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十一章 舌粲蓮花出主意 

眾人皆是一愣，轉頭看向門口，只見蘇然一口氣跑過來，扶著門框站穩身體，一

手扠腰，撫胸彎背不停的喘氣。好不容易順過氣後，她看清屋內情形，斷斷續續

地說：「幸虧趕上了，累死老娘了。」 

然後她直起身，對著雷安揚了揚手中的盒子，「我有證據，這是雷敏才畫的營地

地圖，我在塔力甫的營帳中發現的。」 

雷敏才先是愣住，隨後喊道：「妳胡說八道，妳怎麼可能進得去塔力甫的營帳！」 

「哎哎哎，你這樣說我就不愛聽了啊！」蘇然衝他走了幾步，食指伸出點著他，

「你的小情人把我賣進軍營，以我的條件，當然是往最高級的人那送，難道你是

說我不配進塔力甫的營帳嗎？」 

殷祺忍不住看她一眼，就見她一臉坦蕩蕩，心中頓覺無語。 

雷敏才怎麼可能是這個意思，但他思路被蘇然帶歪，一時結巴，不知回什麼好。 

雷安從蘇然手中拿過盒子，打開後捏起其中一張紙，果然是營地地圖。 

他看向雷敏才，「你還有什麼話說？」 

雷敏才回憶了下，確認自己沒有在畫上留下任何記號，扯唇笑道：「妳根本沒法

證明這是我畫的。」 

蘇然笑咪咪地說：「你呢，的確是沒在畫上留下任何記號，但是你不留，不代表

對方也不留啊。」說著從雷安手中把紙拿過來打開，對著雷敏才晃了晃。 

雷敏才瞪大眼看過去，但蘇然的手一直晃啊晃的，他根本看不清對方在上面寫了

什麼，只知道原本全是朱砂色的畫，被人零散地寫上幾個墨色小字，看字體，似

乎真是北夷文字。 

塔力甫好端端的，為什麼要在他的畫上加幾個字呢？ 

蘇然繼續抖著手裡的紙，說：「塔力甫怕他的手下不明白圖中所示都是什麼東西，

只好用筆在上面做了標記。」 

雷敏才迷迷糊糊的，不明白圖中所示？他畫得這麼清楚。 

蘇然換了個語氣，將畫又拿在手裡看了看，一臉嫌棄地說：「不怪人家看不懂，

你瞧瞧你這畫的是什麼呀。」她說著，用手指在畫中某處點了點。 

雷敏才這人沒什麼大本事，平生最引以為傲的就是他那一手小字和花下美人圖。

他給自己的定位是風流才子，這會被人當眾質疑繪畫水準，心中不服，瞪眼看過

去。 

這次還真讓他看清楚了，蘇然手指的是一處小山，是為了定位營地才畫的，現在

山的位置被人用筆寫了個字。 

蘇然一邊指著那個小字，一邊說：「這個，就這個營帳，畫得像個山包似的，標

上點，省得到時再跑錯了。」 

雷敏才咬牙，「那本來就是山，只有塔力甫那個野人才看不懂。」 

蘇然恍然大悟，「原來是山啊，我就說嘛，明明你那幅花下美人畫得挺好的，怎

麼可能到地圖上水準就掉這麼多。這麼說，這圖的確是你畫的唄？」 

屋裡眾人都不說話，雷敏才意識到自己暴露了，他咬牙盯著蘇然，「蘇姑娘，我



與妳無冤無仇，妳為何三番兩次與我為難？」 

他話沒說完，突然抽起手中的長劍對著蘇然就刺了過去，蘇然驚呼一聲，殷祺已

經伸手將她拽到身後，與此同時，柏寒青和雷安同時出手，一道攔住雷敏才。 

雷安命手下人將雷敏才關入監獄中，雷敏才被拉下去後，房中一時陷入安靜。 

殷祺開口打破沉默，「此事殷某必會如實向聖上交代。」 

這個時候，雷安已經大概猜出了前因後果，再結合剛剛雷敏才的話，他不受控制

地看向了文寧公主，眼神中有一絲難過。 

她不可能不知道，在沒有證據證明雷敏才是奸細時，若自己真的將他殺死，這一

輩子都不會擺脫這個陰影。為了她，他可以殺人，但他殺了人，他也不會原諒自

己。 

文寧公主垂首不敢看他。 

如今這個結局也算是皆大歡喜，殷祺暗自歎了口氣，看向蘇然。若是這個盒子她

提前給自己該多好，那他就可以穩穩地掌控住雷敏才。如今雷安得了證據，必會

將雷敏才交給朝廷處置。 

現在西北的形勢算是定下來了，雷安一向行得正坐得端，他做將北王，肯定不會

受任何人威脅。看來，只能按蘇然說的「告訴他真相，讓他心甘情願一起合作」，

而對付雷安，文寧公主就是一個突破口。 

殷祺看向雷安，斟酌開口，「公主若願意，這次也可隨殷某一道回京。」 

雷安微怔，隨即憤怒道：「她是我將北王府的人，誰敢帶她走！」 

最後眾人不歡而散。 

 

 

殷祺把將北王府發生的事傳信給聖上，沒幾日便得到回覆—— 雷安繼承將北王

爵位，雷敏才通敵賣國，即刻押解回京。 

雷安得到消息並沒有多開心，他接過聖旨便沉默的離開。 

不管以前的家是多麼死氣沉沉，至少還有人，如今父親死了，二哥也是死罪，而

文寧公主……他得了這將北王的位置又能如何？ 

除了操持後事這些外，雷安大部分的時間都在校場瘋狂訓練手下的士兵。大家叫

苦不迭，人人都能看出他不對勁。 

殷祺私下找過他，再次提到帶文寧公主回京的事，他其實是無所謂的，但這次是

公主拜託他。 

她如今在將北王府中有些尷尬，若是之前不曾起過利用雷安的心，這時還可以坦

然住在府內，只是上次的事，雷安分明已經清楚緣由，雖然沒有責備她，態度卻

的確有變化。她利用的是雷安對她的感情，這讓她無法勉強自己再以母妃的身分

面對他。 

雷安對此很沉默，他無法譴責她，可心裡卻不知該如何接受這事。他聽下人們說，

公主已經在房中關了幾天，憂思煩慮，飲食也少。她就是心思太重了，進王府這

十幾年，他印象中就沒見她笑過幾次，明明笑起來那麼美。 



這天，雷安從校場出去後與蘇然不期而遇。 

蘇然笑咪咪的跟他打招呼，臉皮很厚的主動提到，「我上次救了你，你還沒謝謝

我呢。」 

雷安這才想起，光顧著府裡的事，實在是疏忽了，「妳救了我兩次，還幫我拿到

證據，說吧，想要什麼答謝？」城門外是一次，讓他免於落下弒兄罪名又是一次。 

真是痛快！蘇然馬上仰起臉認真思考自己到底想要什麼，想了半天，她驚訝地發

現自己現在似乎什麼都不缺。 

若是以前，肯定是真金白銀，但現在吧，她每天吃得不錯喝得不錯，想買什麼東

西也不用自己出錢，關鍵是她還有個四方會，聽朱晗說過，四方會每年的收入快

有百萬兩白銀了。 

想到四方會，蘇然突然意識到雷安還要剿匪呢，這一次他們本來是要說服雷靜海

合作，之後順了殷祺的意思打算用其他手段要脅雷敏才，但如今這兩個人都沒了。 

雷安的話……這個人在某些方面比較擰，蘇然決定先把這個權利保留。 

「是不是我提什麼要求都行啊？」 

雷安說：「當然是我能力範圍內的。」 

「這樣啊……」蘇然猶豫著，「那我先保留吧，等我想兩天再告訴你。」 

雷安爽朗一笑，「行，想多久都可以。」 

蘇然衝他嘿嘿一笑。 

雷安看她那模樣，忽然說：「要是人人都能像妳這樣天天開心就好了。」 

蘇然馬上會意，他這是指文寧公主，她拍拍他的肩，像老朋友似的和他並排坐在

校場的台階上，「這件事吧，你是受了點委屈，但是她的做法也能理解，對小舟，

我們都能一再給機會，公主她……就這一次，更可以原諒了。」 

雷安看著前面，像是詢問又像是勸自己，「我是不是應該讓她回京？」 

蘇然下意識問道：「聽說和親公主回京後很慘的，你捨得嗎？」 

雷安意外她問得這麼直白，頓時有些面紅，「她是我……母妃，我當然不願她受

苦，但她若是執意想回去……」 

蘇然皺眉，「她怎麼可能想回去，不過是覺得對不起你，不好意思繼續住在王府。

你給她句話，讓她寬心，不就能踏實留下了。」 

雷安抿唇看著地面，「我又沒責怪她。」你自己都這麼想了，還拘著幹麼？ 

在這點上，蘇然還是挺佩服元瑤的，瞧這兩個，多婆媽。 

「如果你不讓她回去，總要保證她在這邊的日子會比京城更好吧。」 

雷安道：「那是自然。」 

蘇然繼續說：「你說的好應該是指錦衣玉食，我說的好是指心情愉快。」 

雷安莫名道：「妳的意思是說，公主留在王府心情不愉快？」 

蘇然瞅著他，心想這榆木疙瘩不說明白了真不行。她左右看看無人，低聲對雷安

說：「公主想要的是你，這還看不出來？」 

雷安蹭地站起身，磕磕絆絆地指責道：「妳、妳不要亂說！若是讓人知道，她還

有何臉面活在這世上？」 



蘇然「嘖」了一聲，愁死了。 

她拽著雷安的衣袖讓他坐回來，「你怎麼就這麼一根筋呢。咱們假設，如果這一

次你讓她跟著殷祺回京了，再過二十年，你回過頭來想想現在，會不會後悔？若

她再被送去和親或是生活不順，你是不是殺了自己的心都有？你是想讓將來的自

己後悔呢，還是想現在不留遺憾？」 

雷安抿唇，他在沙場殺伐決斷，如今卻是猶豫不決。 

「再說了。」蘇然循循善誘，「這件事情根本就沒多難，你不就是覺得必須得給

她個名分嗎。我有招啊，假死，換個身分重來。這十多年京城都沒有人來看過她，

估計再往後十幾年也不會有人來看她，她那麼低調，還能給你惹麻煩？」 

雷安雙眼一亮。 

「你都是將北王了，難道還護不住自己的女人？」蘇然托腮，「我要有你這地位，

不知道得鬧成什麼樣。」 

自己的女人……雷安頭一次聽到這個說法，心裡竟覺得十分甜蜜。 

他雙手握拳，低下頭，口中喃喃，「但是……」 

蘇然一拳捶向他後背：「別但是了，少年，你現在要做的就是馬上跑到她跟前，

跟她說，你能理解她的做法，不會怪罪她，向她表明你有多愛她，希望和她在一

起。」 

雷安聽了這些話，面紅耳赤。 

蘇然猶不自覺，又添一把火，「我覺得以公主的性格，不像是個想得開的人，說

不準她這幾天正在絕食，因為覺得對不起你所以不想活了。」 

雷安受驚不小，磕磕絆絆的說：「不、不會吧？」 

蘇然用手摸著下巴，一本正經，「這還真不好說。」 

雷安站起身，「我去看看。」 

 

 

文寧公主當然沒有絕食自殺的打算，但她確實吃不下睡不好。她自覺愧對雷安，

又認為他如今繼承了將北王，做了王爺，將來的生活必會風光坦蕩。 

這西北，她實在沒臉留下，卻不知該如何對他開口，就拜託殷祺代為傳達。 

侍女見桌上飯菜未動，輕聲問：「公主，菜都快涼了，奴婢再去換一份吧？」 

文寧公主搖搖頭，正想讓她將飯菜撤了，就聽門外傳來侍女的聲音——  

「王爺。」 

雷安來了，這是他當上王爺後兩人第一次見面，文寧公主突然覺得有點緊張，想

見他又怕見他，可不管他如何責怪，自己都該受著。 

侍女將雷安請進屋，他看了眼站在屋中有些局促不安的人，轉頭吩咐道：「妳們

都下去。」 

「是。」侍女們退出房間，將房門關好。 

雷安見桌上飯菜一動未動，又看向文寧公主。幾日不見她似乎又瘦了，這西北真

是不養人。「這些，不合胃口嗎？」 



「不是。」她忙解釋道：「是我心裡煩悶，吃不下。」 

「因何煩悶？」 

文寧公主嘴唇動了動，過了會兒回道：「因為府中近日變故太多。」 

這個理由挺好的，幾日之間，老王爺身死，二公子入獄，確實挺讓人煩悶的。 

雷安往前走了幾步，見她沒坐，便也站著，「那日的事，我不怪妳。」 

文寧公主嘴唇翕動，半晌福身道：「謝謝王爺。」 

雷安向一旁躲開，沒有受她這一禮，「妳對我說話……不必這樣小心。」 

即使他是王爺了，即使她曾想利用他，但她名義上仍然是他母妃，這樣有顧慮地

說話，讓他心中有些煩躁。 

他二人誰也沒有注意到，雷安對她的稱呼從母妃變成了妳。 

文寧公主輕聲應道：「是。」 

她如此聽話，讓雷安更加煩躁。這麼多年，她都是這樣小心地應對他父親、應對

他二哥，如今也要這樣對他嗎？她從前都不會這般小心翼翼和自己說話。 

不就是想利用他殺了雷敏才嗎，什麼大不了的事。若是雷敏才真的敢對她動手，

不用她說，他第一個也會把雷敏才殺了。 

文寧公主不知雷安來此是想說什麼，她已經做好被責備的準備，只是等了許久，

他也不說話。她有些忐忑，斟酌著開口，「這一次，我便隨殷祺一同回去吧。」 

雷安負在身後的手握成了拳，啞著聲音問她，「妳當真如此想？妳若真想回去，

我不攔著，只是和親公主回朝都是什麼下場，妳應該清楚。」 

這不是她想聽的話，但她想聽什麼呢？那些都是妄想。 

文寧公主低下頭，抿唇嚥下心中苦澀，「我……都由王爺決定吧。」 

「我決定？」雷安看著她低垂的頭，以及頸後露出的細白皮膚，「那就不要走，

留在這裡。」 

文寧公主閉上眼，眼淚險些奪眶而出，一顆心落在實處，有雷安這句話，困擾自

己多日的煩思頓時煙消雲散。 

「但不是做我的母妃，」雷安向她走近一步，聲音堅毅，「而是做我的女人。」 

文寧公主一顆心才剛落下，聽了這話，詫異抬頭，嘴唇微張，「你……你在說什

麼？」 

她的膚色如玉，眉目間總有淡淡的憂慮，不過二十五歲的年紀，褪去了少女的青

澀，宛如正要盛開的白蓮，吸引著他。 

雷安喉頭滾動，突然伸出雙手捧住她的臉，不由分說吻了上去。 

文寧公主嚇得往後連退兩步，身體撞到桌子，上面的碗筷發出輕微碰撞聲，她本

能地用雙手在背後支住桌面，才勉強站穩。 

雷安早就不是那個圍在她身邊蹦跳的少年，他身上濃濃的男子氣息包圍著她，文

寧公主覺得自己的身體已經不受控制，任由他予取予求。 

過了許久，雷安才放開她。 

文寧公主慢慢找回理智，抬手搧在他臉上，聲音發顫，「放肆！我是你母妃！」 

雷安硬生生受下這一掌，面上毫無羞愧之色，只牢牢鎖住她雙眼，一字一句道：



「今日起，不是了。」 

 

 

雷安請人把殷祺叫到書房，他開門見山的道：「我派人找過父親的遺物，沒有發

現那個玉佩，監軍大人可知道玉佩的去向？」 

殷祺聽完，心裡便明白了，他笑著問：「看來皇姊果然對王爺情深意重，將這般

隱祕的事都告訴你了。」 

雷安無視他的嘲諷，沒錯，這些的確是文寧公主告訴他的。他知道此事後，便命

人在老王爺的遺物中尋找那塊玉佩，同時把那個男孩保護起來。 

殷祺在屋裡走了兩步，轉頭又問：「既然王爺都知道了，那麼請問這府中可有十

四歲的男孩？」 

雷安抿唇盯著殷祺，半晌後才說：「有。我不會告訴你是誰。」 

府中下人的賣身契裡沒有一個十四歲的，但是雷安知道，跟在藥師身邊的一個藥

僮，他的賣身契是偽造的，實際年齡不詳。 

這個孩子曾經一度被老王爺帶在左右，直到他開始沉迷丹藥後才將那孩子送到藥

師身邊。雷安猜測，老王爺在得知玉佩和皇子的消息時，起初是有些打算的，所

以將皇子小心安置，但是後來他心性發生變化，大約也知此生不可能再造反了，

於是將他送到藥師身邊。 

如果府裡真有這樣一個十四歲的男孩，那只能是他了。 

殷祺又問：「你怎麼確定他就是？」 

雷安盯著殷祺，「玉佩以及我父親對這孩子不一般的保護。退一步說，如果這個

孩子不是皇子，那我府中便沒有皇子，當今聖上還是聖上，與其他人無干。」 

雷安的態度很明顯，有正統便扶持正統，若沒有正統當今聖上就是正統，無論何

時也輪不到肅王府的頭上。 

殷祺暗歎，以雷安的性格的確會如此，這也是他當初想扶雷敏才做將北王的原因。 

「監軍大人到我西北，這般重要的事不去和我父親說，卻暗中與公主聯繫，妄想

挑撥二哥與父親的關係。肅王府如此處心積慮，真的是為扶持正統嗎？」 

殷祺彎唇，「王爺竟然連母妃都不叫了，這樣很容易落人口實。若是被有心人知

道了，公主該如何自處？」 

雷安拍桌站起，「你在威脅我？」 

殷祺面上風輕雲淡，「殷某不敢，只是覺得既然大家目標一致，就該齊心合作，

若是王爺想給肅王府扣上什麼莫須有的罪名，那也要想一想自己是不是真的無懈

可擊。」 

人人都有軟肋，文寧公主就是雷安的軟肋，若是被人知道她與繼子有糾葛，雷安

不會怎麼樣，倒楣的只會是她。 

殷祺問道：「王爺接下來打算如何？」 

雷安咬牙道：「自然是擁正統，起兵造勢。」 

殷祺搖搖頭，「殷某有個提議，如今從西王正與朝廷打仗，王爺不如去信給從西



王，尋求聯手。到時兩位藩王合力，若能和平解決此事，也可少些無謂的犧牲。」 

雷安不語，心中計算。 

殷祺又說：「還要多問一句，王爺準備拿四方會怎麼辦？」 

「四方會？」雷安反問，隨即想起這一次殷祺來西北是為了剿滅四方會的。自己

根本沒把四方會放在眼裡，區區一個商會，哪值得出兵？ 

殷祺道：「四方會總舵主現在就在王府內，王爺可要見見她？」 

雷安奇道：「魏有道也來了？」 

魏有道曾來過王府，雷安與他有一面之緣，印象中是個沉穩大氣的人物。 

殷祺搖搖頭：「他已經死了，現在的四方會總舵主是蘇然。」 

「蘇然？哪個蘇然？」雷安嘴張得半圓，半晌才磕磕絆絆地問：「她是……四方

會總舵主？怎麼會是這麼一個、一個……」 

殷祺反問：「一個女人？」 

雷安搖頭。他不是指性別，而是，一個商會的總舵主怎麼也該像魏有道那樣成熟

穩重、圓滑老練，但是蘇然她…… 

殷祺點點頭，心有戚戚，「不必說，我明白。」 

就在這時，有侍從來通報，「塔力甫派使者前來，想與王爺商量談判一事。」 

塔力甫雖然打掉了雷安四處營地，但他自己的一處大營被燒，損失很慘重，功過

相抵，並沒有讓他在與胞兄的王位之爭中得到優勢。如今雷敏才收監了，若是與

雷安硬碰硬，難度很大，因此他想出了另外一個方法—— 與雷安合作。 

雷安聽到侍從通報，冷笑一聲，「他有什麼資格與我談判？」 

殷祺沉思，開口道：「王爺是不是該見一見，至少聽聽他要說什麼。作為一軍之

將，克敵制勝是目標，但是作為一地之統領，除了戰爭之外應考慮多種合縱連橫

的方法。」 

雷安道：「我不願與這種陰險小人談話。」 

殷祺勸道：「你覺得他是陰險小人，北夷王或許覺得他是個人才。如今是他需要

我們，若能以此為條件換得邊境十年甚至二十年的安穩，百姓的生活會舒服許

多，西北也有休養生息的時間，現在他來求見，對我們談判會更有利，請王爺三

思。」 

西北處在邊境，大小規模戰事不斷，人口越來越少，再加上朝廷一直對他們忌憚，

各種名義的賦稅和借兵不時會壓下來，如今要擁正統，很難兼顧與北夷的戰事，

塔力甫此時來談判的時機剛好。 

雷安皺眉，片刻後起身，隨侍從一道去見來使。 

第四十二章 榆木腦袋何時開竅 

這天晚上，蘇然與殷祺在院中小坐，她這兩天心情不錯，雷敏才得到了懲治，自

己毫髮無損的從北夷軍中逃了出來，而且雷安與文寧公主似乎進展神速。 

「那地圖，妳當真是從塔力甫的營帳中拿出的？」 

蘇然點點頭，將那日的事情對殷祺說了一遍。 

殷祺了然，「下次，妳能不能先把這些交給我？」 



蘇然腦子轉了轉，沒有回答他的問題，而是反問道：「你真的要扶持正統嗎？」 

殷祺輕笑，「有意思，雷安今天問了我同樣的問題，若不是有公主在，我都要擔

心了。」 

「……不怪人家這麼覺得，因為你做事太不坦蕩了，老是暗中算計這個算計那

個。」 

「那妳說說，肅王府不為扶持正統，能為什麼呢？」 

「肅王府隱在其中，事敗，就不出聲，反正有那幾個假皇子在，又有柏江和雷安

衝在前面。」蘇然左右看看，探身過去小聲說：「事成，就站出來，說正統在你

們這，到時小皇子是你們養大的，非要讓位給皇叔，誰也說不出什麼。」 

殷祺看她一眼，「沒了？」 

蘇然一挑眉，上下打量他，補了一句，「就是不知道，你們怎麼證明手裡那個是

真皇子。」 

「這的確是個問題。」殷祺點點頭，「我再給妳補充幾點。首先，此事若敗，可

以說柏江和雷安是受人蒙蔽，誤信謠言，因為他們手裡的的確不是真皇子，若態

度夠好，朝廷缺人，就不會要他們的命。其次，這些話我只告訴妳一人，妳若是

想我死，可以拿出去和別人講。」 

「四方會現在被說成是反賊，那我肯定願意換個皇帝，至於誰當，我又無所謂……

再說，我答應幫你瞞著了。」蘇然莫名被懷疑，嘟囔了一句，又好奇地問：「那

你以後不是要當太子？」 

殷祺學著她的樣子，也傾身道：「我做太子，妳做太子妃如何？」 

蘇然不意他突然湊這麼近，正想往後，又被這句話唬了一下。她眨眨眼，說：「我

前幾天還只能給你做側室，怎麼才幾日工夫，都能當太子妃啦？我也沒多長二兩

肉啊。」 

殷祺笑道：「妳如今於雷安有大恩，西北又是藩王中勢力最大的，若是他認妳做

妹妹，妳便是郡主，再有他的大軍支持……」 

蘇然坐直身體，有些好笑，「你想得真長遠。我救他是頭腦發熱，他被我救下來，

也沒許什麼好處。你都已經幫我們安排那麼多了，你說你這腦子，整天吸收各種

資訊和資料，在裡面不停地計算整合，找出最有利的那個，像不像個……沒感情

的機器人？」 

這句話，殷祺聽了個半懂不懂，但是沒感情他聽明白了。 

他沉下臉，反問她，「原來城門那日，我給妳留下的印象就是沒有感情？」 

蘇然語塞。那天，他把自己抱入懷中，以殷祺平日的冷淡作風，那一下絕對是出

於本能的情感，自己這樣說，是有點傷人。 

她有些抱歉地看了他一眼，吶吶道：「我不是那個意思，是想誇你腦子好用……」 

殷祺見她如此，歎道：「我若一個不慎，就會有成千上萬的人陪葬。而現在，除

了這些非做不可的事外，我還想將妳留在身邊。妳想要正妻之位，我就想辦法給

妳，為此，我的確會利用一切可用的人和事。」說著，他抬頭看著她，「妳覺得

這樣就是沒有感情？」 



蘇然愣愣的。 

天，這樣說話的男人，真特喵太帥了！瞧那雙眼，如此深情……很想撲上去…… 

就在這時，何進端著一壺熱茶過來，打斷了蘇然即將伸出的狼爪，他將茶壺放下

便轉身離開。 

蘇然看著他的背影，誇道：「何先生真是厲害，十項全能，哪找的這麼好的幫手？」 

殷祺笑道：「我還有，妳若嫁我，就送妳一個。」 

蘇然「噗嗤」一笑，伸手去拿茶壺，「送自己妻子男人，你還真是與眾不同。」 

殷祺也伸手去拿茶壺，隨意道：「這麼說，妳同意了？」 

他當先握住茶壺的把手，另一手正要拿杯，忽覺手背溫熱。 

蘇然的手正好也到了，與他的碰到一處，兩人同時微怔，但誰也沒收手。 

蘇然抬頭看他。 

月色正好，面如冠玉，墨色雙眸正神情專注看著她，美色當前，蘇然覺得有點把

持不住。 

殷祺似有所感，安靜地等她開口。 

蘇然抿唇，在心裡想怎麼措詞，「……我覺得吧，談戀愛就像找工作一樣，應該

先有個試用期，才好知道兩個人合適不合適，你說是不是？」她一邊說一邊大著

膽子輕輕動了動手指，像羽毛一樣在他手背上摩挲。 

「試用期？」殷祺垂眸看著她不老實的手指，「妳的意思是想跟我先來一段試用

期？」 

他勉強猜出「試用期」的意思，不想破壞這個氣氛，便順著她的話往下問。 

蘇然衝他抿嘴一笑，基本上就是這個意思。 

殷祺輕輕點下頭，又問：「那試用期結束，妳若是滿意又該如何？」 

蘇然莫名其妙，「那就……繼續試用唄。」 

「蘇然。」殷祺壓下心裡的火，語氣變硬，「妳這是玩笑話還是認真的？」 

他在努力想辦法給她身分，她在想什麼？還試用期，聽著就不是好詞。 

蘇然見他神情變了，忐忑地收回手指，試探著問：「要是認真的，你打算怎麼樣？」 

殷祺沉下臉，盯著她，「我會很生氣，想把妳關起來，用鏈子鎖住，讓妳永遠也

跑不掉。」 

蘇然下意識往後挪了挪。生氣就生氣吧，突然玩起暗黑幹麼？忽地又想起，殷祺

這個人在原書裡似乎就是暗黑系的，他不是把女主關起來了？ 

她眼角餘光瞄了眼小刀待的屋子，又笑著對殷祺說：「當然是開玩笑了，你這麼

認真幹麼？」 

殷祺瞪著她，實在拿這個女人沒辦法。 

 

 

雷安考慮過殷祺的建議後，命人給從西王去了一封信，他留了個心，沒有提到皇

子的事，只說十四年前先皇在與他父親的那場戰爭中，死因不明，或許有骨血流

落在外，問從西王是否知道此事。 



那邊的回信比他預計的快許多，對方不但知道此事，還說他們從西王府被人扣了

屎盆子，硬說皇子在他們那，所以才有現在這場仗。同時表示十分願意與將北王

聯手，共同徹查此事，若真有皇室骨血流落在外，一定要找出來，並委婉地提出，

希望雷安能先出兵幫他對付一下朝廷。 

雷安接到信有點懵，從西王的畫風似乎和他想的不太一樣。 

不過從西王這一次在與朝廷的戰鬥中明顯落了下風，輸了就得交出爵位，這是全

家掉腦袋的事，會這樣急切好像也能理解。 

只是出兵幫助從西王這事，雷安還需再議，現在他正在與塔力甫會面。 

會面前，殷祺給雷安做了些心理建設，比如「天下熙熙，皆為利來」這種，直白

話就是「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遠的利益」，國與國之間更是如此，以免他當

場和人家打起來。 

結果，雷安還是捏碎了個杯子。 

相比之下，塔力甫可能因為是客非主，而且他本身不是主戰派，倒是圓滑許多。

不過也正是因為他不主戰，所以在王位爭奪上一直被壓著。 

北夷地處偏寒，遊牧民族出身，資源少，盛產優質馬匹。現在，他希望能得到將

北王的支持，扶他做北夷王，並且將來開放邊外通商，讓北夷人可以從大佑買到

食物布匹，而北夷也會相應地提供駿馬，等他成為北夷王後，許諾十年內不侵犯

邊境百姓一絲一毫。 

這是雷安第一次不在戰場上打仗，而是在桌前與敵人過招。 

談成的那一刻，他發現自己心情輕鬆不少。 

未來十年，西北的百姓不必再受徵兵困擾，那些久未歸家的將士可以有時間與妻

兒團聚。 

雷安終於有些體會到殷祺所說的「作為一地統帥，應考慮多種合縱連橫的方式」。 

談判最後，塔力甫提出聯姻，這一條被雷安果斷拒絕。 

「若是犧牲女子才能護邦定國，那還要我們這些人幹什麼？」 

殷祺聽聞此話，與何進道：「雷安果然有大將之風。」 

何進點頭稱是，卻又慢慢道：「西北有他守著，將來定會越來越強大……要不要

提前防一防？」 

殷祺道：「這是聖上該操心的事，你我二人就別管了。」 

何進不語，心中卻在奇怪，肅王爺雖然沒有明說他的意圖，但府中知曉此事的人

都是心知肚明，世子這話倒像是將來不打算…… 

他正這樣想，又聽殷祺問——  

「我聽說暄妍有個心上人？」 

何進納悶道：「世子怎麼關心起這些了？」 

妙齡少男少女，雖說婚姻大事都是遵著父母之命，但哪個心裡能沒個心動之人。 

殷祺想了下說：「若是她想退婚……」 

何進是何等聰明之人，他立刻明白其中的利害。 

世子是想退婚了，但他不願肅王府出這個頭，便想讓暄妍開口，這樣既不讓聖上



懷疑肅王府，也能護住暄妍的面子，只是…… 

何進低聲勸道：「王爺王妃在京中已是凶險萬分，這時候，不宜橫生枝節。」 

殷祺看著蘇然門前的銀杏樹，過了會兒，說：「你說的對，是我考慮不周。」 

 

塔力甫來王府見雷安一事，除了殷祺關注外，蘇然也很惦記，她聽說塔力甫來了，

忙忙的跑過去，小舟樂顛顛地跟在她身後。 

她們在會客廳不遠處遇到了文寧公主，文寧公主從雷安那裡知道之前蘇然說的

話，對她十分感激，此時見她匆匆忙忙，便問道：「蘇姑娘有何要緊事？」 

蘇然神祕兮兮的衝她一笑，「我聽說塔力甫來了，我去看看。」 

文寧公主回頭看了一眼不遠處的會客廳，蹙眉對蘇然說：「這……未得命令……」 

蘇然無所謂的擺擺手，「我就偷偷看一眼，又不是要進去。」 

小舟也揚揚手裡的小盒子，十分乖巧地說：「蘇然姊姊說，我偷了人家東西，得

還回去。」 

盒子裡的地圖雷安都拿走了，小舟說喜歡這盒子精巧，背著蘇然找雷安要了回來。 

蘇然一把將盒子搶下來，把這東西還給塔力甫，不是點火嗎？ 

「這回就算了。」 

她倆說完，一前一後往會客廳走。 

剛一到門口，就聽裡面傳出腳步聲和說話聲，看樣子像是談完了要出來。 

蘇然忙小跑到後面，擺了擺姿勢，等大門一開，她一臉自然地走過去。 

雷安將塔力甫送出門，正好與蘇然來了個「不期而遇」。 

蘇然裝出驚喜的樣子，對雷安道：「想不到碰上將軍了。」 

她又轉頭，先看到了跟在後面的殷祺，後者用眼神明明白白地告訴她—— 我知

道妳要幹什麼。 

蘇然衝他笑笑，才看向塔力甫。 

他是個典型的少數民族長相，鼻梁挺拔顴骨高，面部線條硬朗，皮膚黝黑，頭上

脖子上掛著些有鮮明特色的飾品，和他的黑皮膚很相稱，透著股豪爽的氣勢。 

男人帥不帥，三分長相七分氣勢，蘇然暗自滿意，長相還是過關的。 

她裝著不知道，問：「這位是？」 

雷安的眼神飄到文寧公主身上，她與蘇然在一起時，似乎也變得開朗些。 

文寧公主垂首，面頰飛紅，唇邊含笑。 

塔力甫主動自我介紹，「在下塔力甫，這位姑娘是？」 

「蘇然。」 

塔力甫微怔，覺得這個名字有點耳熟，隨即想起營地失火之後他派人調查，得知

那晚偷走他東西的營妓就叫蘇然。想到自己的事情居然是被這樣一個俏生生的小

姑娘給攪黃的，他不但不生氣，反而還覺得新鮮好玩。 

「我要是知道那晚在營帳中等我的姑娘這般漂亮，無論如何也會早些回去。」 

蘇然抿唇，「我要是知道將軍如此英明神武，也就多等會兒了。」 

塔力甫一臉遺憾，「這麼說我沒機會了？」 



北夷人生性開放，在男女之事上沒那麼多講究，他這話半是調侃半是認真。 

蘇然衝他瞇瞇眼，認真地說：「我已經把你放到備選名單上了。」 

雷安聽她說話不著調，便引著塔力甫離開。 

殷祺跟上，蘇然和文寧公主落在最後。 

蘇然小聲對文寧公主說：「這人差點就成了我第一個男人，我當然得看看他長什

麼樣了，還挺帥的啊。」 

走在前面的殷祺腳步頓了下。 

文寧公主被她這句話嚇得不輕，下意識先看了看左右，怕被人聽了去。她覺得蘇

然年紀小，可能出身苦沒人教過，便好心勸道：「姑娘被人帶入軍營一事，還是

不要提吧。」 

「我是受害者，有什麼關係，再說我不提別人也知道啊。沒事，我最大的優點就

是臉皮厚。」 

走在前面的殷祺彎唇，蘇然這樣說，他就知道她沒有受什麼委屈。 

待到一個拐彎處，蘇然與文寧公主分開，殷祺卻一個轉身，跟著蘇然一道往回走。 

殷祺說道：「妳有沒有覺得雷安與公主最近有點不一樣？」 

蘇然自得的一笑，她的功勞。 

殷祺回頭看了眼跟在後面的小舟，小舟「嘖」了一聲，朝天翻個白眼，轉身往別

處去。 

她一離開，殷祺說話便無顧慮了，「他們這樣不怕萬劫不復？」 

蘇然皺眉道：「你不要亂說話，人家什麼都沒幹。」 

殷祺觀察她的表情，過了會兒，了然道：「妳是不是又出餿主意了？」 

這個詞不太好聽，還是殷祺在四方會時聽蘇然自己說的，他用了一次後覺得這詞

相當貼切，也就順手用起來。 

蘇然為自己辯解，「我那明明是好主意。」假死，瞞天過海，電視劇裡都這麼演

的。 

「真正的好主意是這樣的。」殷祺不以為意，「讓公主與我一道回京，雷安再次

請旨求娶公主。宮裡如今沒有適齡的公主，聖上或許會覺得把一個嫁過人的公主

指給藩王不合適，但若這藩王自己願意，那聖上也不會說什麼，還免得他再出一

個公主。」 

蘇然腳步停了停，敢情他有招啊！ 

「那你怎麼不早說？」 

殷祺好笑道：「說了對我有什麼好處嗎？讓雷安承我的情，那還不如用公主要脅

他更好用。」 

蘇然一愣，隨後手握成拳，伸出食指，虛空點點他，警告道：「你要是敢用公主

威脅雷安的話，我就跟你徹底掰了。」 

殷祺低頭，看到她的手在自己眼皮底下晃啊晃的，便一手握住，用力往身前一拽，

蘇然踉蹌一步差點撞到他身上。 

殷祺低頭小聲說：「所以妳現在是在用妳自己威脅我嗎？」 



蘇然抽回手衝他揚揚眉。 

「原來妳也知道這樣威脅我很有用啊？」他笑道，隨即瞇起眼，「我只是好奇，

他是怎麼說服自己的？明明比妳我二人要難得多，他怎麼就能成呢？」 

雷安那個性格，居然能克服心裡的難關？殷祺下意識看了眼身邊的人。 

蘇然也正皺眉嘀咕著，「誰說不是呢？」 

從四方會那次開始，再到堯城，以及前幾日晚上的勾引，算下來，自己都主動送

上門三回了。 

三回！什麼榆木腦袋也該開竅了。 

可惜，殷祺不是腦袋不開竅，只是他想給她的，和她想要的始終不是同一個。 

她想到這，側頭看向殷祺，正好與他的目光相撞，兩人都是微怔，有些不自在的

各自回過頭去。 

 

 

與塔力甫談判結束，雷安就有時間安排接下來的事，他需要決定是否派兵助從西

王，以及如何安置皇子。如今皇子的消息還未漏出，只有幾個人知道。 

若按雷安原來的想法，這時就該公開此事，質問上者，但他做了幾天的將北王，

漸漸明白父親當年為什麼暗中將皇子保護起來，後來又為什麼放棄。 

先要證明這孩子真是先皇的，然後還要考慮能不能贏，若贏不了，就是數以萬計

的人命，不是那麼簡單出個兵就完事。 

不過就算皇子一事先擱著，從西王的事也不能擱著，他就快要輸了。 

殷祺從另一方面來勸雷安—— 從西王若是輸了，三位藩王只剩兩個，下一個會

拿誰開刀？ 

雷安最終決定先不提皇子，待助從西王贏得此仗後再議，他派出兩萬士兵南下協

助從西王。 

兩萬大軍不可能一下子到達，要分批過去，那就需要找個信得過的人開路，給從

西王遞話，而殷祺他是不敢信的。 

文寧公主提議讓蘇然帶五千騎兵先去，這姑娘腦子靈活多變，嘴皮子也厲害，就

是身分低了點，不過這事也好解決，雷安認她做個妹妹就行了。 

文寧公主將此事告訴蘇然後，被蘇然拒絕了。 

「我哪有那個本事，還帶兵？」 

她在柏江那裡能同意，是因為那只是掛個名，又沒真給她兵，但這次聽文寧公主

的話，是有五千騎兵的，別說五千了，就是五百她也不知道怎麼用啊！那會在梅

花寨，她只帶一百多人上虎爪山撿漏就已經是力有未逮了。 

雷安說：「我當然會派人跟著。」 

蘇然嘀咕，「你的人也不可能聽我的呀……」 

雷安道：「這個肯定聽妳的。」他對門外喊道：「進來。」 

只見熊良大步邁進屋，對著雷安抱拳，「末將見過將軍，見過蘇姑娘。」 

第四十三章 領兵南下支援 



南下的事敲定後，蘇然想著如今雷安也知道她是四方會總舵主了，就不再客氣，

「你之前說要謝謝我的，我現在想到要什麼了。」 

雷安反問：「我認妳做妹妹還不行？」這以後就是郡主啊，多大的禮，等於送給

她整個人生。 

蘇然不解道：「當你妹，我其實沒得到什麼實際好處啊。」 

雷安看了眼殷祺，低聲道：「好處很多，以後妳就知道了。若是有人想欺負妳，

將北王府就是妳的娘家。」 

是這樣嗎……草根出身的蘇然，對於地位突然拔高還沒有什麼切身感受。 

「不過……」雷安又道：「妳想要什麼？我聽聽看。」 

蘇然想起這才是她想跟雷安要的東西，「你能不能把西北所有城市的經商權打開

給四方會？四方會做生意很厲害，能大大拉動城市經濟，而且還特有底線，一點

都不奸。」 

這可是她親身經歷過的，不算自賣自誇。 

雷安笑道：「這有何難，本來我父親也曾想與你們合作。」 

就這樣，蘇然帶著雷安寫給從西王的信和他的五千騎兵，以及給四方會的「西北

地方商業許可證」，辭別雷安，往南行進。 

第一站去找柏江，把與將北王合作的事告訴他，也算是完成了此行的任務。 

對了，這隊伍裡還跟著一個奇怪的人。 

蘇然坐在馬車裡，問殷祺道：「為什麼你也跟著？你不是監軍嗎？」 

殷祺一手執書，一邊隨意道：「雷安暗中協助從西王謀反，還將聖上派來的監軍

扣為人質，送給從西王作見面禮。」 

蘇然啞口，這種解釋都可以…… 

她嗤道：「我看你就是想賴著我。」 

殷祺笑了，「這麼明顯，還用說出來？」 

蘇然扭頭偷笑，殷祺看著她也跟著心情愉悅。 

「我不跟著，妳哪有馬車坐、有小食吃？」 

蘇然正伸手去拿蜜餞，這個是桃子做的，殷祺知她不喜吃酸，便沒帶梅子乾那些。 

蘇然覺得不能讓他太得意，打擊道：「如果從西王那裡也有個皇子，那雷安一去

信，你不就露餡了？」 

殷祺道：「我自然知道那邊沒有。」 

「咦？你不是說，每個藩王都送了一個嗎？」 

殷祺看她一眼，放下手裡的書，對她招招手，「妳靠近些，我小聲跟妳說。」 

蘇然抵不過好奇心，到他旁邊坐下。 

殷祺側身在她耳邊低語，「聖上厲害得很，當時派出去的四個孩子，三個給藩王，

一個給蕭將軍，但是往東北去的半路被人截走了，如今從西王府裡若有這個孩

子，和朝廷打了這麼久，早就會有消息出來。」殷祺說完，垂眼看她白瓷似的皮

膚，嘴角邊還黏了一粒蜜餞上的糖粉。 

蘇然心道：這些孩子也是可憐，從一開始就被當做替身，專門吸引火力用的。 



「從西王這個，怕也是凶多吉少了吧？」 

「我們要做的事，無論怎樣，都是要死很多人的，我只是想儘量死的少一點。」

殷祺回她，「妳一定要替我保密，皇子的事必須要在合適時機放出消息，才能起

到最大的作用。」 

怎麼就成「我們」了？她從來沒想要幹什麼「都是要死很多人」的事。 

蘇然轉頭，「我到底是怎麼被你拖下水……」她話一下停住，因為這一轉頭才發

現，自己與殷祺實在離得有點近，幾乎快要呼吸相聞了。 

她眼睛往下落到他的唇上。 

我靠，這麼近了，要不要親一下？ 

她抿抿唇，正猶豫時馬車一震，她措不及防，腦袋往前一撞，這一下原本是要親

上的，但殷祺下意識伸手扶住她的肩膀，這一下就沒碰上，只是額頭擦過他唇角。 

蘇然坐正，清清嗓子，覺得應該坐回對面去，但又捨不得，馬車中陷入安靜。 

殷祺：「……」我為什麼要扶她？ 

 

 

柏江得知將北王願意聯手後，有些驚喜，意外事情竟如此順利，又問：「將北王

當真願意擁立皇子？」 

蘇然點點頭。都是真心想擁立皇子的，不過每個人都擁了個假皇子而已。 

至於真皇子，她雖不知殷祺說的合適的時機是什麼時候，但她也能感覺到，現在

的局面讓真皇子暴露出來不合適。 

梅花寨眾人得知蘇然回來後都很高興，蘇然先是和侯三打聽了下齊州府那邊的情

況。 

侯三和蘇夕通過信，蘇夕和侯奶奶生活在一起，平日接點零活，兩人一起做，收

入夠生活。自上次殷祺整頓過府務後，齊州府各種稅收少了許多，大家的日子還

算不錯。 

蘇然聽了就放心了，讓侯三傳信回去，說她過段時間就回去。 

吃土人得知蘇然要南下，就要跟著。 

蘇然心裡一動，問他，「是不是逍遙客在那邊？」 

吃土人沒回，只哼了一聲。 

她探頭看了他半天，想看看當年的「雙壁」到底長什麼樣。 

吃土人啞著嗓子，「再看把妳眼珠子挖出來。」 

而最讓蘇然驚訝的是羅乘風的不告而別，蘇然一開始還挺擔心的，結果跟梅花寨

的人一打聽，人家都不當回事，說他們二當家一直是這樣，每年在寨子裡都待不

了幾天，之前是因為大當家死了，他才回來的。 

但蘇然還是覺得奇怪，人去哪也不說一聲？ 

倒是朱晗給了她一個解釋，「大概是去找藥了。」 

「什麼藥？」 

朱晗略有疑惑，「原來妳不知道？羅乘風體內有多種毒素，這輩子怕是清除不了



了，他能活到現在，應該是靠四處找藥來續命的。」 

蘇然還真不知道，她只知道羅乘風體質特殊，一般的毒藥毒不死他—— 這是侯

三的原話。 

她心裡挺難受的，難怪他老是給人一種不考慮明天的感覺，認識這麼久了也不說

一聲，要找什麼藥，大家一起找不是更快？ 

朱晗寬慰她說：「換成是我也不會用這種不愉快去影響別人，大家都圍著他安慰

才是他不想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