說起別的事情，

她只能收起思緒，盡心地招待自己的妹妹。 

山莊少有客來，酒席直到薄暮時分才散。 

魯擎喝得有些醉了，被內侍丫鬟扶下去休息，素婉擔心他，也跟著去照顧。 

滿園桂花香，陳士允卻臉色陰沉地又喝了一杯酒，素真見狀伸手想拿走他的杯子。 

陳士允看著妻子，把酒杯放下，「三弟竟然想出這樣的法子，他是最不愛讀書的

一個人了。」 

「安平王之前的做法，其實陛下遲早不會放過他的。」只是要等一個合適的時機。 

陳士允點頭同意，看向素真那已經隆起的肚子，抱歉地說：「其實，嫁進皇家，

除了榮華富貴之外，還有……」 

「這會兒你和我說什麼生分的話！」素真嗔怪地說，握住他的手，「你我是夫妻，



有福同享，有難同當，就算刀山火海，你也要帶上我，不能一個人去，知不知道？」 

陳士允點頭，素真靠上他的肩，「你瞧，這菊花開得真好，院子真美，我們能得

到這一刻平靜已屬不易，你還去想別的許多事做什麼？」 

況且，就算想了，也無法更改既定的命運。 

陳士允握住她的手，輕吻她的額頭，「是，是我太蠢了，竟然在這庸人自擾。」 

「是啊，我們只要安靜地等著我們的孩子出世就好。」 

素真的話讓陳士允笑了，等著孩子出生，不管他是男是女，都會有一對天下最疼

愛他的父母。 

素婉夫妻在第二天也就下山回京城，此後素真夫妻的日子和平常一樣，偶爾和京

城中有聯繫，但並不算太多。 

 

 

轉眼秋葉飄落，又到了冬日，素真的肚子也越來越大。 

這天蘇嬤嬤突然聽到有人來稟，宮中遣來了太醫、穩婆和奶娘。 

按理說，素真要生產，穩婆和奶娘都是由王府準備的，蘇嬤嬤早早就讓人去京城

請最好的穩婆來，至於招募奶娘這種事，能進王府當奶娘，多少人都求之不得呢。 

蘇嬤嬤已經挑選出五個奶娘來做備選，只等素真點頭，就選出其中三個來，這會

兒聽到宮中遣來人，她的眉頭就緊緊皺起，這要發生在別人身上，定是無上的榮

光，可是蘇嬤嬤怎麼會不明白皇帝的那點小心思，於是只先命人進來。 

送人來的也是宮中內侍，看見蘇嬤嬤就上前行禮，「給蘇姊姊請安，蘇姊姊在這

安享清閒，這身子越來越發福了，哪像我們，成天在京城裏待著，都瘦了。」 

這些內侍們的意思蘇嬤嬤哪有不懂的，她啐他一口，「少來這套，換你在這清閒，

你必定不肯。」 

內侍笑盈盈地回道：「是，是，蘇姊姊您老是明白人，明白我們心中在想什麼。」 

說著內侍就對蘇嬤嬤道：「這是太醫院極擅長婦科的張太醫，這兩個穩婆，也是

接生過的，還有這幾個奶娘，蘇姊姊您瞧瞧，哪個順眼，就留下哪個，別的我都

要帶回去。這些人蘇姊姊我不瞞您，都是宮中為吳美人肚子裏挑選的。皇后娘娘

說，吳王妃的產期在明年一月，和吳美人相近，就命奴才先把這些人送上來，讓

蘇姊姊您挑選。」 

這點事，蘇嬤嬤相信石皇后是會做的，於是對內侍道：「這是娘娘的大恩典，來

人，先把張太醫請下去歇息，至於剩下的這些，我還要去請王妃示下。」 

內侍自然笑嘻嘻地答應了。 

蘇嬤嬤命若姣在這陪著他們，自己就往素真房裏去。 

若姣在蘇嬤嬤身邊也快一年了，早不是原先那個山野村姑，蘇嬤嬤一走，她就請

眾人坐下，端茶上點心忙個不停。 

內侍一邊喝茶吃點心，一邊和她說話，倒也不著急。 

蘇嬤嬤走進素真上房時，就見一個丫鬟正在和素真說話，她就曉得這必定是丫鬟

先來稟告素真，也不繞圈子，直接對素真道：「王妃，這送來的人，您瞧是直接



說不滿意全送回去呢，還是您也瞧瞧，留下一兩個？」 

「這也是皇后娘娘的好意，我相信娘娘不會在這件事上動什麼手腳。」 

素真這一句話說得如此直白大方，倒讓蘇嬤嬤愣了一下，道：「王妃，您這話說

的雖對，可是……」 

「妳把人帶來，我瞧瞧，留下幾個，然後妳那邊不也是挑了人嗎？也一起帶來。」

素真怎麼不曉得蘇嬤嬤心中在想什麼，開口安撫她。 

蘇嬤嬤雖應是，但沒有立即下去，只對素真語重心長說：「王妃，這女人生產，

可是如同走一趟鬼門關啊！」 

這要動個什麼手腳，是輕而易舉的事，特別素真又是頭胎，她的娘又死於難產，

蘇嬤嬤是真的擔心石皇后動什麼手腳。 

素真當然也明白她的擔心，安撫地拍拍蘇嬤嬤的手道：「我知道，蘇嬤嬤，妳放

心，不會有事的，還有王爺在呢。」 

既然如此，蘇嬤嬤也只有出去讓人進來了。 

春燕聽到素真的話，忍不住問道：「王妃，您真的一點也不擔心嗎？」 

「妳這傻孩子，我擔心什麼？我如果真的擔心，真的樣樣提防，就不會留下你們

了。」素真意有所指。 

春燕嚇得立即跪下，「王妃，奴婢、奴婢並沒有……」 

「我又沒說妳什麼，妳怎麼就嚇得跪下了？起來吧。」素真叫起春燕，才緩緩地

道：「再說這世上，哪有一輩子防賊的道理。」 

再說，拒絕得了這次，必定還會有下一次，倒不如大大方方地把人留下，到時不

讓他們沾手就是了。況且有蘇嬤嬤挑的穩婆，還有陳士允在，她是真的一點也不

擔心。 

只是，素真想起京城中的石皇后，覺得娘娘越來越不大方了，一進皇宮，是不是

真的能讓人變得面目全非？ 

這時蘇嬤嬤已經帶著穩婆和奶娘們走進來，畢竟都是宮中精選出來的人，穩婆和

奶娘們一個個禮儀嫻熟，對答恭敬。 

素真一一問過，留下了兩個穩婆、兩個奶娘，剩下的人她命人都打賞過了，再交

由內侍帶回宮去。 

因為天色已經晚了，內侍並沒有立即回宮，而是在山莊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

帶人離開，就算這樣，回到皇宮，太陽已經在天上老高，內侍把帶回來的穩婆和

奶娘交給掌管這些人，自己就往石皇后那邊去覆命。 

後宮的妃嬪們都已經散去，石皇后坐在殿內，一貫的端莊賢淑，內侍走進殿內，

向她行禮過後就說了前往山莊的事。 

石皇后仔細聽著，對內侍道：「吳王妃真的什麼都沒說？」 

「是，王妃只說，多謝娘娘的恩典。」 

石皇后聽到內侍這樣說，頓了頓才道：「那，要你說的事？」 

內侍答得更恭敬些，「娘娘，這事還不能直接說。」 

「是我糊塗了。」石皇后長歎一聲，過了許久才道：「其實我覺得，陛下不用如



此忌憚吳王妃，畢竟只是一個女子。」 

這樣的話內侍不敢接，只能規規矩矩地跪在下面。 

石皇后揮了揮手道：「下去吧，以後到吳王山莊的事，就全部交給你了。」 

內侍應是，恭敬退下。 

石皇后還是坐在那裏一動也沒動，從她坐著的地方透過窗戶望去，看到的是那層

層疊疊的屋簷，石皇后彷彿看到大殿上的異獸，看到大殿之上，那高高在上的那

把龍椅。 

那把龍椅，到底引發了多少的明爭暗鬥，石皇后並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她所知

道的是，自己為了丈夫能夠長久地坐在那把龍椅上，答應丈夫，要讓送去的穩婆

設法在素真生產時，讓她難產並且…… 

石皇后突然有些緊張地抓住自己胸前的衣服，不！不用皇帝來暗示自己，自己就

已經想要這樣做了。鳳臨天下，貴不可言，這指著的，是成為皇后，這個天下，

除了未來的太子妃和自己，不能再有第三個女子有這樣的預言了。 

石皇后長長地吐出一口氣，所以她才會和內侍這樣說，只有這樣才能讓丈夫相信

自己是一門心思地為他好，從不會有別的念頭。 

她突然閉上眼，有淚水從眼中湧出。 

初嫁入東宮時候的自己，不是這個樣子的，可是現在變成這樣，石皇后並不後悔，

一點也不後悔。既能坐在這把椅子上，那就要坐穩、坐好，而不是像太后一樣，

只能苦苦地熬著，熬到先帝駕崩才能得到出頭的日子，她，絕不能成為太后那樣

的人。 

石皇后睜開眼，眼中的淚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她輕聲道：「算著日子，吳美人

也快要生產了，妳們陪我去看看吳美人吧。」 

宮女應是，快步走出去命人準備。 

石皇后站起身，看著這張椅子，在自己活著的時候，絕不允許有人覬覦這把椅子，

不管是誰！ 

第五十章 春燕險沒命 

陳士允回到山莊時，也知道了石皇后命人送來了太醫、穩婆和奶娘的事，他先是

愣了一下，就對素真道：「這幾個穩婆，只能好好對待，但是……」 

「怎麼你和蘇嬤嬤都是一樣想法？」素真雖然肚子大了，不能站起身來服侍丈夫

更衣，但還是對丈夫含笑說。 

陳士允止住春英替自己更衣的手，走到素真身邊坐下，「妳不曉得，我是害怕。」 

「我知道。」素真握住他的手，「這一回你倒要和我說說，見了些什麼人？還有，

別人是怎麼說你的？」 

陳士允這一回是靜極思動，見素真還要兩、三個月才生產，於是約了私塾裏的先

生，想去瞧瞧私塾裏那幾個出色的學生家中都是什麼樣子，有什麼難處，需不需

要幫忙。原本以為兩天就可以回來了，誰知足足走了三天。 

這會兒聽素真這樣問，陳士允就搖頭，「難怪我們是膏粱紈褲，那些山路，只能

走上去，別說坐轎，就算騎個驢都不行！」 



騎驢？素真想著丈夫騎驢一定十分滑稽，於是噗嗤一聲笑出來。 

陳士允當然明白妻子這笑從何而來，伸手緊緊地握她的手一下，索性也不放開，

只對她感慨地道：「那樣的地方，竟然還有幾個聰明的學生，我不知道是鍾靈毓

秀呢？還是因為別的？」 

素真笑盈盈地看著丈夫，「怎麼你也突生感慨了？」 

「不是突生感慨，只是想著如今已能稱盛世，可還是有那麼些……」陳士允的話

並沒說完，就閉嘴不說。 

如果寫個奏摺，說出這天下間總有這樣那樣的不是，那引來的必定是皇帝的猜忌。 

素真怎麼會不明白自己丈夫的心思，故意笑道：「你去看了那麼些地方，都不願

意給我去看一看，實在不好。」 

妻子真是解語花，陳士允聞言笑了，「等妳生下孩子，我們帶著孩子一起去。嗯，

這去的地方太遠也不成，但去周圍轉轉也好。」 

素真點頭同意，突然感覺到孩子又踢了她一下，摸著肚子對陳士允笑道：「瞧，

這孩子越來越有勁了。」 

陳士允湊到她的肚子前面，對肚內的孩子喊道：「你不要著急，還有幾個月就出

來了。」 

素真不由得大笑出聲，「他又聽不到。」 

「會聽到的。」陳士允專心致志地盯著她的肚子看，彷彿這樣能看到孩子在肚子

裏的模樣。 

素真伸手摸摸陳士允的頭髮，內心滿是歡喜，自己的孩子，自己的丈夫，都在眼

前。 

 

宮中又派人送來了好幾次賞賜，都是那個內侍送來的。 

因為山莊離京城有點遠，這內侍也都在山莊歇一晚再走，這天內侍又來了。 

若姣奉了蘇嬤嬤的命令去外面取東西，取回來對蘇嬤嬤皺著眉頭道：「嬤嬤，那

個內侍怎麼鬼鬼祟祟的，不像個好人？」 

「胡說！妳怎麼知道人家不是好人了？他是皇后娘娘身邊的近侍，哪是妳能隨便

褒貶的。」蘇嬤嬤心中明鏡似的，但口頭上還是故意呵斥。 

若姣在蘇嬤嬤身邊久了，曉得她是個刀子嘴豆腐心，也不害怕，只對蘇嬤嬤道：

「我方才出去拿東西，見那內侍和一個人在那說話，見我過來就走了。妳說，好

好地說話哪會看到我過來就走了。」 

「妳還說、妳還說。」蘇嬤嬤伸手去揪她的耳朵。 

若姣用手捂住自己耳朵求饒，「是，是，我不敢說了。」 

蘇嬤嬤拍拍她，「若姣啊，還記得我對妳說過的話嗎？」 

「記得。」若姣用力地點頭，「妳說過，什麼事都要確定了才能說出來。」 

「所以啊，妳沒有聽到別人說什麼，怎能就這樣說出口呢？」蘇嬤嬤的話中大有

深意。 

若姣啊了一聲，就抱住她的胳膊撒嬌，「是是是，是我錯了，嬤嬤，下次我不會



再這樣魯莽了。」 

「還有下次嗎？」蘇嬤嬤挑眉看向她。 

若姣的臉微紅，「沒有下次了，一定沒有。」 

蘇嬤嬤微笑，但笑中有著隱藏不住的擔憂，到底宮中是為了什麼要對王妃這樣做

呢？難道說真的是因為那個流言？可是真要相信那個流言，就該連王爺也…… 

蘇嬤嬤的心口似乎被什麼東西撞了一下，鈍鈍地疼起來，不不不，自己親手養大

的孩子，可不能涉入這樣的險境之中。 

看來，只有自己盯緊一些，讓王妃平安地生下孩子。 

 

 

年一過，素真的孕期也快滿了，太醫每天三次來給素真診脈，穩婆和奶娘也是隨

時待命，除了宮中送來的兩個穩婆之外，蘇嬤嬤又從京城挑來了兩個穩婆。 

她們原本就住在山莊，這會兒蘇嬤嬤又讓人收拾出一間屋子，裏外隔了兩間，裏

間用白紙糊得乾乾淨淨，新床新被窩，火爐燒得暖暖的，外間就讓四個穩婆住在

這裏，這屋子離王妃的屋子只有幾步路，只等王妃一發動，就讓丫鬟們趕緊把王

妃抬進這間屋子，到時王妃在這屋子生產，坐月子，等月子滿了再回到上房。 

原本蘇嬤嬤還想讓王妃提前住過來，但王爺堅決不允許，說看不到王妃他不安

心，蘇嬤嬤也只有從了他，讓王妃還是住在上房，等發動以後再搬過來。 

就在這樣緊張的等待中，總算等到素真發動的日子了。 

那天和平常一樣，素真在窗邊曬太陽，陳士允在一邊看書，陽光透過窗子照進來，

素真抬頭看去，只覺得滿屋子金光燦燦，十分好看，素真剛打算要陳士允和自己

一起看這金光燦燦，突地覺得肚子一陣疼過一陣，初初她還想忍，可越到後來越

不能忍，想到蘇嬤嬤說過的話，她啊地叫了一聲。 

陳士允丟下手中的書，就過來抱住她，「可是發動了？」 

素真想點頭，想安慰丈夫沒事，卻不能做到，她痛得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對陳士

允道：「好像是。」 

這三個字把陳士允嚇得魂飛魄散，他高聲喚人。 

丫鬟穩婆們早就在候命，一聽到呼喚立刻衝進來一看，春英忙命人把素真抬起

來，要往產房裏送。 

陳士允還緊緊地抓住素真的手不肯放，素真不得不分心想和丈夫說話，只是嘴一

張卻覺得肚子疼到不行，哎叫一聲。 

陳士允見她表情有些猙獰，急忙安慰她，「不要擔心！」 

「王爺，您不把王妃的手放開，我們怎麼抬王妃過去產房？」 

還是春英開口對陳士允說了，他才把拉住素真的手放開，看著素真被人抬出去，

他立刻撒腿追了上去，眼中滿是焦灼神色。 

春燕卻對他道：「王爺，您先喝杯茶，等會兒就有消息了。」 

陳士允這會兒哪還有什麼心情喝茶，他曉得女人家生孩子都是很艱難的，然而曉

得是一回事，真正碰見又是另一回事，就見他抓耳撓腮，沒有一刻能安坐下來。 



春燕見狀，曉得只要蘇嬤嬤能安慰他，急忙去尋蘇嬤嬤。 

蘇嬤嬤這會兒也聽到了消息，正和小朱媳婦趕過來，迎面就碰見春燕，她厲聲道：

「妳不在那服侍王爺，過來這裏做什麼？」 

「蘇嬤嬤，王爺沒有一刻能安靜下來，只怕王妃這孩子還沒生下來，王爺就暈過

去了。」 

春燕的話讓小朱媳婦聽了想笑又不敢笑，忙對蘇嬤嬤道：「婆婆您先去瞧瞧王爺，

這邊有我呢。」 

蘇嬤嬤現在對自己這個兒媳很放心，聽了她的話便往上房去。 

春燕杵在原地看著蘇嬤嬤的背影，不由得感慨道：「王爺對王妃的感情，真是太

讓人羨慕了。」 

「妳這丫頭，小小年紀倒想得這麼多。」小朱媳婦笑說，「我們趕緊去瞧瞧王妃，

這女人一發動，總還有一會兒才生呢。」 

「小朱嫂子，生孩子真的很疼嗎？」春燕好奇地問。 

小朱媳婦伸手捏一下她的耳朵，「妳這年輕小姑娘，知道這麼多做什麼？」 

春燕吐一下舌頭，兩人已經來到產房外面，連太醫都已經被請過來等待了。 

小朱媳婦側耳傾聽，對春燕道：「這會兒還早，妳先回去吧。等有了消息，我立

刻打發人來跟妳說。」 

春燕點頭。 

有個穩婆掀起簾子道：「雖說時間還早，可廚房裏的熱水燒好沒有？剪子白布都

預備好了沒有？」 

小朱媳婦認出這是宮中來的穩婆，姓王，忙對王穩婆笑道：「自然都預備好了，

還有什麼需要都和我說。」 

春燕趁著王穩婆和小朱媳婦說話的時候，轉身往上房走去，剛走出幾步就有人攔

住她。 

「春燕姊姊，妳不在屋裏服侍王妃生產，出來做什麼？」 

春燕抬頭看去，見是和自己一起被送到王府來的一個內侍，於是搖頭道：「我又

不是穩婆，在那做什麼？」 

「這要有人傳話什麼的，還要姊姊幫忙呢！」那內侍面上笑盈盈的。 

但春燕卻從他話中聽出一絲寒意來，她眉頭緊皺著道：「你這是什麼意思？山莊

這麼多的人，不缺我一個。」 

見春燕轉身要走，那內侍並沒有攔住她，卻在她背後陰惻惻地道：「姊姊忘了我

們為什麼會被送到這裏來了？」 

春燕停下腳步，四處張望一下才對內侍道：「你找死啊！說這樣的話做什麼？你

難道不曉得我們這會兒是王府的下人，王爺要碾死我們，就跟碾死一個螞蟻差不

多，你還真以為，我們真那樣做就能享榮華富貴了？少做點孽吧！」 

內侍的面色變了，「看來姊姊在王妃身邊這麼些日子，已經被王妃收服了，是，

我們是命苦，只能做下人，也沒有命去享榮華富貴，可我們還有家人，不瞞姊姊

說，我還有個弟弟在宮中呢。」 



「我可是孤身一人。」春燕更加緊張地往四周張望著，這山莊裏面可全是陳士允

的人，雖說皇帝送來了三十二個人，可是這些人往各處分了分，並不算多，頂多

只能傳幾句陳士允和素真的日常起居回去，別的，什麼也不能做。 

「礙陛下眼的人，當然要除掉。」內侍看著春燕冷冷地道：「姊姊，妳既然不肯，

我又洩了這麼大的祕密給姊姊，那只有對不起姊姊了。」 

說著他面色變得猙獰，向她逼近。 

難道說他想殺人？春燕神色頓變，轉身就要跑。 

內侍上前一步，很快地用手箍住春燕的脖子，春燕頓時覺得喘不過氣來。 

這時聽見有人的腳步聲接近，還有人的笑聲傳來，「春英姊姊，妳在哪裏，我來

了。」 

內侍神色一變，稍微鬆開了手，春燕趁機一口咬在內侍的胳膊上，再用力推開他

就往另一邊飛奔而去。 

那名內侍還想要追上去，就見若姣提著個籃子走過來，瞧見他，若姣啊了一聲就

上前問：「你可瞧見春英姊姊了？蘇嬤嬤吩咐我要把這些東西送去呢。」 

內侍見來的是若姣，就想把若姣也除掉，可是聽到若姣的話，內侍變了神色。 

若姣已經自言自語地道：「你定然沒看到春英姊姊，我往別處去問問。」 

說著她就自己走了，才走出幾步，她突然飛奔起來，「春英姊姊，救命啊！」 

內侍還在想若姣怎麼會這樣說，就見幾個婆子過來——  

「若姣，妳不要命了，這樣大呼小叫的幹什麼？」 

若姣停下腳步，指著那名內侍，「這個內侍方才要殺春燕姊姊，好可怕喔！」 

眾婆子看向內侍，內侍有些緊張，急忙辯道：「我怎麼會殺春燕姊姊？定是若姣

看錯了。」 

「我才沒有看錯，你用手勒著她的脖子，她差點呼吸不了。」若姣躲在婆子身後，

探出一個腦袋來對著內侍說。 

內侍聞言刷白了臉，他敢鬆開春燕，是曉得春燕定不會對陳士允說實話，畢竟說

出實話，春燕也會沒命，但是若姣說出口的，就讓他不知如何辯白。 

「妳……妳一定是看錯了！」內侍只能重複這句話。 

若姣從婆子身後走出來，「那你敢找春燕姊姊來對質嗎？」 

對質？內侍笑了，「好，對質就對質。」 

內侍的笑容反而讓若姣有些不知所措。 

婆子們彼此看了一眼，對若姣道：「既然如此，就去王爺面前對質吧！」 

內侍鬆了口氣，如果找到春燕，真對起質來，春燕未必敢說出真話，那麼自己的

命就算保住了。 

若姣看著那內侍沒有方才那樣驚慌，甚至一點都不害怕，眉頭皺得緊緊的，到底

是為什麼？這裏頭似乎發生了什麼自己不明白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