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九章 未婚夫在身邊 

巧月給沈煙容拆髮髻更衣洗漱，等沒人了才憋不住的開口，「郡主，咱們真的要

跟林公子走嗎？」 

沈煙容喜歡巧月說咱們，好像她們是自家人，和巧月相處了這麼久，她根本就沒

有把她當下人，而是朋友和妹妹。 

握著巧月的雙手，認真的看著她，「是，我想跟他走，楊文波想利用我在二皇子

趙驛凱面前得好處，我肚子裡的孩子不是趙驛凱的，我必須要走，再待下去，我

們的處境只會更危險。」 

巧月還來不及接受這麼大的訊息量，腦子懵懵的，好像現在才明白過來，為什麼

郡主看到二皇子會是那副模樣。 

沈煙容故意隱去趙驛凱是害了沈家的真凶，巧月的心思單純，知道之後肯定會更

加擔憂，還不如只說孩子的事情。 

果然，就看巧月一副擔憂的模樣，「郡主，奴婢是怕林公子不是好人，我們或許

可以找別的方法離開。」 

沈煙容拍了拍她的手背，「我相信自己的眼睛，也相信自己的直覺，他不是壞人。」

她眼裡的自信讓巧月也安心下來。 

「哎呀，上回楊大人來送信，不是說二皇子就快回來了嗎？郡主怎麼還和林公子

說過些時日，事不宜遲，咱們應該趕緊走，以免夜長夢多。」 

沈煙容眼神堅定的搖了搖頭，「再過些時日，現在還不能走，小辰的病才剛有起

色。」 

趙驛凱要回來了，也就意味著趙秉辰離書中出事的日子越來越近，她特意問過淑

妃，為什麼趙秉辰上次對那藥特別的反感，淑妃也說不出所以然來。 

只說她得了消息，這個遊方大夫有醫治過的經驗，才帶著趙秉辰來碰碰運氣，沒

想到一向乖順的趙秉辰會突然抗拒起來。 

沈煙容不由得就懷疑到了趙驛凱身上，大皇子被貶之後，唯一能和他爭皇位的人

就只剩下趙秉辰了，他一定巴不得趙秉辰死。 

偏偏書中只說趙秉辰是病逝的，並沒有說是不是趙驛凱下的手，或者，根本不需

要趙驛凱親自找人動手，就會有人為了巴結他而向趙秉辰下毒手。 

這段時間，趙秉辰在院子裡和大家混熟了，大夥都很心疼這個乖巧懂事的小皇

子，巧月自然也心疼他，趕緊點頭。 

沈煙容寫了信，把離開的時間再次確認了一下，寫完這句，她伸手摸了摸肚子裡

的寶貝，這才想起來剛剛把什麼事情給忘了。 

她忘了把懷孕的事情告訴林晏修，打探他的意思了！ 

於是她偷偷地在下面寫下這個祕密，又怕被人打開瞧見，隨手撿了條不怎麼用的

帕子，包在外頭，準備明日送去林府，才上床休息。 

沈煙容閉上眼的時候還在想，一定是剛剛被林晏修的臉給迷惑了，不然這麼重要

的事情怎麼又給忘了，下回見面時一定要把這事告訴他。 

又想到他的低啞清冽聲音，輕輕說著「等我消息」就止不住地想笑，睡意也來得



特別快，一夜無夢到天明。 

 

 

同樣在懊惱的還有林清朔，說好要和沈煙容劃清界線，可看著她倔強又可憐的樣

子，還是忍不住多提點了幾句。 

罷了，只要她答應走，等還清這筆帳，他們自然就不會相見了。 

第二日，林清朔起了個大早，他因為身體不適已經靜養了數日，也該回京了。 

剛想著，阿和就急匆匆地跑了進來，「大人，江南前夜又降暴雨，多處河壩決堤，

八百里加急已經送進宮了。」 

「立刻回城，召集戶部上下，堂內議事。」 

嫻熟的上馬出門，王平正好來給林晏修送東西，是昨天沈煙容忘了給他的餅，以

及夾在下面的紙張。 

林清朔無暇去看，就讓阿和收好一併給帶上，然後翻身上馬，飛奔而去。 

馬兒路過別院門口的時候，趙秉辰正好到點，該吃早飯了，聽到馬蹄聲便回頭看

了一眼，一下就看到騎在馬上、飛馳而過的林清朔。 

趙秉辰深居宮中，林清朔也不常進宮走動，這麼看了一眼只覺得有些眼熟，但想

了想實在想不出來也就拋到了腦後。 

趙秉辰原本還在想著要去問問沈煙容他們隔壁住了誰，可一進院子，注意力就被

小玉給吸走了，哪裡還想得起來一個有點眼熟的陌生人。 

 

沈煙容得知林晏修突然走了的時候，正好在陪趙秉辰給小玉梳毛，「哦」的一聲，

點了下頭，就繼續手把手的教趙秉辰。 

反倒是巧月緊張了很久，一直擔心沈煙容會不高興，心想著，這個林公子也真是

的，突然就走，也不留個信給郡主。 

沈煙容笑著說巧月想多了，她雖然不知道林晏修的具體工作是什麼，但她覺得，

兩人以現在的關係，還輪不到她來干涉這些的地步，就算以後真的有可能在一

塊，她也希望兩人不要因為對方而放棄自己想做的事情。 

又過一日，是給小玉送貓草的日子，林家的下人準時送來了東西，沈煙容也如願

的在裡頭找到了一張信函。 

是讓她不要擔心，他過幾天就回來的內容。 

沈煙容小心翼翼地把這張和之前的那張放在了一塊，但有些讓她搞不懂的是，她

送出去的那張字條他看了嗎？如果看過了還會這麼淡定？ 

不過以他的性子，她也想像不出來，他不淡定應該是什麼樣子。 

笑著把信收好，其實信送出去後沈煙容就後悔了，覺得這件事她當面和他說會更

好，還是讓他忙一點沒時間看吧！ 

經過這段時間的細心調理，趙秉辰終於飯量變多了一些，連帶著氣色也好了一

點，雖然還是瘦弱的樣子，看上去卻精神多了。 

這一切淑妃都看在眼裡，因此也非常的感激沈煙容，怕她無聊，還會過來陪她打



打葉子牌消磨時間。 

相處的時間一長，兩人話裡話外也親近了很多，淑妃比沈煙容年長一些，又因為

當了母親，看沈煙容就跟看自己妹妹一樣，總是會語重心長的約束她。 

沈煙容不但不反感，還很喜歡這種被人管著的感覺，她從小就渴望能有人像淑妃

一樣，嚴厲的告訴她什麼不能做，只是，她從來都是一個人。 

 

 

這日午後，也是林清朔離開的第七日，沈煙容和淑妃一塊在試驗她新搗鼓的燕窩

面膜。 

她的養生館為了貼合市場，一定得有女性基礎，不管古今中外，所有的女子都愛

美，她的養生館也就能持續的開下去了。 

去妊娠紋是第一項業務，產後恢復是第二項，美容修身是第三項，簡直分分鐘就

能賺個滿盆啊！ 

正好旁邊無人，淑妃就和沈煙容說起了悄悄話，「這段時日多虧了妳，辰兒開朗

多了，也愛吃東西了，感謝多餘的話我就不多說了。」 

沈煙容笑了笑，臉上敷著的面膜差點掉了，淑妃這個直來直往的性格她很喜歡！ 

「我收了消息，有林大人的幫襯，江南的水患提早解決了，不到半個月，二皇子

就該回朝了，最近陛下的身子也不好，等辰兒穩定些，我也該帶他回宮了。」 

「林大人？哪位林大人？」 

淑妃看著沈煙容，難得打趣了一二句，「還能有哪位林大人？不就是妳那位未婚

夫婿林清朔林大人嗎？林家如日中天，他又是陛下最放心的人，不出半年，必將

入閣為輔臣。」 

沈煙容哦了一聲，又覺得有些不對，難道這會林清朔就和趙驛凱搭上線了？ 

「蘇姨可別瞎說，不知道的還以為我在攀附林大人，他以後可不只是陛下的紅

人，更是二皇子的心腹重臣，誰都知道，他與我的婚約早就做不得數了。」 

淑妃感慨了幾句是她錯過了好姻緣，就沒再說林清朔的事。 

沈煙容有些捨不得淑妃和趙秉辰，但她也知道，宮裡才是適合他們的地方，點了

點頭，故意開懷的說：「你們早些走了，我也好耳邊清靜。」 

淑妃卻沒有跟著笑，反而歎了口氣，「妳是什麼處境沒人比我更清楚，這幾日我

也考慮過，等我和辰兒回宮，我便安排妥當帶妳走，楊文波這邊妳不必擔心，我

都能解決。」 

沈煙容聽得心裡一暖，如果沒有林晏修的話，她肯定會跟淑妃走的，她相信淑妃

是全心全意為她考慮。 

「蘇姨是誠心想幫我我知道，但此事我已經有了主意。」淑妃原名秦蘇，兩人年

紀相差不大，可因為趙秉辰喊她姊姊，淑妃就仗著輩分讓她喊姨，這還是她頭一

回認真的喊。 

「因為那個男子？」 

他們隔壁住了個陌生人，還經常來往，淑妃當然知道，只是還沒有機會見過。 



看著沈煙容笑著點了點頭，淑妃沉著臉，伸手點了點她額頭，「真是沒出息，這

個世界上啊，男人的話最是不可信，我是過來人，清楚得很，早晚有妳哭著求我

的時候。」 

沈煙容撒嬌的抱著她的手臂，「那到時候您千萬得收留我和孩子才行。」 

淑妃這才笑了出來，「那我就姑且看在孩子的分上，收留妳吧。」 

 

 

淑妃回宮的時間定了，就在五日後，也就是趙驛凱回京的前十日。 

經過這大半個月的調理，趙秉辰的飲食習慣已經改過來了一大半，沈煙容把平日

裡趙秉辰愛吃的東西做了個簡單的七日食譜，旁邊備註了步驟和火候。 

這是她和劉一刀簡化出來的營養餐，用料簡單不複雜，只是搭配上比較新穎，就

算是以前從來沒有燒過的御廚，看過菜譜之後也能完美的完成。 

之前有一日，趙秉辰偷偷和沈煙容說過，在他還很小的時候，有一回淑妃不在宮

中，他一個人在院中玩，有個小太監避開周圍的宮女，偷偷地塞了一盒精美的糖

糕討好他。 

正巧因為那幾日他牙疼，一吃甜的牙齒就更疼，便忍住沒吃。 

後來等那小太監走了之後，他就開心的賞給了身邊的宮女。 

宮女為了賣個好，當場就把那盒糖糕給吃了，結果沒多久就七竅流血，倒地死了，

那件事給趙秉辰帶來了很大的陰影。 

後來淑妃徹查後宮，也沒能找到那個所謂的小太監。 

或許是那個畫面太過嚇人，給幼小的趙秉辰留下了不可磨滅的恐懼，接連十日他

不敢吃東西，只能喝湯水度日，越是逼迫他就越是吐得吃不下，這才落下了病根。 

小兒厭食症說難也簡單，小孩白天的運動量大了，吃飯的時候注意力集中，菜色

又是他們喜歡的，自然而然的就會胃口好。 

因為那件事之後，趙秉辰就怯弱了許多，原本活潑好動的性格也變了，覺得自己

是異類，就躲在宮裡讀書不見人，身體機能自然而然也就下降了。 

說來也奇怪，趙秉辰對沈煙容好像有天生的信賴感，再加上他很喜歡小玉，在趙

秉辰的心底，沈煙容是一定不會害他的，所以就算身體很排斥吃東西，也還是願

意去嘗試。 

一開始也是不適應，吞嚥困難，胃也因為餓得多，變得很敏感，好在沈煙容準備

的食物又新奇又好下嚥，吃著吃著也就慢慢習慣了。 

「還有一點我想提醒蘇姨，小辰的病不能這麼快好，他好了，就該有人盯上他了，

或許一直不慍不火的『病著』會更安全。」 

按照這個形勢下去，趙秉辰的病很快就會好，怕只怕人心難測，有人不想讓他好，

再加上書上寫說皇帝重病，也就是近幾年會改朝換代，她能救得了趙秉辰，可他

以後的造化會如何，就不是她能左右的了。 

淑妃到底在宮中生活多年，聽沈煙容這麼一說她就明白了，先有大皇子沈家落

馬，幕中黑手她也能知曉幾分。她安慰地拍了拍沈煙容的手背，「妳放心，這一



回我一定會照看好辰兒，不會再讓他出事。」 

分別在即，沈煙容想著他們母子回了宮，以後可能很難再見面，就越發的珍惜他

們相處的每一天，反而覺得時間過得很快，根本沒時間去想林晏修，直到這日醒

來小玉不在榻前，她的眼睛才笑彎著瞇了起來。 

林晏修回來了。 

 

 

趙秉辰是個懂事的孩子，他雖然很喜歡容姊姊，卻也知道他再過幾日就要回宮

了，所以每天早起就賴在楊家別院裡，直到天黑了才走。 

這會兒，眼睛一睜開，趙秉辰就俐落地穿著衣服，洗漱完了就往外跑，奶娘也跟

在後頭追了出來。 

他最近飯吃得多，有力氣，連跑著都快了起來，不過他剛出門就看到一輛馬車從

門前駛過，一個披著灰色大氅的高大男子下了馬車。 

像是感覺到了他的目光，男子看了過來，原本肅殺清寒的目光在接觸到他的時

候，溫和了幾分，但也沒說什麼就轉身進了院子。 

趙秉辰愣了一下，突然想起來這人是誰了！隨即扭頭又往自家院裡跑去。 

奶娘剛追到門口，還有些摸不清頭腦就看到小皇子已經衝回屋子，滿口的喊著母

妃。 

淑妃晨起在梳妝，趙秉辰就撲進了她的懷裡，「我的辰兒這是怎麼了？」 

趙秉辰趕緊拉了淑妃在她身邊咬耳朵，「母妃，我剛剛瞧見林家舅舅了，就住在

我們隔壁。」 

淑妃咦了一聲，「你是不是睡糊塗了，你舅舅還在江南呢，他和家中的小弟弟要

再過一個月才上京。」說完她才反應過來不太對，他的舅舅不得是姓秦嗎，哪裡

來的林家的舅舅？ 

「是最好看的那個林舅舅。」皇后仙逝的時候，趙秉辰還沒出生，但總有人會提

起，就連淑妃自己也會時不時說那是個很溫柔賢能的皇后，偶爾碰上林清朔，會

和他說這位也是舅舅。 

小小的趙秉辰搞不清楚這個舅舅和自家的舅舅有什麼不同，淑妃這才告訴他，皇

后是國母，若是她還在世，也該是他的母后，這位就是皇后娘娘家的舅舅，所以

他就記得了，這個長得最好看的，就是林家舅舅。 

淑妃這才恍然大悟，然後對著自己的乖兒子眨了眨眼，所以住在隔壁要帶沈煙容

走的人是林清朔？ 

那昨天沈煙容還說，她和林清朔是沒可能的，合著這對未婚夫妻就耍著她好玩

呢！ 

淑妃想了想覺得這件事還是有些不對，乾脆簡單的梳了個髮髻、套了件外衣，就

帶著趙秉辰直奔楊家別院。 

沈煙容也剛起來，全身懶洋洋的伸了個懶腰，正在喝豆漿配油條，見了他們母子

過來，還忍不住打趣了兩句。 



「今兒是打哪兒的風，蘇姨這麼早就起了，是聞著我家剛磨好的豆漿味了嗎？」 

淑妃不客氣的在她對面坐下，小桃就跑去重新打兩份早飯，不過給趙秉辰的是豆

花，裡面加了些自己曬的小蝦米，再放一勺特調的香油，美味又養生。 

這也是趙秉辰比較愛吃的早飯，從一開始只能吃小半碗，到現在自己捧著就能快

速吃下一整碗，還能外加一個小蔥捲。 

淑妃冷哼了一聲，就著沈煙容桌上的油條煎麵包片小口的咬了一口，揮了揮手讓

丫鬟們退下去，道：「我看妳打算瞞我到什麼時候。」 

沈煙容不知道又哪裡惹著這位姨了，討好的把白糖和果醬放她跟前，讓她先沾，

「蘇姨在說什麼，我怎麼聽不懂，我還能有什麼事是瞞著您的。」 

然後仔細的看了看她今天的打扮，沈煙容略顯誇張地道：「是我們這幾日香膏塗

了有效果嗎？還是今兒沒擦胭脂，倒顯得皮膚和少女般滑嫩，要我說，蘇姨就該

少擦胭脂，別戴那些老氣的首飾。」 

沈煙容的聲音好聽又清脆，聽在耳朵裡舒服的不行，淑妃正飄飄然，這才想起來

剛剛的帳還沒算完，便道：「好好說話，不要總撿好聽的說，我問妳，隔壁那個

姓林的是怎麼回事？」 

沈煙容還以為她是故意和自己開玩笑，聽到她說起林晏修才遲疑了一下，「沒怎

麼回事啊，就是比普通朋友關係好那麼一點點。」說著，還拿手指比了一小節指

頭，也就是所謂的一點點的程度。 

「妳還想瞞著我，那個姓林的叫什麼名字。」 

「林晏修，怎麼，蘇姨認識？」沈煙容突然有不好的預感，但又說不清楚。 

「辰兒方才看到他了，怎麼又成了林晏修？不是林清朔嗎？」 

趙秉辰聽到自己的名字，趕緊從碗裡抬了頭，一雙大眼睛認真地看著沈煙容，「真

的是林舅舅，辰兒沒認錯人。」 

沈煙容手裡的勺子瞬間從手中滑落，清脆的響聲在耳邊炸開，瓷勺的碎片散了一

地，她聽見自己的聲音有些發啞，「您說他是誰？」 

「戶部尚書林清朔，妳的未婚夫婿啊。」 

耳邊一片寂靜，直到這一刻淑妃才覺得有些不對勁，難道沈煙容真的不知道那人

是林清朔？ 

第二十章 主人和貓都凶 

林清朔回了院子，正打算把何時離開的細節再推敲一下，就給沈煙容送書信過

去，問問她的意思，林塵就過來稟告說，之前在逃的謝啟文找到了，就在江南的

一個小鎮上。 

林清朔聯想到正在江南準備啟程的趙驛凱，心下了然，「小心些，別被發現了蹤

跡，看來我還能給沈家再送個大禮。」 

想著若是沈煙容知道她父親的案子有了證人，等沈家洗清冤屈，回到往日風光，

她是不是就不必再壓抑自己的情緒，變回原來那個張揚的邵陽郡主？ 

若有所思的寫完第一個字，腳邊的小玉就順著旁邊的小桌子跳到了他的膝蓋上，

摸了摸雪白的毛髮，他心情大好的繼續往下寫，可隨即就聽到院子裡鬧哄哄的。 



阿和一步步退到了書房的門邊，「姑娘，小的真的沒騙您，我家公子這會不得空！」 

林清朔手中的筆一晃，在紙上暈開大片的墨花，皺了皺眉，無奈地抽開墊著的紙

張，這張紙是廢了。 

他一手抱著小玉大步走了出去，剛到門邊，就看到阿和急得滿頭大汗，前面是穿

著大紅色襖裙的沈煙容，看到他的時候雙目不移，怔怔地看著他。 

林清朔揮了揮手，讓阿和和沈煙容身邊的丫鬟都退下去，整個院子裡只留下他們

兩人面對面的站著。 

他抱著貓，居高臨下的看著沈煙容，沈煙容不服輸的仰著頭，眼眶微紅眼神微微

有些閃爍。 

「妳來了。」 

若是放在平時，這麼一句話足以讓沈煙容心頭一甜，可如今她只剩下被欺騙的冰

冷。 

她不相信，她只想聽到他親口告訴自己那個答案，「你到底是誰？」 

「林清朔，字晏修。」 

那一瞬間沈煙容感覺周圍的空氣都凝固了，只能聽見自己低啞的喘息聲，腦子一

片空白，難怪她怎麼都想不起來書中有林晏修這麼一號人物，原來他就是林清

朔！ 

而她喜歡的，不過是他的字！ 

也不知怎麼的，沈煙容越難過就越冷靜，此刻心裡竟然萌生出了一絲笑意，原主

為了趙驛凱，讓林清朔婚禮當日鬧了個大笑話；而她，從穿過來的第一晚開始，

就註定給眼前這人戴上一頂綠帽子，光想著就有些好笑，笑著笑著眼淚都出來

了，她一手捧著肚子，笑得直不起腰。 

林清朔看著突然笑得瘋魔的女子，眼神一黯，神色有些微微的觸動，她這是笑嗎？

分明比哭還讓人揪心。 

他腳步微動，白皙修長的手掌就伸了出去，可沈煙容卻看了一眼，輕笑了一聲，

自己緩慢的站了起來。 

平日裡，沈煙容都是穿斗篷和寬鬆的外衫居多，今日許是匆忙，連外衣都沒披，

只穿了一件較為寬鬆的襖裙就出來了，兩人離得近，還能看到她發紅的鼻尖上點

點的細汗。 

沈煙容身材勻稱纖細，尤其是脖頸和四肢，平日裡穿著寬鬆的衣服還沒什麼感

覺，這會才發現她微微隆起的小腹。 

林清朔覺得有什麼東西一閃而過，可他還來不及抓住，沈煙容就氣勢凜然的開口

了——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我是誰了？」 

他不假思索的點了點頭，覺得有些歧義，想了會又加上一句，「沈家抄家的時候，

我也在。」 

沈煙容幾乎又要笑出聲來，原來當初沈家抄家不只張天城有分，他林清朔也摻和

了一腳，難怪沈家會這麼快就塵埃落定。 



前幾日淑妃說林清朔幫著趙驛凱，才讓治洪一事提早結束，她還以為林清朔只是

幫了一把手，沒想到他們在更早之前就私下有來往了。 

難怪不早不晚，他離開這裡這麼多日，這會趙驛凱要回京了他才回來。 

更可笑的是，她還問林清朔何處高就，當時他一定覺得自己是個傻子吧？不僅如

此，她還覺得對不起林清朔，耽誤了他的姻緣，現在看來，蠢鈍的人分明是她自

己。 

林清朔覺得有些奇怪，知道了又如何呢，她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反應？ 

退一萬步講，如今他們婚約未退，兩家雖然素無往來但也算是點頭之交，為何她

的眼神裡充滿了怨恨和戒備？ 

想了想剛剛自己說的話，林清朔這才覺得不對，她是誤會自己參與了兩位皇子之

間的博弈了？ 

他開口想解釋，「妳誤會了……」 

「誤會什麼？是我誤會了你有心接近我，還是我誤會了林大人你的假好意？」 

「我知道妳是沈煙容，卻不算有意接近，我到此處不過是個巧合。」當日救貓也

是下意識的一個動作，但這句他沒有說出口。 

「我不想知道你為什麼會這麼巧合地路過這裡，我只想問你一個問題，你為何要

幫我？」 

她還是不死心，就算他真的是林清朔，她也認了，只要這個人心裡是喜歡她的，

是發自內心的想帶她離開，或許趙驛凱的事情是個誤會。 

她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看著他，兩人的視線相撞，林清朔的眼裡澄清坦然，慢慢開

口——  

「在沈家事發之前，我原想上門退親，卻不想沈家遭逢大難，這事是我林清朔愧

對沈家。」 

沈煙容的眼眶有些發澀，眨了眨又重新睜大，「所以，你碰到了我，對我這麼好，

又是送藥又是送東西，還要帶我走，是為了消除你那些愧疚和不安？」 

林清朔一字一句認真的聽了，搖了搖頭，又覺得她說的好像沒問題，又微微的點

了點頭。 

「我想親口聽你說，你到底為何待我如此好？」 

「是，我要與妳退親，其他的，妳的所想所願我都能替妳完成，包括讓沈家洗雪

沉冤。」 

沈煙容自嘲地笑了一聲，「真沒想到，原來我的婚事這麼值錢，還能換來沈家的

清白，那可敢問林大人一句，你為何要退親？」 

她為何這麼在意？林清朔來不及多想，低聲說了一句抱歉，就道：「我心中已有

所愛，不願委屈了沈姑娘。」 

悶雷一聲，沈煙容只覺得腦袋嗡嗡直響，往後踉蹌了一步。 

「妳沒事吧？」林清朔看她的樣子，伸手要過來扶，卻被沈煙容直接避開了。 

她強忍著心中的苦澀，逼自己鎮定下來，「不必了，我與林大人不過是有幾面之

緣的陌生人，擔不起這樣的禮遇。」 



林清朔看著沈煙容的樣子，有些不解，明明一切都按照他的預想在走，如今也把

話當面和沈煙容說清楚了，需不需要接受他的說明，也是沈煙容的決定，可不知

為何，他心裡一陣煩悶難耐，好像他不願意看到沈煙容這般難過的樣子。 

「今日是我沈煙容叨擾林大人了，既然你我都無話可說，那便就此別過。」 

沈煙容果斷地轉身就要走，林清朔原本抱著的小玉也突地在他懷裡掙扎了起來，

他的注意力放在沈煙容單薄孤傲的背脊上，一不小心就被小玉的爪子撓了一下。 

「嘶」的一聲，小玉從他的懷中一躍而下，跑到沈煙容的腳邊，乖順的喵喵了幾

聲，像是在撒嬌，又像是在哄著她。 

聽到聲音，沈煙容下意識就回頭去看，林清朔的手腕上顯出一條不淺的紅痕出

來，血珠正在往外冒。 

原本難受的心被這一爪子給撓鬆了，抱起地上的小玉，她揚了揚下頷，「不好意

思，我家的貓隨主人，性子有些野，不過勸林大人一聲，被貓抓了還是早些看大

夫的好。」 

林清朔有些哭笑不得，剛剛怎麼會覺得她可憐呢，主人是這樣，貓也是這樣，虧

他還養了這麼久，一見主人難過就忍不住來給她出氣了。 

沈煙容高傲的甩了個眼神，扭頭就要走，又被林清朔給叫住，「沈姑娘且慢，我

之前說的話一直都算數，只要姑娘願意，隨時都可離開此處。」 

沈煙容回頭看他，其實她這個人戒備心沒這麼低，只不過當時當他是林晏修，喜

歡他才願意信任他，如今他是林清朔，他擔不起自己的這份信任。 

在不能確定他是否和趙驛凱狼狽為奸之前，她才不會這麼傻的信任他，但既然是

他送上門要賠罪，哪裡有不要的道理？尤其是能還沈家一個清白，她何樂而不為

呢？ 

想明白後，沈煙容目光灼灼地看著林清朔，「為何不願意？難不成林大人以為我

是那種會吃虧的人？林大人可要記住之前所說的話，還我父親一個清白，至於什

麼時候離開，還望大人佈置妥當。」 

林清朔清了清喉嚨，「沈姑娘不必擔心，楊老夫人於昨日子時壽終正寢，楊家大

亂，楊文波定是無暇顧及妳的。」 

聽到這話，沈煙容愣了一會，不對啊，原文中，楊老夫人不是這個時候病逝的，

應該要再晚一些，等到趙驛凱回來才會發生。 

是哪裡出了錯，讓劇情提前了？ 

想著，她忍不住的脫口而出，「趙驛凱什麼時候回來？」 

聽到趙驛凱的名字，林清朔微微皺了皺眉，隱下心中的不悅，想到今早收到的密

報，沒問沈煙容為何提到趙驛凱，就不假思索地道：「他應該是五日前動身返京

的，若是不出意外，十日便可到京城附近。」 

會不會有一種可能，是她的出現，也下意識改變了一些事情，比如說沈家提前被

抄家，方氏遇難，可沈暉元活下來了，沈家還有翻身的希望？又或者，是說趙秉

辰會好好的活下去，而她也有可能會遠離這一切，過上她想要的生活？ 

越想越覺得有可能，就連林晏修是林清朔這件事給她的打擊也被沖散了。 



或許她很喜歡林晏修，卻從來沒有真的想要依賴他，有他在，多了一份美好情感

的寄託；突然沒了他，也就是回到一開始的狀態，她也不會覺得天將要塌下來。 

「好，那我五日後離開這裡，我想以林大人的能力，五日足以佈置妥當了吧？」 

「足矣。」 

得到了滿意的答案，眼睛瞥到他受傷的手腕上，一狠心，就當做什麼都沒看到，

抱著小玉揚長而去。 

等到沈煙容一走，林清朔就叫來林塵，時刻關注趙驛凱的動向，眼中寒光微露，

謝啟文跑不了，他趙驛凱也別想逃脫干係。 

 

沈煙容回到院子的時候，淑妃母子還沒有走，她剛剛抱著貓是不肯在林清朔面前

示弱，實際上心裡難過得很。 

這會看到淑妃，手一鬆，小玉跳了下去，她就眼眶一紅，撲進了淑妃懷裡，「蘇

姨，您說的對，男人就沒有一個好東西。」 

別看平時沈煙容自信從容得很，實際上，她的內心裡還是渴望別人保護的，越是

習慣了堅強的人，受到打擊更加一敗塗地。 

沈煙容趴在她懷裡，小聲的把前因後果都和淑妃說了，除了她不是真正的沈煙

容，包括孩子是怎麼來的，都告訴了淑妃。 

淑妃更加心疼她，「妳懷疑的沒錯，趙驛凱這人心思歹毒，又善於偽裝自己，若

不是我在宮中多年，與他打了不少的交道，怕也是不敢相信他是這樣的人。但林

清朔說的也是真的，楊家大亂，如今之計，妳只有跟我走，才能避開他們。」 

沈煙容正有這樣的打算，又怕連累了淑妃，這會她提出來更覺感動。 

「蘇姨，您待我真好。」 

「又說傻話了，若不是有妳，我的辰兒怕是還要長此以往下去，妳比我小，看著

就像是我的孩兒一般。妳別怕，有我在，誰都欺負不了你們母子。」 

 

 

「爺，過了前面的山，再有半日就能到京城周邊的鹿縣了，但這會天色已晚，不

如修整半日，明早起來再趕路？」 

原本此次的洪水來勢洶洶，情勢又不容樂觀，少說也得兩個月多才能結束，再加

上他第一次以皇子的身分去到地方上，很多人不買他的面子，各處都有偷奸耍滑

的現象，但好在他的手段強硬，又有得力的幕僚協助，最重要的是，京中的糧草

及時送達，為災民的安置起了很大的幫助，前些時日更是派出戶部的幾位大人從

旁協助，才讓這件事迅速地解決了。 

本來他應該在江南再多待些時日，好拉攏江南的地方官員，就連他最心愛的女

子，詩語送來好幾封書信，表達了她的思念之情，他也只是多寫了幾封信、多送

了東西去安撫。 

可楊文波的信，以及京中留下的親信送出的密函，讓他在江南是一刻也待不下去。 

他從來都沒有將楊文波放在眼中，可沈煙容卻讓他不得不重視起來。 



那個女人竟然從楊家搬出去了，楊文波真是好大的膽子！ 

他送回去這麼多次的書信，她一封都沒有回，就連這次的書信也是，一看就是楊

文波的口吻，她以為他趙驛凱是那種好糊弄的人嗎？ 

沈煙容真的是變了，以前他的一個眼神，即便沒有說話，她都眼巴巴的把最好的

給他，現在卻連他的信都不回了，她憑什麼？ 

趙驛凱坐在通體烏黑的駿馬上，眼神越發陰沉，「今日收到的信中可有什麼特別

的？」 

侍衛趕緊讓人去拿，一疊的書信中果然夾雜著一封帶著香味的書函。 

侍衛面露喜色的抽出，遞了過去，「爺，有一封。」 

趙驛凱臉色好了一些，伸手去拿，一看信封就是女子清秀的小字，是張詩語送來

的。 

以前大皇兄還未出事之前，他每每收到詩語的信，都會有一種安慰舒暢的心情，

可不知為何，如今看到和以前一樣關懷他的內容，他只覺得煩悶枯燥。 

張詩語是個典型的大家閨秀，從小溫婉賢慧，琴棋書畫樣樣精通，在他還是無人

理睬的二皇子時，就對他體貼關懷，溫暖了他那顆缺少母愛關懷的心。 

就是這樣的性子，註定了她的書信中都是問他吃了什麼、做了些什麼，分享的都

是她每日的閨閣之趣。 

以前看著有意思，可現在他是要成大事的人，哪裡有這等閒心，日日陪她閒聊？ 

耐著性子的打開了信封，裡面的內容果然還是千篇一律，冷不防地眼前就出現了

沈煙容那張得意囂張的臉。 

也不知是不是錯覺，總覺得上次見沈煙容，她不僅變得好看了，還變得更有思想

了，不再是以前那個只知道賴著他的小郡主。 

趙驛凱沒有把信看完就直接遞給了侍衛，「還有別的嗎？」 

看著趙驛凱鐵青的臉，侍衛仔細翻找了一下，生怕漏了什麼重要的書信，最後只

能發抖的搖頭。 

趙驛凱也不知道自己在等什麼，明知道以前段時間見過沈煙容的形勢來看，她是

決計不會給他回信的，眼底的陰霾不由得更深。 

「不歇了，今夜就到鹿縣。」說罷，揚了馬鞭絕塵而去。 

 

 

沈煙容走後，林清朔就仔細地把如何離開的路線給佈置了，力求不會有地方出

錯，以他的意思是，把沈煙容帶出去後，直接就帶到他的府中。 

他是另立府邸的，不會有什麼人不長眼的衝撞了她，若是她不喜歡可以再做調

整，只要等到他把沈暉元無罪的證據呈上，沈家恢復往日榮焉，沈煙容就能回沈

家了。 

等到他寫完這些的時候，手上的傷口已經有些紅腫了。 

其實一開始只是一條細細的血痕，就是他沒注意，又來回的研墨寫字給擦著了，

這才嚴重了起來。 



阿和正在給他上藥，林清朔就在想，到底是哪裡惹到了那對主人和貓，但沒思索

出個所以然來就歇下了。 

等到第二天他才發現哪裡不對勁，小玉一晚上都沒來，看來是真的生氣了啊。 

失笑地搖了搖頭，準備親自帶著佈置好的詳案帶給沈煙容看，再當面致歉，就算

不知道自己哪裡錯了，他們的關係也不該如此冷下去。 

可誰知剛換了外袍要出門，林塵就帶人急報，「大人，宮中急召，陛下昏迷不醒，

二皇子一行人已於昨日到了鹿縣。」 

聞言，林清朔眉頭輕皺，「趙驛凱何時動身的，為何沒有消息傳來？竟然提早了

這麼多日回來，他到底意欲何為？」 

想到昨日沈煙容問起過趙驛凱，心中就有些不豫，楊文波不算什麼，可趙驛凱實

在是個變數，偏生沈煙容還這麼在意趙驛凱。 

「屬下失職，二皇子行跡詭異，還留了心腹在江南，隻身帶人先行回來，這才躲

過了我們的眼線，卻不知他回來是為了什麼。」 

往日林清朔思考事情都果決得很，今日卻有些猶豫了，他拿不准趙驛凱提早回京

到底和沈煙容有沒有關係。 

「我先回城，林塵，你帶人留在這，好生的照看好沈姑娘，若是有人圖謀不軌，

你們只管以我的身分將人拿下，不管何人！」 

林塵是他身邊最得力的人，有他在也算能放心了，只是沒辦法當面和沈煙容道

歉，希望等他過兩日回來，她和貓兒的氣都能消了。 

第二十一章 明白真心悔已遲 

路過楊家別院的時候，王平正當值，還朝他客氣的行了個禮，馬過院門時，林清

朔還回頭多看了兩眼，只可惜並沒有看到裡頭的人和貓。 

巧的是，淑妃的院子門口也停了一輛大馬車，下人正在搬行李，林清朔了然，因

為陛下昏迷，他們也準備回宮了。 

林清朔心中裝著事，不疑有他，快馬加鞭，只想著處理完趙驛凱能早些回來，至

於回來做什麼，他自己也說不清楚。 

馬車內，淑妃看著林清朔遠去的背影，確定他不會回來了，這才重新下了馬車，

帶著人去找沈煙容。 

「他走了，現在該來說說，我們怎麼走了。」 

林清朔進了宮才發現永昌帝不過是普通的發熱，昏睡了半日，等他到的時候已經

醒了，但人還是昏昏沉沉的，拉著他不肯放人。 

「驛濯他心浮氣躁，這麼多的孩兒裡面，朕最屬意的還是辰兒，只可惜……」 

聽了永昌帝一席話，林清朔不得不對如今的朝堂重新審視起來，以前他覺得誰做

皇帝都無妨，畢竟他起初當官也是為了姊姊和母親。 

到如今，沒有了想保護的人，為官也就成了每日的習慣，因為離了這個，他也找

不到更讓他上心的人和事。 

說起保護的人，他就想到了那雙濕漉漉的眼睛和消瘦的身子，表面看著凶巴巴，

實際上卻是個外厲內荏的小傢伙，真是個需要保護的人，還好有他在。 



可如今大皇子被貶，三皇子是個胸無點墨的庸才，四皇子又羸弱，難道這江山真

的要交給趙驛凱？ 

以前是不知道趙驛凱的為人，誰做太子都與他無關，如今知道了趙驛凱殘害手

足，更不惜拉整個沈家陪葬，這樣的人如何能任太子之位？ 

就連永昌帝都不知道趙驛凱已經祕密回京了，看來趙驛凱也不是為了差事辦得更

風光，那麼他提早回京到底是為了什麼？ 

出了宮門，林清朔就沒急著出城，一來是因為皇帝還未清醒，二來他打算盯著趙

驛凱的行蹤。 

 

 

趙驛凱回到京城，沒急著回自己的府邸，而是修整半日後直接派人找了楊文波。 

楊文波是深夜來的，看到趙驛凱就上前表忠心。 

趙驛凱也是感動得很，兩人相談甚歡，話中透露出了對他的欣賞，這讓楊文波更

加高興了，但沒多久，趙驛凱就把話題引到了沈煙容身上。 

「離京一段時日，心中甚是思念邵陽，不知今日可否登門一聚？」 

楊文波趕緊拿之前的話來應對，「二皇子是知道邵陽郡主的脾氣的，她嫌在下官

府裡住著不舒服，您走後就搬出去了，每回都是她身邊的下人來取信、送信，下

官也不知道郡主如今人在何處。」 

趙驛凱心中冷笑，楊文波這漏洞百出的話，也就是騙騙他自己，但他不能表露出

不滿來，繼續裝作一副寵溺的樣子，「邵陽就是有些小脾氣，楊大人多擔待了。」 

楊文波看他這麼好說話就安心了，兩人分別之後，趙驛凱就讓人跟著楊文波，料

到他會在幾日後有動作。 

果然，在兩日後的一個午後，楊文波往城外去了。 

趙驛凱得知消息，帶著人也尾隨著出城。 

 

 

另一邊，林清朔和沈煙容約定的日子本是明日，這會正在書房寫明日上稟的摺

子，就聽到阿和打翻了東西，一股子的酥油味道傳了進來。 

「打翻了什麼？怎麼行事這般的不小心。」 

阿和就捧著食盒跑了過來，「大人，是上回沈姑娘送來的餅，您一直忘了吃。」 

經他這麼一說林清朔就想起來了，聞著倒是有了些食慾，「拿來瞧瞧。」 

林清朔看到放著的杏花餅只覺得眼熟，食盒因為打翻了，帕子包裹著的信函就掉

了出來，他兩指輕輕擒住，慢條斯理地打開，原本淡定的神色，從看到內容起就

再也無法安然了。 

他腦子裡回想著前幾日看到沈煙容的樣子，她的身材勻稱纖細，又怎麼會有小肚

子呢，現在想來分明就是懷有身孕！ 

阿和看到林清朔臉色不對，趕緊上前詢問：「大人，您怎麼了？」 

林清朔臉色微沉，「沈煙容有孕的事，你為何知而不報！」 



「大人，不是小的不報，當初林塵去查楊文波的時候，就把邵陽郡主的事情放在

一塊給您了，小的記得，您看了兩眼就放在一旁了。」 

林清朔記起來了，確有其事，他因為對楊文波的事沒興趣，便一直沒看林塵送上

來的東西，這會去翻，就看到後面的一張仔細寫著，邵陽郡主沈煙容身懷有孕，

算算日子是六月懷上的。 

六月……六月！ 

他與那個她纏綿之時也是六月，怎麼這般的巧？ 

林清朔有些恍惚，一低頭，才看到盒子裡還散著一塊粉色的帕子，不知為何覺得

有幾分眼熟，小心翼翼的撿起打開，帕子上繡著幾朵嬌豔的杏花，這圖案即便是

寥寥數筆他都不會忘記，這與他私藏的那塊肚兜上的花樣，一模一樣！ 

林清朔雙眼圓瞪，不敢置信的看著手中的帕子，手指止不住的發顫，腦子裡那個

模糊的窈窕身影突然之間就清晰了，那張本來在暗夜中看不清的臉，也顯露出了

她嬌豔的樣貌。 

是她！ 

他猛地起身，直奔馬廄，上馬飛奔而去，他怎麼這麼傻，魂牽夢縈的人在自己身

邊待了這麼久，竟然都沒有發現是她！ 

沈煙容，妳怎麼讓我找得這般的苦？但這一回，他不會再讓她逃走。 

一路快馬飛奔，眼前出現的全是沈煙容的容貌，從第一眼在囚室外的驚豔，再到

這些時日的相識相知，他只覺得自己從未如此的愚鈍過。 

他從未對任何女子傾心，更因為父親的絕情，從小就寡言冷情，以至於心中早就

對沈煙容有了喜歡卻不知，直到她成了自己心中魂牽夢縈的女子，才有些恍然如

夢。 

或許在他第一眼看到沈煙容的時候，就已經對這個特別的女子有了情愫，也是遲

至今日才知道，那一晚竟然就讓沈煙容的肚子裡有了他的孩兒。 

沈家逢難，她是懷著什麼樣的心情將孩子保護下來的？她是不是也對自己有不一

樣的情感？一會又想到那日她抱著小玉決絕的神情，難怪他當時心中會這般的心

如刀割。 

此刻，林清朔心中的憐惜、心疼幾乎要衝破胸膛，他默默在心中發誓，絕不會再

讓她和孩子受到一絲的傷害。 

他現在只想飛奔到她的身邊，擁她入懷，再不分離。 

以前的他孑然一身，失去了所有至親，可從此刻起，他林清朔不再是一個人。 

原本從城內到別院要一個多時辰的路程，但林清朔快馬加鞭，一刻不停，不過半

個時辰就要看到別院門前的小路了，原本跟在後頭的侍從早就被甩開好幾條街。 

從未有一個人讓他如此欣喜和失態，心中的百感交集勝過人生在世二十八載，如

今真真是體會到了什麼叫情愛。 

遠遠的就能看到淑妃的院牆時，林清朔便發覺有些不對勁，前頭的小路上停著幾

輛寬敞的馬車，還有不少持著兵刃的官差，看打扮也不是來接淑妃的人馬。 

這時，剛過午時，天有些陰沉，之前林清朔一直在趕路，這會馬兒緩下來，一抬



頭才發現前面院子火光沖天，隔著老遠都能聞到刺鼻的煙火味。 

他心中有不祥的預感，背脊發寒，握著韁繩的手不由得一顫，腦中趕緊打消駭人

的念頭，一踢胯下駿馬，奔馳上前。 

然而，就算他心中再不想相信，也還是讓他看到了遍體一寒的畫面——  

沈煙容住的院子整個都燒了起來。 

火光沖天，火舌竄得很高，如今已經吞噬了整個院子。 

林清朔愣了片刻，可一回過神來，他立刻朝著火場衝過去，但還不等他不顧安危

闖進院中，人剛一靠近屋子，就被院子前的人給攔住了。 

楊文波在看到林清朔的時候，整個人腿都軟了。 

他是來找沈煙容討個主意的，還帶了楊可琳過來，可剛一到這裡就發現火光沖

天，先把自己和女兒給嚇懵了，再聽見有人策馬往這邊而來，還以為是趙驛凱追

來了，沒想到來的竟然會是林清朔。 

難不成他藏沈煙容的事情，已經被林清朔知道了？ 

楊文波打了個寒顫，顫聲道：「下官參見林大人，您怎麼到這來了？」 

林清朔此刻沒有功夫和他糾纏，眼神深幽駭人，朝他瞥了一眼，怒聲道：「何時

走的水，為何還不滅火救人？你們還在這等什麼！」 

「林大人，下官也才到一會，這就取水滅火！你們還傻愣著做什麼？還不快去提

水來！」 

一聲壓抑著怒氣的吼聲，直接把楊文波給嚇懵了，他趕緊指揮下人去找水桶滅火。 

但水才剛提來，林清朔便一把奪過，在這冷天裡就往自己身上澆下，推開眼前的

眾人，直接就要往院門衝了進去。 

阿和緊趕慢趕才追上他家大人的身影，這一晃眼的功夫，也看到了沖天的火光，

還來不及驚訝，就看到自家大人朝著火場衝了進去，忍不住的失聲驚呼——  

「大人，不可啊！」說著，慌忙跌落下馬，跟著衝了進去。 

楊文波這會是真的嚇傻了，林清朔是誰？那可是當今陛下最敬重的先皇后的親弟

弟，陛下跟前重用的第一人，若是讓他因為自己受了一點傷，真的是天皇老子都

救不了他了。 

可見林清朔已經衝了進去，楊文波一咬牙，也往身上澆了一桶水跟著進入火場。 

馬車上，原本看到院子失火還很是開懷的楊可琳，這會也坐不住了，她想讓沈煙

容死，只要沈煙容死了，她才能得到二皇子的喜歡。 

在她看來，沈煙容不過是長了一副好皮囊，二皇子能喜歡她，也一定會愛上自己

的，所以她巴不得沈煙容葬身火海，剛剛才會拉著父親，不讓他第一時間救火，

沒想到他們都準備走了的時候，偏生殺出來一個林清朔。 

林清朔長得俊美，是京中貴女圈人人心中的未來夫婿，她以前年紀小，也曾幻想

過有一日能嫁入林家，因此知道沈煙容被賜婚的時候，還在家中扎了沈煙容的小

像。 

當初沈家被抄家，她高興得不得了，可她見過林清朔幾次，他從沒正眼看過自己，

久而久之就打消了這份念想，轉而傾慕上溫文爾雅的二皇子。 



可林清朔這神仙般的人物為什麼會出現在這裡？他難道是知道沈煙容在裡面？ 

這怎麼可能！沈煙容懷著孩子，是個失貞之人，到底何德何能，讓二皇子和林大

人都對她如此的傾心？ 

但這會不是想這些的時候，楊可琳趕緊跟著下車，驚恐的命令下人，「你們這些

蠢貨，還愣著做什麼，沒看到我父親和林大人進去了嗎？還不快跟進去救人！」 

林清朔冷靜的衝進院子，雖然他只來過兩次，可院子的結構已經印在了他的腦海

當中，憑著記憶穿過庭院，一路到了正屋。 

橫七豎八冒著火光的傢俱橫在堂前，他的瞳孔裡映著火光，更佈滿了血絲。 

在第一眼看到著火的時候，他渾身發抖得害怕，可真的衝進來之後他又冷靜了下

來，她和孩子若真的遭遇了不測，今生他們雖不同生，但可共死。 

帶著這樣的想法，面對著坍塌下來的木梁他也沒有躲避，任由火星灼燒他的衣

袖，刺痛他的手臂，直到找了一圈，發現屋內空空蕩蕩，一個人都沒有的時候，

他這才隱約察覺到有些不對勁。 

這場火或許有些蹊蹺。 

同樣衝進火場裡的阿和，找到了還在發愣的自家大人，他家大人果然是真神仙，

他捂著口鼻都覺得呼吸困難了，大人居然跟個沒事人一樣，甚至還在發呆！ 

「大、大人，郡主他們在屋內嗎？」邊說還能看到邊往外吐的白煙圈。 

林清朔神色自若地撕下燒出一個洞的外袍，抬腳往外走，「院中無人，走吧。」 

楊文波閃躲著四竄的火舌，追到了堂前，卻看到林清朔沉著臉往外走了。 

如今他一身狼狽，頭髮散了、衣帽燒壞了，就連後背也被燒傷了一大塊，楊文波

整個人都不好了，也不甘心地朝屋內看了一眼，一個人也沒有…… 

早知道這樣，他就在外頭等了，何必遭這個罪！ 

林清朔安然無恙的從火中走了出來，身後是沖天的火舌，襯得他往日清冷絕塵的

身姿中平添了幾分肅殺。 

而趙驛凱看到的就是這樣的林清朔，他這個便宜舅舅，原來還有這般修羅的一面。 

他趕緊擔憂的上前，「舅舅，方才我聽他們說，您與楊大人衝進了火中，正打算

進去找您，好在您安然無恙的出來了，我這便讓人去請太醫，過府給您瞧瞧。」 

林清朔對他的話充耳不聞，一雙眼清冷的掃了他一眼，「不必，不知二皇子到此

所為何事？」 

饒是巧舌如簧的趙驛凱也一時語塞，看著林清朔背後的楊文波心中冷笑，好你個

楊文波，兩面三刀，又把沈煙容的消息賣給林清朔。 

這時楊可琳慌忙地上前，柔柔的一福身，「林大人，是小女子方才見您與家父進

了火場，驚慌失措，碰巧遇上了途經的二皇子，才懇求他來施救的。」 

趙驛凱含情脈脈的看著楊可琳，把楊可琳看得嬌羞的低下了頭，「正如楊姑娘所

言，我從江南回來，抄了小路進京，途經此地碰上了楊姑娘，只是不知，舅舅怎

麼也這般的巧在這。」 

「我來尋我未過門的妻子，與你何干？」林清朔連眼神都沒給他們倆，也沒回應

趙驛凱的那些話，丟下一句話就自顧自的要走，全然不打算給趙驛凱面子。 



既然沈煙容根本就不在院子裡，那要麼是她自己跑了，要麼就是又被楊文波換了

地方，不過林清朔更偏向於前者，以楊文波的腦子，光是楊老夫人的病逝就夠他

折騰的。 

可若是她自己走的，又去了哪裡呢，她為何不等等自己？ 

林清朔剛準備要走，就聽到楊文波的手下來報，「大人，在外頭的田間發現了王

平等護衛，他們都中了迷藥，昏迷不醒。」 

「那其他人呢？」楊文波控制不住的問道，這才發現在場的所有人都把目光調轉

過來，讓他不自覺地抖了一下。 

「還有院中的廚子，其他人都不見了蹤影，不過方才路過的農人說，著火前看到

一輛馬車朝著渡口去了。」 

話音剛落，林清朔已經翻身上馬，朝著渡口直奔而去。 

 

渡口上只有稀稀落落的人群和正在卸貨的船隻，遠處入江的河道上，一艘艘樓船

向著遠處緩緩而去。 

「大人，屬下問過渡口的船夫，兩個時辰前，確實有一艘坐滿女眷的樓船往江南

去了，雇了幾個船夫，船像是秦家的船。」 

林清朔眼神一黯，秦家……是淑妃幫她離開的。 

這麼一說便對得上了，怕她真的是已經往江南去了，可一方面又怕是沈煙容使的

障眼法，人卻往別處去了。 

她們人多，離開又不過一兩個時辰，林清朔當即下令兵分幾路，從水陸幾路去尋

她們的蹤跡，興許還能追得上。 

「你帶人準備好船和人馬，待我進宮面聖，將政務交與底下諸位侍郎後即可啟

程，即便是天涯海角也要將人尋回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