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楔子 鳳命預言 

她無法呼吸…… 

身子冰凍不已…… 

一呼吸，冰冷的湖水便竄進了口鼻，本在拚命揮舞的手和腳早已不聽使喚，身子

不斷的往下沉再往下沉…… 

叫不出聲，也喊不出來，她就要沒氣了，就要死了，當她認知到這一點，她便再

也不掙扎了，放任自個兒隨波逐流…… 

飄啊飄的，耳邊還彷彿聽見了那岸頭上，雙雙人影的低笑細語。 

「都說她這人福祿深厚乃大富大貴之人，豈料她的下場卻是個死字。」 

「她這一生也算是達成她大富大貴之命的任務了，也不枉此生。」 

「好好的走吧，若真是個有福的，就算死了再投胎，定也是大富大貴的命，且不

要怪我心狠手辣，早死早超生，總比在那棟屋子裡老死的強，妳說是吧？」 

「主子，風大了，走吧。」 

說話的人似乎離開了，耳邊再也聽不見人聲，她沉到湖底，靜靜地躺在那裡，緩

緩睜開了眼——  

冬日的湖水很冰很冰，在她真正失去知覺之前，目光穿透那本是一層冰面卻慢慢

消融殆盡的冰冷湖水，彷彿看見了這世上最璀燦明亮的日光，那樣美好而令人憧

憬，讓人情不自禁的微笑著。 

她知道自己要死了。 

在這場不斷循環的夢裡，她不知死過幾回，卻總是要到快沉到湖底的那一刻，她

才能再次驚覺這只不過又是一場夢罷了。 

她總在一次又一次的惡夢中醒來，冷汗淋漓，心痛如絞…… 

惡夢中，是纏繞不休的前世記憶，身為皇后，卻被奸人陷害打入冷宮，進了冷宮

才半年，又被那妖妃給找人弄了出去，直接把她丟進那結了冰的湖裡…… 

無止盡的冰冷。 

無止盡的恐懼。 

被湖水灌進口鼻的感覺是那麼那麼的嚇人，連在夢中她都覺得要窒息而死，就這

樣死了千次百次…… 

她忘不了，也不敢忘。 

再次重生到十八歲，回到她與前世夫君相遇前兩個月，這時，他只是遠在天邊的

四皇子，而她，還只是個小小縣令的千金…… 

一切，還來得及。 

「福祿深厚，大富大貴，天生鳳命。」 

因為這十二個字的預言，因為這奇貴無比的命格，前世，她從小小縣令之女一躍

成了四皇子平王的王妃，後來的太子妃，再來是皇后，一個死於非命的皇后，看

似大富大貴的人生，終究是幻夢一場，結局無比淒涼。 

這一世，在這個預言還沒從國師口中被傳出來前，她定要想盡辦法，不擇手段替

自己謀求另一份姻緣——  



一個願意娶她為妻，身分又足以和四皇子分庭抗禮的夫君。 

一個在前世，最有機會成為太子，坐上皇帝之位的男人。 

只有他，有足夠的能力保護她，改變她此生的命運…… 

也改變他的。 

第一章 投其所好 

三月的洛州，依然花團錦簇，美不勝收。 

洛州，是除了副都蒲京之外最靠近京城的地方，算是東西南北來往商旅們進京必

經之地，早富盛名。 

九個月前皇城的一場宮變，太子之位至今虛懸，當時從西方調兵回來救駕的四皇

子平王樂正勳，和坐鎮洛州調動各方兵馬不慌不亂行事有度的七皇子襄王樂正

宸，自然成了未來太子最熱門的人選。 

溫潤如玉，清貴爾雅的襄王樂正宸，今年二十二歲，敏貴妃之子，其舅乃中書令

秦士廉。二十歲出宮建府，年少時便有才子之名，吟詩賞花，細談風月，行事低

調，不談政事，不爭功績，隨遇而安，要不是九個月前出任洛州刺史不久便巧遇

這場意外的宮變，朝中內外不會有人發現他遇事從容淡定、運籌帷幄、行軍調度

佈局的本事。 

霸氣狂傲，高大俊朗的平王樂正勳，舒貴妃之子，祖父乃尚書僕射，今年二十四

歲，只比襄王大兩歲，卻早在多年前便被派往西部擔任西部都護府都督，此次回

京救駕有功，被召回京，掌兵部，任侍郎一職，看得出來皇帝有調教拉拔之意。 

皇帝前陣子下令，令僕同居宰相之職，中書令乃右丞，尚書僕射乃左丞，這一左

一右一文一武的角逐，和未來太子之位的人選可以說是息息相關，檯面上沒人敢

說，檯面下卻是各方揣測，連賭盤都上了桌。 

不過，這些究竟關他朱仲一個小小陵城縣令何事呢？ 

那個平王天高皇帝遠，他連他長啥樣都沒見過，可襄王是洛州刺史，他這個小縣

令就算沒有天天見，十天半月也要見著一次，對他而言，襄王這位七皇子就是天

一樣的存在，半分都得罪不得的那種存在。 

月光下，前來縣太爺府上的主簿王剛很殷勤的替他家縣太爺倒了一杯茶，園子裡

淡淡的花香配這上等茶香，可謂相得益彰。 

「大人有所不知，平王回京任兵部侍郎一職雖不算大事，但平王年已二十四卻至

今尚未選妃，卻是近期朝中的大事。」 

東旭王朝的皇子和公主們，雖不像其他王朝那樣早早娶妻嫁人，但二十四歲尚未

娶妻的皇子，還真是少之又少。 

「那又如何？」朱仲端起茶喝了一口。 

「大人糊塗了，大人府上不是尚有一位待嫁千金尚未婚配嗎？十八芳華，年紀正

好，不大不小，何況命格奇貴……」 

朱仲聞言，輕咳了起來，似乎想藉由咳聲來掩去方才王剛的那句話，「王剛，這

句話以後別再說了。不過就是些江湖術士隨便說說討人歡心賺點錢的話，你怎麼

當真了？我看你才糊塗了呢。」 



王剛跟在朱仲身邊至少有十年了，或多或少聽過關於朱縣令之女朱延舞的大小

事，這丫頭兒時也常在他面前兜兜轉轉，甚是清新可人，他無兒無女，也是把這

丫頭放在心尖上的。 

「大人，前太子逼宮叛變，二皇子又被驅逐東北，三皇子早夭，如今最可能登上

太子之位的就是四皇子平王了，雖說七皇子襄王的聲望也不小，但皇上喜歡立嫡

立長，在平分秋色之下，平王定是勝出。」 

朱仲又喝了一口茶，喝完，讓王剛又替他斟上一杯，才道：「我家延舞是個野的，

咱們家又是個小門小戶，進皇族之門做什麼？王妃之位豈是她能坐得？再說，其

實我們家丫頭打小便已有婚約……」 

「那婚約……能作數嗎？」如果朱仲不提，連他這個最親近朱家的人都快要忘了

這檔事了。 

朱仲嘆了一口氣，「至少得等到丫頭二十歲，若還是沒有對方的消息再另行議婚

吧。」 

說起朱延舞打小定下的那婚約，是之前朱仲的父親還在世時和他的好朋友元氏一

起定下的，約好兩方的長孫女和長孫長大後互結連理，婚確實是定下了，可就在

丫頭五歲那一年，元家不知得罪了何方權貴，一夜之間竟整家被滅了口，偏元氏

長孫的屍首始終沒有找到，朱家派人尋找多年依然杳無音訊，至今不知是死是活。 

「現在有大好機會等著，也未免可惜。」 

「有什麼好可惜的？與其進皇家當人家妾，還不如找個門當戶對的，懂得愛她疼

她的男人，那才是一生榮華。」 

他從來都未曾想高攀這些皇子，說到底，皇家的水太深，豈是他們這些小小官員

可以摸得了的？何況延舞愛玩，嬌俏又高傲，當妾那種伏低做小的事她哪做得

了？更別提那些個鬥來鬥去的心機城府，直率的她又怎能應付得來？ 

「大小姐有大人寵著，因此好動活潑些，但畢竟打小大人也是請人教著的，也算

是個名門閨秀，再說……」王剛把聲音壓得更低，「就算進平王府當個妾，來日

新皇登基，不管是側妃或妾室，不過就是等級不同罷了，都是皇上的妃子，這和

一般的妾又豈能相提並論，大人說是吧？」 

朱仲皺了皺眉，瞪了王剛一眼，「此話以後可切莫再說，當今皇上龍體安康，胡

亂說話，小心你項上人頭不保。」 

王剛摸摸脖子呵呵兩聲，「這些小的當然知道，只是怕大人一時沒想明白，所以

偷偷多嘴了一句。」 

朱仲不耐地揮了揮手，「王剛，我家這丫頭之前落水昏迷，差點就醒不過來了，

如今我只希望她一直可以這麼快樂平安，其他的我都不在乎。」 

女兒的命好不容易才在鬼門關前要了回來，他這個當爹的豈能不好好愛惜？ 

「是。小的明白。只是覺得可惜。」 

「明白就好，天威不可測，很多事看似吃虧了，或許最後是替自己揀回了一條命

也未可知，你就把這心思收起來吧，有這份心思琢磨這個連邊都摸不著的東西，

還不如想想該怎麼修堤治水，你能想出個法兒獻給襄王，未來大好前程定等著你



呢。」 

王剛苦笑著，「大人說笑了，我也知道襄王近來正苦惱著該如何向皇上獻策呢，

可南方水患經年累月花了多少人力物力都沒能有個正經法子，我這腦袋就算想破

洞了，也定是想不出個名堂來。」 

朱仲笑笑，動手親自煮茶，最近陪在襄王身邊的時間裡，最常幹的活就是替他煮

茶，很多話多說多錯，不如不說，很多事多做多錯，不如不做，但至少替襄王煮

茶是錯不了的，讓人看了既不礙眼，也不會立在一旁老不說話而顯得太無能太突

兀。 

「那就喝茶賞月吧。」 

「是。幸好近月來雨少，南方那幾處州府縣衙在之前就把堤給建好了，應該不會

像去年釀成大災才是。」 

朱仲臉上雖是笑，眼中卻難掩一絲擔憂，「天威難測，天意也難測，只有盡人世

聽天命了。」 

雖說洛州諸縣不曾受水患所苦，但防治水患乃近年朝中大事的重中之重，朝中內

外都希望找到一個一勞永逸之方，讓嶸河沿岸的百姓可以免受其苦。 

可人算總不如天算，就像那日延舞搭船遊湖，明明是新造好的船，也都重重驗收

過了，根本安全無虞，誰料那日下水竟遇到一陣古怪的大風，船搖晃得厲害，延

舞一個沒抓穩便被不斷劇烈晃動的船給甩進湖中，花了一番氣力救起來卻是昏迷

不醒…… 

他本以為，他將要失去這世上唯一的女兒了。 

上天總算是憐他這一回，沒把他的愛女收了去，在眾大夫都對她的昏迷不醒束手

無策時，延舞自己卻突然醒了過來…… 

這就是天意吧？ 

他本不信鬼神，可經此一回，他朱仲畏天也敬天。 

王剛見他沉思不語良久，便道：「大人還在想那日湖中古怪的大風嗎？」 

朱仲未語，把新泡的茶給彼此斟上一盞。 

「大人，有件事小的一直未提……」 

這麼說就是很想提卻未能提了，憋著恐怕要讓他短壽好幾年。 

朱仲好笑的看了他一眼，「說吧。」 

「大人可還記得前陣子皇上下旨，請來自異域的法師趙全，前來皇城擔任我東旭

王朝國師一事？」 

端茶的手一頓，朱仲點點頭，「是有這麼回事。」 

「湖中起怪風那日，這位法師剛好經過陵城，當時他的人恰巧就立在湖畔。」 

「什麼？」朱仲一愣，抬眸看向王剛，「他人當時已經到了我們陵城？沒人通報

上來啊。」 

「法師特立獨行，行事低調神祕，身邊只帶了一個徒弟，一路走來都沒通報過任

何地方官員。」 

「那你怎麼認出他來？」 



「當時真國寺的全真道長不是也剛好來洛州辦事嗎？那日他和小的信步走到湖

畔想等大人遊湖歸來喝杯茶打聲招呼之後再走，沒想到才剛走近湖邊，便一眼將

這趙全給認了出來，小的便想過去主動打聲招呼，走近了正要跟他行禮，湖面卻

突來一陣古怪大風，這大風吹得大家都低頭環胸的，小的卻見那趙全法師直挺挺

的站在那裡，皺著眉望著天又望著湖面……當時，小的親耳聽見法師說了一句

話……」 

「什麼？」 

王剛雙手一拱，頭一低，把聲音壓低道：「大人您得先答應不怪小的有怪力亂神

之語，小的方才敢答。」 

這話憋了這些天，一來是因為之前小姐落水一直昏迷不醒，不是說此話的時機；

二來則是因為他深知朱仲從不信這些神鬼預言之說，因此才慎之再慎之，不敢隨

意宣之於口，免得遭來一頓斥責與白眼，那就真是沒事找事了。 

「說吧。說什麼我都不怪你。」事關那場古怪的大風，便事關他家的延舞，他這

個當爹的豈能不聽？ 

「是，那小的要說了。」 

嘖，真是婆媽！ 

朱仲斜瞪了他一眼，「你乾脆別說了！」 

「大人別氣，小的正要說。」王剛說之前還又灌了自己一杯茶，方道：「那日法

師說……天有異象，鳳命已出，東宮恐變。」 

天有異象這大家都知道，可鳳命已出？東宮……恐變？ 

朱仲聞言大驚失色，手上的杯子匡噹一聲落在地上。 

 

 

陵城，屬洛州內的小縣，卻是洛州的中心，精華中的精華，有來自無迷山最得天

獨厚的溫泉水可以養出肌膚白晰透亮的姑娘，連那最尊貴美麗又脆弱不堪的芙蓉

花，也是滿山滿地的長，隨便抬眼一望便可見無迷山一片花海美景，終年溫泉不

斷，煙霧繚繞。 

但無迷山卻是個百分之百會讓人迷路的山，不熟悉地形者一入山谷口便如在迷霧

中行走，還沒上得了山頭就要摔個粉身碎骨，便有人說此處美景是千年妖精吸人

的氣血而育，又有人說此乃仙人居住的仙境，凡人止步，免遭禍殃。 

樂正宸不知這些傳言從何而來，他只知因為這些可怕的傳言，讓無迷山成了一個

無人敢輕易擅入的隱密禁地，打從他去年來到洛州赴任刺史一職開始，這便成了

他最愛待的地兒，白芙蓉環繞著山後的溫泉池子，躺在溫泉池中上有藍天可見，

下有百花可賞，溫泉坐擁，通體舒暢，確是仙境無誤。 

他來此，從來不讓人跟著，獨自一人逍遙自在，方能真正享受那份絕對的清靜與

自我，這一年來，也的確未有人驚擾過他。 

今日卻不然——  

遠處傳來越來越近的腳步聲，讓他挑了挑眉頭，接著是有人說話的聲音，由此可



見上山來的不止一人，這不禁讓他的眉頭皺了起來，來人的對話也傳進他耳

裡——  

「主子，妳剛剛跟奴才提到的治水之道，要不要找個空跟老爺提一提？」 

被稱主子的人，一身書生裝扮，斯文秀逸，眉目清雅，腳步閒散的往溫泉池子旁

的涼亭行去，手裡卻拿顆蘋果在啃。 

「老爺子官微言輕，我那法子說出去只會害老爺子被羞辱一番而已，何況，民不

與水爭道，這策略的代價要大量移民，放棄部分農舍田宅，官員們短視近利，定

不可行，說了也是白說。」說著，那人又啃了一口蘋果，輕脆的響聲光聽起來就

可口非常。 

「那中策呢？」 

「開闢分洪管道，沿途多立閘門，一是減弱水勢，二可灌溉航運，三可改良土壤，

提高農作物產量。這套方案只需拿出一年的修堤費用就夠，可維持數百年，但解

決不了根本問題，這嶸河的泥沙最終會導致再次改道。」 

那斯文書生說著，人已步入亭中，撩袍在亭子中坐下來，輕嘆了一口氣，「不過

那也是數百年後的事了，至少可保我們東旭王朝幾世太平免於水患之苦。」 

「那便好，算是上策了。總比那些人東堵一塊西堵一塊來得好上千百倍，還年年

勞民傷財的。」 

「也不能怪那些官員們短視近利，洪水一來百姓受災，治水立馬要見成效，哪能

顧得上宏遠大計？真要治水，要在平日，在上位者需能納良言，還得有遠見和決

心，否則就算有才者有心進獻上百計上千計，也是無用。」 

「主子說得是。」書僮裝扮的那人把籃子提放到石桌上，掀開帕子，將一盤盤糕

點從籃子裡取出，「主子餓了吧？吃點東西，有妳最愛的百合芙蓉糕呢。」 

「爬上山來還真餓了。」這俊俏的主子一笑，伸手便拈了一塊色澤透亮的芙蓉糕

入口，「都怪這路遠，沒能把茶具都弄上來，不然這些好吃又美麗的糕點若能佐

壺熱茶，定是天上滋味了。」 

書僮裝扮的人一聽，忙獻寶似的從籃中拿出一壺茶來，「熱茶沒有，小的帶了一

壺溫涼的花茶上了山，主子喝點？」 

「好啊，妳這貼心的丫……小子，我還真沒白疼妳。」說著，這俊俏書生若有似

無的往溫泉池子瞄了一眼——  

這一瞄，竟見一上半身精壯赤裸的高大男子，不知何時站在那溫泉池子的中央，

雙手交叉在胸前，目光瞬也不瞬地看著她。 

「啊！」朱延舞下意識地輕叫出聲，手裡拿著的蘋果一個不經意便滾落到地上。 

隨著這聲輕叫，在她身邊的書僮也看見了這名赤裸著上半身的高大男子，也是跟

著一叫，小小身形一閃，自動自發地擋在她家主子面前，「你……你是誰？為什

麼會出現在這裡？還沒穿衣服！究竟想幹什麼？」 

見狀，樂正宸微勾著唇，有點啼笑皆非的看著這對主僕，「這裡是溫泉池，來這

裡自然是為了泡溫泉，難不成在下還得穿著衣服泡溫泉嗎？」 

他雖沒穿上衣，但下半身還是有塊布遮著的，這兩個跟他一樣是男兒身的男人，



有必要這樣大驚小怪嗎？ 

說著，高大的身影已往池邊走來，古銅色的精實身軀沾著水氣，在日頭下閃閃發

光，益發地奪目，朱延舞當真是被眼前這一幕眩花了眼。 

非禮勿視。 

這句話對男人應該也是有用的，何況對方可是如今鼎鼎大名的洛州刺史襄王。 

他不識得她，是因為他沒見過她。 

但她識得他，不是在今生，而是在前世。 

想著，朱延舞別開了眼，「藍月，不得無禮。這位公子先到這裡，按道理說是我

們驚擾了人家。」 

「是，主子。」藍月乖乖應著，看了對方一眼便重新轉過身來服侍她家主子。 

朱延舞可以感受到那道目光始終不曾離開，她伸手又再拈了一塊芙蓉糕，想也沒

想地便直接塞進嘴裡，吃得太快，她被噎著咳了幾下，藍月趕忙把花茶給捧上，

她咕嚕咕嚕喝了下去，好不容易才順了氣。 

「妳還好嗎？主子？」藍月擔心的直拍她的背。 

「放心，死不了。」朱延舞對她眨眨眼。 

藍月會意，看了一眼正從溫泉池畔朝亭子這邊走來的那男人，微微點點頭。 

「要不小的再去前方的山泉處取些水來？這花茶有點甜，怕膩了主子的喉。」 

朱延舞又咳了幾聲，「嗯，妳去吧，小心點，別摔著了。」 

「好，小的去去就來，主子別亂跑。」 

「知道了。」被自家奴婢交代別亂跑，嘖，真是有夠丟臉的。最後這句根本不在

她們排練好的台詞裡好嗎？ 

此刻，樂正宸已穿好衣服，步至涼亭，撩起衣袍不請自坐，目光輕輕地掃了一眼

滿桌子的糕點和置於一旁散發著濃濃花香味的花茶。 

「糕點好，花茶也好，卻讓兄台給糟蹋了。」 

朱延舞摀著嘴兒又故意輕咳幾聲，只露出一雙眼兒彎彎帶笑，「這位公子爺也真

是奇了，這滿桌子糕點你又沒嚐過，茶你也沒沾口，又豈能信口說它好？」 

「觀其形便知其手之巧，能有此巧手者，定有一身好手藝。至於這茶，香味奇特，

單飲不出挑，可搭配著這些糕點，卻可以融合其中，增其口感，豈能不好？」 

嘖，真沒想到呵，這堂堂襄王還擁有一個嗅覺極靈的狗鼻子。 

朱延舞又笑了，「一聽就知道公子極懂美食，想親口嚐嚐嗎？」 

「恭敬不如從命。」他也著實餓了。 

她把糕點往他面前輕輕推了過去，「公子請。」 

樂正宸不客氣的拈起一塊又一塊，越吃越是津津有味，不管是百合芙蓉糕，還是

蓮子桂花糕，玫瑰凍蜜，亦或是冰糖蓮藕，每一道甜食糕點都令人驚豔不已，可

謂是味美之絕更甚其色。 

「還入得了公子的口嗎？」 

「兄台客氣了，這糕點味道之絕美，連皇城內的廚子都比不上其萬一。」 

見他滿眼驚豔，朱延舞故意一嘆，「就差了那麼一味呢，否則這入口即化，齒頰



留香的滋味就真是只有天上有了。」 

樂正宸聞言一頓，笑了，「是用這無迷山的山泉水現煮烹茗吧？」 

「是啊，茶具茶壺及爐子那些實在太過笨重，對在下那瘦弱的奴僕還當真是個苦

差，而且就算拿上山來也不知擱哪好，就這樣一日拖上一日，每回上山來都覺可

惜了這好山好水好糕點。」 

「不如交給在下來辦？」 

朱延舞一喜，「當真？」 

樂正宸灑然一笑，「自然是真。三日後就在這兒，同一時間，不見不散，你負責

糕點，我負責烹茗，如何？」 

「好，成交。」她朝他伸出手，動了動手指頭，笑得一臉燦爛，「拉勾勾，君子

一諾，駟馬難追。」 

樂正宸看著對方有點孩子氣的舉動，再對上那一臉迷人燦笑，本是溫雅的性子也

不忍拂逆，微笑的伸手勾住了她的小指，瞬間，那觸指的柔滑觸感讓他微微一怔，

本能地朝眼前之人望去，這麼近的距離，竟見這書生益發嬌俏好看，膚若凝脂…… 

美女他是見得多了，可如斯美男……卻是前所未見。 

雖說東旭王朝不少男子貌美如花，但說到底，他不好美色，對長得好看的女人也

不是太上心，更遑論男人了，恐怕連瞧都不願瞧一眼。 

眼前這位之所以會入他的眼，一來，是因為他突如其來闖進了他一向專有獨享的

無迷山，被逼得不得不入他的眼；二來，是因為這位方才的治水言論很得他的心，

正是他近日來苦思未果的大事，讓他忍不住想要傾聽；三來，便是這一桌子的美

味糕點，光是瞧著就讓他食指大動，挑剔如他卻是對這些糕點一見鍾情。 

「怎麼了？」朱延舞被他看得有點臉紅，卻淡定如常。 

樂正宸聞言一笑，收回了手，「方才聽聞兄台提到了治水之道，在下甚感興趣，

願聞其詳。」 

她朝他眨眨眼，「嘎？這不會是公子答應上山來煮茶烹茗的代價吧？」 

樂正宸的黑眸一閃，溫溫一笑，「自然不是。兄台可是不願意跟在下分享？」 

朱延舞輕輕搖搖頭，「那些話只不過是我和下人之間隨口的閒聊，登不上大雅之

堂，說出來只會讓您見笑罷了。」 

「是嗎？方才在下約略聽聞卻覺甚是有理，很希望有機會可以和兄台聊一聊。」 

朱延舞狀似猶豫了下便點點頭，「既然公子有興趣聊聊這個，下回再見，敝人也

絕不藏私，定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那便一言為定。」樂正宸拱手作揖，「在下還有事，就先行一步了，三日後在

此等待兄台。」 

「好。不見不散。」朱延舞沒有起身恭送他離開，只是淡笑著望著他遠去。 

藍月說去取水只是藉口，目的是讓襄王和她家小姐有獨處閒聊的機會，樂正宸一

走，她人便回來了。 

「下山了？」 

「是，小姐，奴婢親眼見王爺下山去了，這才折回來。」 



朱延舞讚許的點點頭，「妳今日做得很好。」 

藍月溫柔一笑，「是小姐指點的好，舉凡王爺所愛、心之所冀之事，鉅細靡遺，

全都打點好了，才能順利打動王爺的心。」 

朱延舞苦笑，「他的心哪是這麼容易打動的？別看他溫文爾雅，有禮謙恭，卻是

深謀遠慮、心思深沉之人，沒聽我爹說嗎？洛州其他幾個縣令這數月來想盡辦法

往刺史府邸獻美人獻女兒的，這襄王卻是半分不為所動，連瞧都沒瞧上人家半

眼，讓那些美人中的美人都落了臉面，好幾天沒臉走出門。」 

藍月點點頭，「小姐說得極是。小姐明知如此，又何必花心思在這襄王身上？襄

王雖說溫文爾雅俊美非常，還是個才子，但奴婢聽老爺和王主簿閒聊時說過，四

皇子平王因這回在太子逼宮叛亂中救駕有功，深得聖心，是未來太子最有可能上

位的人選，小姐若真心要替自己謀個好未來，不是應該選平王才對嗎？」 

平王？那個縱容自己愛妃把她這個正妻給害死的昏君！ 

前世她因他的昏庸無能而死，這一世她若再嫁他那才是瘋了！要不是為了徹底閃

開這個男人，她現在又何須對一個男人如此用盡心機大費周章？ 

朱延舞笑了笑，「本姑娘就是對這襄王一見鍾情，再見傾心，所以，我得想盡辦

法讓他對我上心，點頭答應娶我為妻才行。」 

為了讓她今日所做的一切合理化，她不得不用這個藉口來堵藍月的嘴。 

「小姐……妳究竟是何時對襄王一見鍾情的啊？還對襄王的喜好瞭若指掌……」

藍月一臉莫名。 

打從半個多月前小姐不小心失足落水差點醒不過來，最終好不容易起死回生撿回

一條命之後，小姐就突然為自己的婚姻大事謀劃起來，像是變了一個人似的，不

只積極有主見，行事計劃縝密而有條理，還不時跟她聊起政事時事，哪像個十八

歲的姑娘？ 

她瞧著自家小姐倒越來越像那些王公貴族裡養著的閒人雅士了，凡事都可以比手

劃腳為這些朝中官員出謀劃策一番，而且說得頭頭是道，連她這個小丫頭聽著聽

著都能跟著聊上幾句了。 

朱延舞眸光閃了閃，隨口道：「上回有次去衙門找爹時剛好看見了。」 

藍月聞言頭一歪，努力的回想卻一無所獲，「是嗎？上次是什麼時候？奴婢怎麼

沒看見？」 

朱延舞輕輕咳了一聲，「妳當時剛好去拿東西，所以才沒看見吧。」 

「哦。」藍月不疑有他的點點頭，「那小姐又是怎麼知道這襄王今天會上無迷山？

又愛吃甜食糕點？對治水之道又甚感興趣？」 

她們今天會在無迷山遇見襄王可不是湊巧，糕點據說是事先請府裡最會做點心的

老嬤嬤使出畢生絕活，一點一點慢慢試、慢慢做才弄出來的，差點沒累死這位老

嬤嬤了。那獨一無二的花茶，也不知是小姐打哪弄來的祕方才泡出來的，而閒聊

時的治水之道，也是小姐事先教她說的問的，從頭到尾排練過無數次，為的就是

一見到襄王便可以吸引他的注意力。 

朱延舞看了一眼藍月，真心覺得這丫頭今兒話真多，若再任她這麼尋思問下去，



她這個主兒都不知要再編出多少謊言來敷衍這丫頭。 

「沒聽過有志者事竟成嗎？只要有心，什麼東西問不到？」 

也是。她家小姐門路多著呢。 

藍月想著便點點頭，「可小姐，襄王可是當今七皇子，老爺曾說此次皇城太子叛

亂，調兵遣將運籌帷幄者，除了已逝的墨大將軍外，便是襄王了，老爺說此人心

思深沉難測，叫王主簿不要輕易揣度襄王而輕舉妄動……」 

聞言，朱延舞一愕，「老爺子竟這麼說過嗎？妳何時聽老爺子對王主簿說這些話

的？」 

「就前些時候，小姐尚未落水昏迷之前，奴婢途經花園無意中聽見老爺說的……」 

朱延舞嗯了一聲，沒想到平日看起來漫不經心的爹，看人看事情倒是難得透澈明

白。 

見自家主兒似乎沒怪罪之意，藍月便繼續道：「奴婢想說的是，妳剛也說襄王不

好女色，所以妳把心思放在襄王身上，這事恐怕不容易……」 

「自然是不容易，所以才要如此費心琢磨啊。」說著，話鋒一轉，朱延舞也跟著

站起身，「月兒，妳去前頭路口那幫我守著吧，我想泡一下溫泉。」 

「是，小姐。」藍月是個乖巧的，這會倒也不多問了，轉身走到通往溫泉池子的

路口找顆大石頭便撩袍而坐，乖乖守著。 

小姐打從落水死裡逃生一回醒來之後，便一直勤上無迷山泡溫泉，皮膚和身體似

乎都好上許多，她也替小姐高興，幸好這無迷山除非熟門熟路一般人根本上不

來，再加上一大堆傳說，沒點膽子的也不會尋上來，倒是個很適合安靜養身的好

地兒。 

話說回來，打她陪小姐上來無迷山的日子，襄王應該是她們第一個遇見的人吧？

以後她要守這地兒還真得認真點了，若讓襄王不小心撞見她家主子一絲不掛

的…… 

那主子的貞節就當真不保了…… 

這可不行！ 

她家小姐就算嫁不了王爺皇子，當不了那高高在上的王妃，可要找個門當戶對高

門大戶的公子爺卻是可以的，說什麼，她也不能讓小姐一心為了這個心思難測的

襄王而犯了傻…… 

第二章 識破女兒身 

山上的細枝被大雨打彎了腰，滿山的芙蓉花也都被打落到地上，紛飛的花瓣隨風

亂舞，盡是散葉殘枝。 

這場雨，來得又急又快，閃電雷聲交加，瞬間便讓無迷山有如陷入一整片迷濛霧

中，明明是大白天，卻伸手都看不清五指。 

朱延舞和藍月中午前便上了山，僥倖躲過了這場午後突來的大雨，沒因此被困在

半山腰，但風大雨急，就算她們在涼亭中避雨，身上也早就一身濕。 

「小姐，奴婢看這雨似乎沒打算停了，等會雨小些我們就趕緊回去吧，不然若困

在山上下不了山，那就慘了。」 



朱延舞雙手托著臉，一雙漂亮的眉緊緊蹙著，這老天是存心跟她作對嗎？這幾日

天氣晴朗陽光普照，卻故意選在今日午時下了這場超大的雨，倒像是刻意要破壞

她好事似的。 

「說好了不見不散的，我不能下山。」若她此刻下山，之前所做的努力都成了白

費，那她也太冤了。 

藍月瞪大了眼，「小姐，這樣的天氣，襄王是不可能上山來的！都錯過了約定好

的時間了不是嗎？」 

「他可能被大雨困住了，暫時上不了山罷了。」就算僅有一絲絲希望，她也得緊

緊抱住。 

無迷山，天氣好時就可以讓常人迷路，何況是在這有如迷霧的大雨中行走？一個

不小心踩空，就是萬丈深淵。 

藍月沒她家小姐的思想堅定，「襄王也可能是見了這場大雨根本沒出門，或是出

了門在山下就遇見大雨所以決定不上山了，不是嗎？」 

「嗯，妳說的都有可能。」 

「所以，小姐還是打算等到他來嗎？妳也許等到天黑他都不會出現—— 」 

朱延舞沒好氣的瞪了藍月一眼，「妳左一句右一句小姐，若不小心被他給聽見了，

我就把妳送給王爺當丫鬟賠罪！」 

藍月一聽，急得忙跺起她的小腳，「小……主子！妳不可以！奴婢說好一輩子陪

著主子的！」 

「本姑娘可沒答應。」朱延舞說著，忍不住用雙手抱住雙臂，鼻子一癢，哈啾一

聲便打了個噴涕。 

藍月見狀又急著趕緊跑到她家主子身邊，「主子冷嗎？讓奴婢抱著妳？」 

朱延舞好笑的看著她，「妳這麼嬌小，難不成還能替我遮風擋雨？」 

「遮風擋雨不成，但奴婢可以替主子取暖……」話未落，藍月自個兒便哈啾一聲

打了個大噴嚏。 

「妳看吧妳。」朱延舞把她拉到一旁坐下來，「別折騰著這些沒用的，把我們帶

上山的糕點拿出來吃吧，我快餓死了。」 

咦？「主子剛剛不是不讓吃嗎？」 

「剛剛是剛剛，現在是現在，咱們主僕倆活命要緊，要等人也得有命等啊，本姑

娘現在又餓又累頭又昏的，得補充點糧食。」 

「好，奴婢馬上辦。」藍月一喜，忙把籃子裡的東西一一拿出來擺在桌上。「主

子快吃吧，想先吃什麼？」 

看著眼前琳琅滿目各式各樣好吃的甜點，藍月的一雙眼睛閃閃發亮。 

「瞧妳給樂的。很餓？」 

「有點……」 

「吃吧。」朱延舞挑了一塊藍月平日愛吃的桂花凍夾進她嘴裡。 

「好……好吃。」 

「就妳最饞！」 



「小姐也吃一塊吧……」 

 

 

雨停了，天也快黑了。 

等的人連個影子都沒看見，這樣就算了，藍月扶著朱延舞急著想趁天黑前下山，

未料天雨路滑，朱延舞腳一滑摔了一跤，竟拐傷了腳，疼得她滿臉淚花，坐在地

上動彈不得。 

這應該就叫出師未捷身先死吧？ 

想要的夫婿沒謀到，恐怕要先把自己害死在這無迷山裡。 

現在可好，卡在山路中央，回溫泉亭子裡去太遠，下山也還有一段路，她的腳疼

得要命，根本使不上力，若一腳一腳跳下山，恐怕還得多摔一跤…… 

「這可怎麼辦啊？小姐……奴婢去山下找人上來抬小姐下山吧？」藍月急得眼淚

都掉出來，用袖襬一直往臉上抹。「可不行啊，奴婢這一走，小姐一個人在這裡，

天又要黑了，壞人就算了，這經年山裡也遇不到半個人，但誰知道有沒有會吃人

的熊或是山貓豹子什麼的……都怪奴婢長得太嬌小，揹不了小姐下山……」 

藍月說著嗚嗚的竟越哭越大聲，看得朱延舞真是有點啼笑皆非。 

該哭的人是她好嗎？她的腳都快疼死了，估計是腫了，若不能趕緊冰敷，明兒恐

怕就要腫得像豬頭了。 

「別哭了，妳再哭，吃人的熊就真來了。」 

「小姐！妳別嚇我！」 

「我說真的，這山裡常年沒人來，要找個人吃還真難，妳哭這麼大聲不就是故意

要引熊過來嗎？」朱延舞說得煞有介事，「等等牠來了，記得先讓牠吃妳，牠吃

飽了就不會想吃我了。」 

嘎？「知道了……奴婢若遇見熊，會記得跟牠說，讓牠先吃了奴婢的……」 

藍月伸手抹去淚，不敢再哭了。 

朱延舞噗一聲笑出來，銀鈴般的笑聲在這靜寂的山間傳了好遠好遠。 

「小姐腳不疼了嗎？」竟笑得如此歡快。 

「誰說不疼？疼死了！」 

「那……」 

「噓。我好像聽到什麼聲音……」朱延舞陡地打斷她，側耳傾聽，「妳沒聽見嗎？

好像有腳步聲……」 

藍月聞言一點聲音都不敢出，緊張擋在她家主子身前看著四周，就怕有什麼鬼怪

撲過來。 

朱延舞其實只是開玩笑，見丫頭緊張兮兮，明明害怕得不得了卻還是擋在她身前

的模樣，她頓時就笑不出來了。 

「月兒，妳蹲下來。」 

「有事嗎？小姐？」藍月乖乖蹲下來，卻還是耳聽四方眼觀八方。 

「沒事，只想抱抱妳。」朱延舞說著已然張臂由後抱住她家丫鬟。 



「小姐，妳這是怎麼了？」 

「沒事，我只是想告訴妳，有妳真好……等等真的有熊來，還是讓牠先吃了我吧。」

她很真心地說。 

「小姐……不，主子……」藍月的眼睛突然瞪著前方，語無論次起來，「那個……

主子……來了……真來了……」 

朱延舞一愣。不會吧？熊來了？這山裡當真有熊？ 

她僵住了身子，偷偷地將臉一側，從藍月的身後望向前方——  

一抹高大俊美的白色身影，像尊佛仙一樣的杵在前方，正對著她露出溫文爾雅、

超凡脫俗，像謫仙般的笑。 

竟然是……襄王？ 

他真的來了？並沒有因為這場大雨就失約…… 

不只如此，天都快黑了他竟還往山上走，必定是來找她的。 

是因為擔心她？還是因為他心繫著她的治水良方？ 

不管是因為什麼，此時此刻看見他，她真的有說不出的開心與感動，冰冷的身子

因他的出現而微暖著。 

「你來了。」朱延舞對他真誠的微笑著。 

此刻的她，依然一身男子裝扮，清麗脫俗，對他露出的燦爛笑容，讓她清麗中添

抹上淡淡的嬌豔。 

是他之前眼瞎？還是他對女人男人太無感？竟未察覺眼前的她是個姑娘家？ 

要不是方才他走來時，遠遠便聽見了她家丫頭一再喊她小姐，他還真要被這姑娘

耍得團團轉了。 

「是，我來了。」樂正宸看著她，淡淡地道：「對不住，剛剛一上山便被大雨困

住了，所以來晚了。」 

「沒關係，來了就好。」對他真的謹守諾言，她已經感動到不知該說什麼好，能

在此時此刻看見他，簡直就像遇見了個活菩薩。 

樂正宸看著她，想問她話，卻突然意識到她此刻竟坐在地上，不由皺起了眉，「妳

怎麼了？受傷了？」 

本來還沒事，被他這溫柔的一問，朱延舞頓時覺得一陣委屈，鼻頭一酸，眼眶一

紅，一滴淚就這麼不期然地滾落，驚得她忙伸手抹去，別開了臉。 

真是糗了！在他面前楚楚可憐的哭，這種蹩腳的戲碼可不在她原本勾引這個男人

的戲本裡。 

主子掉了眼淚，藍月看了心疼不已，也忍不住想哭，「小……我家主子她摔了一

跤，拐了腳……這位公子，你可否幫幫忙，跟我一起扶主子下山？」 

樂正宸看了她們兩個一眼，本來還有點生氣這兩個小姑娘騙了他，但此刻她們可

憐兮兮又主僕情深的模樣卻讓他有些心軟，說起來，姑娘家女扮男裝出門在東旭

王朝也算常見，畢竟行走方便些，認不出她們是雄是雌，錯在他眼拙。 

想著，他二話不說的走上前，突然旋身背對她蹲了下來，大方的讓出他寬大的背，

「上來吧，我揹妳下山。」 



嘎？朱延舞和藍月都驚愕的看著樂正宸。 

他可是堂堂七皇子，現在聞名天下的襄王呵，身分是何等尊貴？竟要揹一個對他

來說來路不明的「男人」下山？有沒有這麼親民和善啊？先別說這山路並不算太

好走，這尊貴的背上揹了個人，還得走上一段路，一般人都要哭爹喊娘的了，他

竟然說要揹她？ 

「還愣著幹什麼？快上來！」樂正宸說著，又不放心的回頭去瞧這姑娘，她正一

臉呆呆的看著他，讓他好看的眉頭又是一凝，「妳該不會兩隻腳都受傷了吧？連

我的背都爬不上來嗎？算了，我抱妳……」 

話落，樂正宸已經轉過身來要將坐在地上的她給抱起——  

「不是！」朱延舞回過神來抓住他的手，本來凍得有些蒼白的臉，此刻帶點微紅，

「咱們素昧平生，實不敢這樣勞煩公子，還請公子下山後幫在下尋幾個人上來抬

我下山即可，我很重的，公子一個人可能揹不動在下……」 

樂正宸好笑的看了她一眼，「妳是擔心我把妳不小心摔下來嗎？本公子可是習武

之人，走這幾步路還不至於把妳給摔了。再說了，妳不怕我一下山就忘了妳，把

妳們丟在黑漆漆的山中？」 

意思是聰明點的，現在就該巴巴的抱緊他這根大海中唯一的浮木才對…… 

朱延舞幽幽地看著他，「這麼大的雨公子都願意赴約了，我想公子絕不是那種會

把在下丟在山裡不管不顧之人。」 

「妳說得有理。」他笑著點點頭，「不過，人心難測，這上山下山的著實累人，

偶爾會改變主意也是人之常情，妳想賭嗎？」 

「我……」被他這一問，朱延舞定定的看著他那雙溫潤好看的眼，還真不知是否

該賭上一賭了。 

襄王，果真不是個好相與的角色。 

明明說話的嗓音這麼溫柔好聽，明明看著她的眼神是那般溫柔迷人，可他話裡行

間卻帶著一絲涼薄與逼人的冷意。 

這樣一個男人，她真能算計得了他嗎？ 

面對他這雙深不見底的黑眸，朱延舞有片刻的遲疑，但也只是那一瞬間罷了。 

是因為腳太疼所以才讓她有片刻退縮吧？她可是死了又再次重生的人，有什麼好

怕的？上天既給了她重生為人的機會，只要她願意，只要她夠努力，鐵定可以改

變自己的未來，生死無懼，還有何可懼？ 

藍月見她家小姐遲遲不語，就怕主子一時糊塗真的拒了襄王，不由急道：「主子！

妳還是讓公子揹下山吧！妳身子都濕透了又受了傷，禁不起再折騰了！」 

雖說她家小姐平日野慣了喜歡到處跑，但畢竟是個千金之軀啊，何況前陣子才落

水昏迷，身子都還沒好全呢，再一身濕的在這山中度上一宿，餐風露宿的，那豈

不又得要去小姐半條命？ 

「我覺得妳家丫頭說得對，妳覺得呢？」樂正宸始終瞬也不瞬地望著她。 

他說……丫頭？ 

朱延舞一愣，隨即釋然。 



本就沒打算要瞞他多久，男扮女裝只不過是讓兩人在一開始比較容易親近罷了，

如今這麼快便被識破，雖在意料之外，卻也沒必要驚慌失措。 

「公子既已知我是女兒身，就不怕因此沾染麻煩？」她眼眸沉定，卻慧黠如星。 

「在下敢賭姑娘不是胡亂攀扯之流，山中只有我們三人，若都守口如瓶，在下豈

有麻煩可沾？」 

意思就是，如果有毀她名節一事傳出去，那也絕對是她和她家丫頭的傑作，目的

就是要胡亂攀扯他。 

朱延舞扯了扯唇，「既然如此，那就麻煩公子了。」 

樂正宸溫柔一笑，再次轉過身蹲下來，藍月忙上前把她家小姐扶上他的背，他的

背上一沉，還有軟軟溫溫的觸感。 

他揹著她起身緩步走下山，丫頭藍月在後頭跟著，很快天就黑了，可眼前這位就

算前方一片黑，似乎也可以輕易辨識出正確的路，連她們這對常常上山熟門熟路

的主僕都感到不可思議。 

夜裡的山林益發冷涼，但枕靠在他寬大的背上，朱延舞的確覺得身子溫暖了些，

一開始還因為這樣被他揹著，胸口磨蹭著他的背而有些尷尬，所以不敢將身體完

全貼靠上去，但時間一長她便有些疲倦，不知何時竟在他寬大溫暖的背上沉沉睡

去…… 

 

 

清晨的皇城，籠罩在一股薄霧中，過不了多久，日陽的金光初現，皇城便如撒了

金粉般燦亮亮的逼人眼。 

右丞中書令秦士廉才剛下朝，便讓妹妹敏貴妃身邊的掌事宮女暗自請了去樂華

宮，才行至宮門前便又有人速速通報，待他踏入宮中，掌事宮女把眾人都屏退，

敏貴妃開門見山的將昨兒到真國寺禮佛遇全真道長徒弟白筑一事給說了。 

秦士廉震驚非常，「此事當真？」 

「自然是真。」敏貴妃深信不移，「全真道長可是得道高僧，宮裡歷代妃嬪只要

到真國寺都要求見求他指點一二。」 

「可這話並不是道長親口對妳說的……」 

「此話事關重大，他自然不敢親口對我說，換作任何人他也都不會說。可他身邊

的大弟子白筑曾受本宮恩惠，這才趁我上真國寺燒香祈福時偷偷對本宮透露一

二，白筑說他偶然聽聞有一福祿深厚、大富大貴、天生鳳命的女子，今年十八，

就在洛州陵城，誰要娶了這女子，就會是未來的皇帝……這些話，若不是聽全真

道長說過，還能在誰的口中聽聞？」 

說是這麼說，但，秦士廉還是深覺不妥，「此事未經求證，豈能輕信？」 

「是不該輕信，但本宮想了一夜，姑且信之又何妨？宸兒已經二十二歲了，早到

了成親的年紀，左右不過是娶個妻子，若真能成事是大好，若不能，也沒有損失，

不是嗎？」敏貴妃說著一頓，「最重要的是，無論如何不能讓平王捷足先登，若

舒貴妃那兒也得到一樣的消息，那就來不及了，畢竟平王長宸兒兩歲，皇上本就



打算這次召他回京議親，所以，我們得快……哥哥可懂本宮之意？」 

秦士廉輕點了下頭，「臣明白，既然娘娘已深思熟慮過了，臣自當把事辦成。慕

槐剛被陛下親封洛州司馬，近日即將赴任，臣會要他即刻起程，儘快把消息親傳

給襄王，娘娘不必煩憂，再者，臣會派人暗中找人調查有此命格之十八歲未婚姑

娘，這人既在洛州陵城，剛好就在宸兒及慕槐的眼皮子底下，要找人應該不難。」 

敏貴妃笑了笑，終是安了心，「那就交給哥哥了。」 

「娘娘放心。臣還有事，先行一步。」秦士廉有禮的一揖，轉身離開了。 

右丞大人一走，掌事宮女如蘭便悄聲進來，倒了一杯熱茶給敏貴妃，很自然的站

在身後替她捏捏肩搥搥背。 

「娘娘不必太煩憂，既然我們早一步得知此消息，必然能夠取得先機。」 

敏貴妃點點頭，「只盼這位天生鳳命之女，不會是個讓宸兒瞧都不願瞧上一眼的

姑娘才好。」 

「王爺是個懂事的，相信不管這姑娘長得什麼模樣，王爺都會將人娶進府的。」 

「就怕太難為宸兒。」 

關於這鳳命天女的長相，實不是她能搭上話的，如蘭只好轉移了話題，關心地問：

「娘娘昨日才從真國寺燒香祈福回來，又憂思了一夜，奴婢去叫御膳房燉點補氣

的雞湯給娘娘喝上幾口可好？」 

聞言，敏貴妃望著如蘭一笑，「就妳細心，本宮真沒白疼妳。記住，近日讓人多

注意點新來的國師與舒貴妃那頭，有半點風吹草動都要來稟本宮……」 

 

 

朱延舞醒過來時，冷汗淋漓，已是隔日的午後。 

屋裡的窗戶微微開了個縫，陽光灑落，春風綠影透了進來，對比她在夢裡無止盡

的下沉與冰冷，這裡就好比神仙住的天宮了。 

她坐了起來，覺得喉嚨乾啞，口乾舌躁，才想張口喚人，卻發現自己有點發不出

聲音，努力想要發出聲，那嗓音卻比鴨叫還難聽。 

「小姐妳終於醒了！」藍月一進屋看見她家主子坐起身來，高興得都要哭了，忙

奔上前替她倒水湊近她嘴邊，「小姐的喉嚨很痛吧？快喝幾口水！大夫說小姐淋

了雨受了寒，腳又腫了起來，這幾日要好好躺在床上休養才行。」 

朱延舞聽話的把水一口氣全給喝了，又跟藍月要了一杯，喝完才要問她話，藍月

便自顧自說了起來——  

「奴婢知道小姐要問昨晚的事，是襄王親自送小姐回咱的府。」 

朱延舞一聽，瞪大了眼，想開口，又聽藍月說——  

「奴婢知道，小姐還要問，為何奴婢要告訴襄王妳住在這裡？這樣他不就知道小

姐是縣令的女兒嗎？是啊，可奴婢沒辦法，小姐昨晚昏迷不醒又發高熱，下了山，

奴婢本想叫輛馬車自己送小姐回家，可襄王不讓啊，非要跟著來，說我們兩個姑

娘家大半夜的在外頭多危險，他得親自看妳平安到家才行，奴婢也打不過他，只

好讓他跟來了…… 



「不過小姐放心，襄王沒下車，府裡的所有人都不知道馬車裡還有人，外頭黑嘛

嘛地，馬車裡更黑，管家叫婆子上車揹小姐，奴婢站裡頭幫忙扶著小姐，婆子壓

根兒沒注意到裡頭還藏著人……」藍月說著小心翼翼地看了她家主子一眼，「現

在該怎麼好？小姐？還真如妳所料，計劃永遠趕不上變化……」 

主子現在生病了，也沒辦法繼續往外跑施行她的謀夫大計，又，襄王這麼快就發

現她家小姐是個姑娘，還是陵城縣令的女兒，應該是徹底打亂了主子本來要「徐

徐圖之」的大計了吧？主子是不是該就此打消念頭了？ 

朱延舞輕輕閉上了眼，輕嘆了一口氣，用著極乾啞疼痛的嗓子道：「沒關係，終

歸是要知道的，只是比我預想的早了一些時日而已，也未必不是好事。」 

該佈署的，早在這之前便完成了，現在只等著魚兒上勾而已…… 

其實，她刻意上無迷山假裝無意遇見他，或是刻意讓人做些他愛吃的糕點，目的

也只不過是為了想先會一會他，先對這個男人探個底，如果可以的話，就順便讓

他對她增加一點好印象。 

雖說她在前世算得上是樂正宸的嫂子，也跟這人或多或少見過幾次面，但她卻半

點不瞭解此人，在她眼中的他，就跟他給所有外人的印象是一樣的，不外乎溫文

爾雅，知書達理，是個才子，其他一無所知。 

只記得，他在她與平王婚後沒多久便與輔國大將軍魏塹的獨生女魏知嵐—— 那

個當時皇子們都爭相求娶的香餑餑定了親。 

當時，京城內外都在盛傳，皇帝屬意襄王為太子，才會將掌管兵權的輔國大將軍

的女兒賜婚給襄王…… 

是的，他的確是皇帝曾經屬意的太子人選，如果沒有發生那個意外的話…… 

這也是她這一世為何找上他的原因。 

平王若從國師那裡聽見她天生鳳命，必定會想盡辦法強娶豪奪，前世不就是如

此？明明知道她打小便有婚配，卻設計了她，讓爹不得不把她嫁給他，所以，她

非常明白，就算她再怎麼防範都不可能阻止得了他的決心，除非她先一步嫁人，

而且是嫁一個平王動都不能動的人，否則以平王的性子及他渴望太子之位的貪

慾，就算她嫁了人，他也會想辦法把她搶過來不可。 

襄王，是目前唯一得皇上歡心，可以與平王勢均力敵的皇子。 

所以，她非得讓他娶她不可…… 

只有他，可以改變她的命運。 

只要樂正宸早平王一步得到她天生鳳命的傳言，那麼，一切都有轉機…… 

信，他便會二話不說想法子娶了她，她根本不必多費心思。 

若不信，她只能再想辦法，不管是讓他非信不可，或是想方設法硬要賴上他，只

要能讓他答應娶她，她便會去做，只怕老天爺不給她時間…… 

「小姐，奴婢聽不懂妳在說什麼。」 

藍月對她之前所做的其他安排一無所知，聽不懂她話中深意也是自然。 

朱延舞懶得再解釋，便道：「不懂沒關係，凡事聽我的就好……爹有問起昨兒的

事吧？妳是怎麼答的？」 



「除了襄王的部分，其他都如實稟報。」 

她欣慰的點點頭，「妳做得很好。」 

「是小姐教得好。」藍月扶著她家主子躺下，「老爺真的很擔心小姐，所以這幾

天小姐還是乖乖待在屋裡養著吧，再有下回，老爺鐵定第一個把奴婢轟出去……

小姐餓了吧？奴婢先去膳房替妳拿點熱食過來？」 

「嗯。」 

「吃完東西就要吃藥了，這次大夫開的藥很苦呢，小姐可要嚥下去才好，這樣病

才會快快好起來，不然想做啥都徒勞。」 

「知道了，妳都快比我爹還囉嗦了。」朱延舞好笑的閉上眼，準備再瞇一會。 

只有死過重生的人才會知道，人生有太多不值一提的事，只是開的藥苦些，根本

不算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