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九章 話本火紅她出名 

齊越安洗乾淨臉上的脂粉後，露出一張稜角分明的俊臉，哪怕身上穿著花花綠綠

的衣袍，依然俊美，只是身上的紈褲氣息有點重。 

阮溪暗自平心而論。 

「阮三小姐，看清楚我的真容了嗎？」齊越安俊臉掛上懶洋洋的痞笑，好似沒有

看到阮寧恍若被雷劈到的驚駭表情。 

阮寧被齊越安臉上的痞笑刺激得回過神來，恨不得時光倒流回去掐死剛才的自

己，她神情僵硬，尷尬又惱怒。 

事情到了這個地步，她依舊不認為是自己的錯。 

都是齊越安的錯，是齊越安故意弄成這副鬼樣子試探她。 

阮寧越想越氣憤，忍不住怒氣衝衝大聲指責。 

「齊二公子，耍著我玩有意思嗎？有誰來探望自己的未婚妻會弄成這副鬼樣子？

我會有之前那樣的反應很正常。」 

這話一出，間接為齊越安證明了身分，屋子裡的所有下人戰戰兢兢的低下頭，就

怕被主子的怒火掃到。 

為齊越安洗臉的瑤紅看小姐硬氣的樣子，不禁抿了抿唇，臉上滿是擔心，生怕齊

二公子會怪罪他們。 

阮溪看到阮寧到了這個地步依舊死鴨子嘴硬，將所有過錯全往齊越安身上推，她

默默搖頭，其實兩人都有錯。 

只是阮寧太能折騰，之前花宴上發生的事，應該已傳到齊越安耳中，齊越安心生

不滿很正常，說不定今日來探望阮寧，也是被淮陽侯逼來的。 

若是阮寧心有懷疑，聰明的用另一種溫和的方式對待塗脂抹粉的齊越安，說不定

齊越安會對她生出一絲好感來。 

齊越安瞥了一眼屋裡沒規矩的下人，耳朵聽著阮寧的質問，忍不住嗤笑一聲，「阮

三小姐，妳這一手將所有過錯推到別人身上的態度，真是令我大開眼界。」 

「齊二公子，做人要厚道，我剛剛哪怕態度不好，也是一心一意維護你的名聲。

你呢？弄成那副鬼樣子來噁心膈應我，對不起我的人是你！」 

阮寧氣炸了，怒目圓瞪。 

她重生回來，並沒有勾搭其他人，一心一意為齊越安積累人脈。 

結果齊越安卻故意來噁心她，對得起她嗎！阮寧感到委屈又憤怒。 

「阮三小姐，我確實有做得不對的地方，可這是有原因的。妳怕是不知道，之前

妳在花宴上衣衫不整拉著郡主府的丫鬟，三番兩次追問四皇子在哪的消息早就傳

遍了。」齊越安收起痞笑，沉下臉道。 

任誰都無法不在意自己的未婚妻追著別的男人跑。 

他只是噁心一下未婚妻，並沒有提出退婚，已是對她最大的容忍。 

「阮三小姐，不管妳對四皇子有什麼心思，請別忘了自己身上還有婚約，若是妳

真的喜歡四皇子，請先解除我們的婚約再說。」 

錢貴在一旁連連點頭，非常同意少爺的說法。 



阮三小姐真的太過分了，連累少爺被府裡的其他少爺小姐們嘲笑。 

旁邊安靜當隱形人的阮溪聞言瞪大眼睛。 

她知道阮寧丟下原著女主沐青慈去追四皇子沒有追上，卻沒有想到還有這番內

情。 

阮寧是一個有婚約的人，卻不停地追問尋找四皇子在哪，確實容易讓人生出不好

的遐想和猜測。 

尤其是當時阮寧一副衣裙凌亂的模樣，肯定會滋生出各種不好的傳言。 

阮溪對阮寧徹底無言了。 

「齊二公子，你不要誤會，我和四皇子是清清白白的。」 

阮寧一聽齊越安的話，就明白他不是故意噁心她，心裡的怒氣消退大半，急急忙

忙解釋，免得齊越安繼續誤會，她真的只是想抱四皇子大腿，並沒有做出任何對

不起齊越安的事。 

齊越安無所謂的笑了笑。 

「阮三小姐，妳到底怎麼想的，妳自己心裡有數。只要妳不在有婚約的情況下上

趕著往四皇子身上湊就行了。」 

說完，他回頭吩咐錢貴，「錢貴，將我帶來的禮物拿給阮三小姐。」 

錢貴不甘不願的將禮物匣子奉上，「阮三小姐，這是少爺親自挑選的禮物。」 

阮寧見齊越安一副不介意的樣子，再聽他說的話，分明是沒有相信她的話，她臉

色一陣青一陣白，心裡湧起強烈的委屈和不甘。 

「謝謝齊二公子的禮物。」 

她咬了咬唇道謝，悻悻然讓瑤紅收下禮物。 

想起齊越安剛剛說他喜歡胭脂水粉，她壓下心底的嫌惡，忍不住開口問：「齊二

公子，你真的喜歡女人家的胭脂水粉嗎？」 

這一點很重要，阮寧必須問清楚。 

混跡過市井的齊越安哪裡看不出阮寧的心思，他玩味一笑，「喜歡。」 

他說喜歡，可沒有說是喜歡自己用，他可以買來賞人。 

所以，這話不算撒謊。 

「時候不早了，我該回府了，瞧阮三小姐精神抖擻的樣子，應該沒什麼大礙了。」

齊越安懶得和阮寧繼續囉唆下去，亦沒有真正將她之前的話放在心上，在阮寧沒

有做出更過分的事之前，他不會退婚給她難堪，損了她的名聲。 

哪怕她又做作又蠢，讓人不忍直視。 

「錢貴，我們走。」 

齊越安看了安靜站在一旁的阮溪一眼，朝她頷首禮貌笑了笑，便帶著錢貴轉身離

開。 

阮寧聽到齊越安要離開，也沒有挽留，此時的她腦子有些亂。 

阮溪見狀歎了口氣，連忙跟上去，將人送到院子門口，吩咐下人送客。 

「阮四小姐留步。」齊越安客氣有禮的道，婉拒她再送自己出門。 

齊越安看到行為舉止得體的阮四小姐，再想想那蠢得無可救藥的阮三小姐，再一



次暗暗惋惜自己和她終究差了一點緣分。 

「齊二公子慢走。」 

阮溪微笑著目送齊越安離開後，才轉身回到阮寧的院子。 

「三姊，齊二公子離開了，我要去正院和母親說一聲。」 

阮寧憤恨的瞪了看她笑話的四妹一眼，只覺得四妹臉上的笑容非常刺眼，她不耐

煩的吐出一個字——  

「滾！」 

阮溪不和阮寧計較，淡定的轉身離開。 

阮寧揪住身上的薄被，腦子裡不停浮現齊越安剛剛的話，再想到他不以為恥，坦

坦蕩蕩塗脂抹粉的舉動…… 

沒想到齊越安竟然真的喜歡女人家的胭脂水粉，她難以接受看起來高大英俊的齊

越安骨子裡竟然有女性化的傾向！ 

她記得齊越安後院除了有妾室通房之外，傳言說齊越安出入過小倌館，以前她都

當笑話聽，現在……阮寧開始懷疑其中的真實性，齊越安不會真的是男女通吃

吧？ 

阮寧心裡頓時一陣膈應，這一膈應，她竟然生出了退親的念頭。 

可是一想到四妹風光無限的上輩子，阮寧非常不甘心。 

還是先等等看再說。 

只是懷疑的種子已經種下，阮寧又是個心高氣傲的人，她和齊越安有沒有未來，

真的很難說。 

阮溪踏出房門時，回頭看了一眼似乎陷入腦補糾結的阮寧，扯了扯唇角。 

齊越安這一招也就對阮寧有用。 

沒想到他這麼快就摸清了阮寧的性子，還有今日發生的事，若是張氏不壓下來，

估計也會傳出去。 

阮溪為阮寧點蠟燭默哀，若她真的嫁給齊越安，肯定會被齊越安吃得死死的，說

不定連老底都要被掏出來。 

阮溪不疾不徐朝正院走去，素玉和素珠恍恍惚惚跟在小姐身後。 

到了正院，阮溪直接進了花廳。 

「回來了，齊二公子呢？」忙碌的張氏抬頭看了阮溪一眼，皺眉問道。 

阮溪恭謹回道：「回母親的話，齊二公子離開了。」 

張氏瞇了瞇眼。 

齊二公子沒有派人來告知她一聲就離去，這裡面肯定發生了什麼事。 

她也是摸清了那個冒牌貨的性子，就是一個蠢貨。 

聯想到齊二公子那副塗脂抹粉、香氣嗆人的鬼樣子，冒牌貨肯定得罪了齊二公子。 

張氏臉色一沉，「四娘，將齊二公子在三娘院子發生的事，一一說出來。」 

阮溪早料到張氏的反應，沒有絲毫猶豫，一五一十告知張氏。 

張氏越聽臉色益發陰沉，眼中滿是駭人的怒意。 

該死的冒牌貨！ 



她可憐的女兒，名聲都要被這個冒牌貨敗光了。 

「母親，這事有損三姊的名聲，不宜傳出去。」 

阮溪想到伯府兩位出嫁的庶出姊姊，生怕張氏為了折騰阮寧放任這事傳出去，忍

不住提了一句。 

張氏也是這樣想的，伯爺非常看重名聲，但一想冒牌貨幹的破事，張氏就氣得心

肝疼，恨不得毀了她的名聲。 

「此事我自會處理，妳先回院子。」 

阮溪行禮告退。 

她不知張氏會如何處理，只希望吃齋念佛的老太太關注這事。 

伯府姑娘的名聲不能被阮寧連累了。 

至於和張氏的仇，有阮寧在，她連報仇都不用親自動手。 

現在阮寧沒有發現張氏的小動作，由張氏占了上風，以後就難說了。 

阮寧就是個一點就燃、隨時會爆炸的危險人物。 

阮溪回到澄心園後，假裝沒有看到楊嬤嬤一副欲言又止的神色。 

她直接去林嬤嬤的屋子，說了一下學習看帳冊的事，林嬤嬤又提點了幾句，還教

了些別的東西，眼看快到正午，阮溪便和林嬤嬤說了齊越安探望的事。 

林嬤嬤：「……」 

阮溪瞅著林嬤嬤一言難盡的表情，暗暗偷笑。 

「林嬤嬤，我先回屋了。」 

林嬤嬤點頭。 

阮溪回屋用過午飯，便寫信將齊越安探望阮寧的事告訴了溫庭洲，畢竟這裡面牽

扯到了原書男主四皇子。 

當然齊越安扮豬吃虎的事也沒有落下。 

 

待溫庭洲看了阮溪的來信，阮寧的蠢讓他想起蕭睿被包子打臉的丟人一幕，唇角

禁不住逸出一絲笑意。 

他以前沒有關注過淮陽侯府的庶出二少爺，只知他是個不學無術、只喜歡吃喝玩

樂的紈褲。 

沒想到是個深藏不露的。 

嗯，這個人可以介紹給四皇子。 

他相信阮阮看人的目光。 

想到阮阮，溫庭洲看了一眼屋子裡那座已經開始打磨的花梨木小閣樓，目光變得

溫柔。 

再等幾日，他將親自將這份驚喜送到誠意伯府。 

之前擁抱阮阮的感覺很美好，但錯過了牽手，他不免有點遺憾。 

這次，應該可以牽阮阮的手了。溫庭洲心裡暗暗期待著。 

 

 



自從齊越安來探望過阮寧後，接下來的日子裡，阮寧沒有再出其他么蛾子。 

但關於阮寧的流言卻沒有消停，她寫的話本《升官發財娶美人》火了，大火特火。 

整個京城的讀書人都在議論這個話本，博雅書閣幕後老闆開了茶館，在售賣話本

的第二天，就和阮寧簽好合約，請說書人說書。 

現在茶館非常火爆。 

連京城的百姓都能隨口說上幾句有關話本的故事，阮寧算是徹底出了名。 

阮溪從素玉嘴裡得知這個消息後，一點都不感到意外。 

有關阮寧的其他方面一言難盡，但其賺錢的能力，因有金手指加成，財源滾滾不

是問題。 

伯爺爹到時肯定會重新重視阮寧。 

而張氏，怕是要氣到吐血。 

「小姐，最近來伯府探望三小姐的人越來越多了，奴婢第一次知道三小姐人緣這

麼好，可是每天人來人往，總有些不長眼的下人跑來澄心園打擾小姐。」 

素玉端來一盤新鮮切好塊的春桃，忍不住抱怨了一句。 

阮溪吃了一口桃子，聽到素玉的抱怨，莞爾一笑，心裡跟明鏡似的。 

來探望阮寧的大部分貴女，其實是想知道話本的後續，剩下的一小部分醉翁之意

不在酒，都是衝著她來的。 

那些所謂不長眼的下人，說不定就是受了她們的指使。 

「三姊出名了，人緣當然好，母親也想借這個機會為大哥相看門好親事，至於前

來打擾的人，讓門房守好院子大門，無須在意。」 

素玉恍然大悟，「怪不得大少爺這幾日連中午都從書院趕回府。」 

阮溪微微一笑，可不是嘛，阮余文後院只有幾個通房，就為了好娶個高門貴女入

門。 

第二十章 楊嬤嬤坦白身分 

阮溪主僕倆閒聊了幾句，楊嬤嬤終於忍不住進來了。 

她確定自己算是栽了。 

四小姐聰慧嫻雅，有林嬤嬤悉心教導，她這個後來的嬤嬤壓根兒得不到四小姐的

重視，擺明被四小姐供了起來。 

都說沐太妃宮裡出來的嬤嬤非常搶手，她若是能去其他高門大戶當嬤嬤，或許可

以獲得重視，誰知卻在一個伯府小姐這裡碰了釘子。 

楊嬤嬤心裡不甘又憋屈，她觀察了四小姐好些天後，決定主動向四小姐坦白，爭

取她的信任。 

「小姐，我有些私密話要對您說。」 

阮溪心裡一笑，楊嬤嬤終於要坦白了嗎？她對楊嬤嬤的過往很感興趣，畢竟是書

中背叛女主卻被男主四皇子放過一馬的人。 

原著書中含含糊糊說楊嬤嬤被人收買，對沐太妃的方子心生惡念，並沒有交代具

體原因，所以阮溪才會想著將人弄走。 

「素玉，妳先下去，我和楊嬤嬤說會話。」 



素玉看了一眼楊嬤嬤，遲疑了會才退了出去。 

此時屋子裡就剩下阮溪和楊嬤嬤二人，但誰都沒有開口說話。 

阮溪靜靜的喝茶，楊嬤嬤沉默不語，似乎在思考如何啟齒。 

香爐裡，檀香裊裊。 

「楊嬤嬤，妳不是要和我說私密話嗎？」 

阮溪放下手中的茶盞，看著楊嬤嬤，目光沉靜。 

楊嬤嬤沒有直接切入正題，她先問了一句，「四小姐，我的風評和品行都沒有任

何問題，為何得不到您的重用和信任？」 

阮溪輕笑一聲，答非所問，「楊嬤嬤，妳可知道我未和溫公子訂親前是怎麼樣的

嗎？」 

楊嬤嬤點點頭。 

她一來四小姐身邊，就暗地裡收集了這位四小姐的資料。 

四小姐以前一直藏拙，行事謹慎小心，直到和溫公子定了親，才不得不露出鋒芒，

且在雲華寺上香時，還得到了溫夫人的認可。 

這樣的人，哪怕年紀不大，都不是她能拿捏的。 

阮溪看了眼楊嬤嬤的臉色，抿了口茶，繼續道：「所以我從不輕易相信別人，林

嬤嬤是個例外，她是溫老夫人送來的教養嬤嬤。而楊嬤嬤妳不一樣，妳是從宮裡

出來的，我更加不敢信任妳。」 

楊嬤嬤深深地看了直言不諱的四小姐一眼，嘴角露出一絲笑容，「四小姐，您真

是個難以接近的人。」 

阮溪笑了笑。 

「四小姐，我今日是來向您坦誠我的過往，當然，在坦誠之前，我會先送您一份

大禮以顯誠意。」楊嬤嬤的語氣陡然認真起來。 

阮溪挑眉，頗感興趣問道：「什麼大禮？」 

「有關您的奶娘許嬤嬤的死亡真相。」楊嬤嬤說道。 

阮溪面容一整，看向楊嬤嬤的眼神閃過幾分凌厲。 

「是我母親下的手？」 

她懷疑過許嬤嬤的死不是意外，但僅僅是懷疑而已，她沒有麻煩溫庭洲幫忙查一

查。 

楊嬤嬤露出了一抹讚賞的笑容道：「四小姐果然聰慧，一猜就中，我也是意外才

得知這個祕密。」 

楊嬤嬤能在宮裡一路往上爬，最後還混到了最難進去的沐太妃宮裡，手段當然厲

害。 

她和林嬤嬤不同，林嬤嬤只是暫住伯府教導阮溪，並不會在伯府隨意走動，而她

是誠意伯給阮溪尋來的嬤嬤，屬於伯府的人，因此她不時離開澄心園出去晃一

圈，不會有人質疑她。 

她也是無意間發現了這個祕密。 

楊嬤嬤說了一下她發現這事的經過，最後道：「若是四小姐不信，可以讓溫公子



查一查，只要誠意伯夫人真的派了人殺害許嬤嬤，總會留下蛛絲馬跡。」 

阮溪閉了閉眼，她其實已經相信了楊嬤嬤的話，她想到那位和她一般大的少年，

心裡一陣難受。 

張氏果然夠狠，不僅對原主和她下手，連原主最親近、最信任的許嬤嬤都不放過。 

可恨她現在不能和張氏對上，只能暗中籌謀。 

「多謝楊嬤嬤告知我真相，我會讓人查一查真假。」阮溪感謝道，因為這事，她

現在對楊嬤嬤的觀感好了一些。 

楊嬤嬤顯然察覺到了阮溪的細微變化，暗暗鬆了口氣。 

要博得這位四小姐的信任，真是不容易。 

接下來楊嬤嬤坦白了她頂替別人身分，隱瞞真正身世的事。 

阮溪這才知道她為何會背叛女主，原來是和沐家有仇。 

沐家三房為了楊家的一個祖傳養生方子，弄得楊家家破人亡。 

等阮溪得知楊嬤嬤說的養生方子效用後，整個人都不淡定了。 

這個養生祕方原來就是書中沐太妃給女主的一個效果最好的養顏祕方，既養生又

養顏，女主非常喜歡，後來楊嬤嬤為了得到這個祕方，才對女主下手，背叛女主。 

敢情這原本就是人家的祖傳方子。 

怪不得四皇子沒有為女主出氣弄死傷害了女主的楊嬤嬤，而是將她送走。 

「四小姐，我們楊家因為一張祖傳祕方被沐家弄得家破人亡，我一個女流之輩復

仇無門，只想拿回自家那張祖傳祕方，便咬牙頂替了別人的身分入宮為奴，好不

容易有機會接觸到沐太妃，卻被放出宮，我不甘心！」 

「楊嬤嬤，你們楊家的祖傳養生祕方這麼重要，為何不口口相傳？」阮溪同情楊

嬤嬤的同時，忍不住問道，楊家這是典型的懷璧其罪。 

楊嬤嬤苦笑一聲，「四小姐，這等效用極好的養生祕方，不僅需要的藥材極多，

對每一種藥材的分量、入藥的順序、入藥的部分、藥材的年分以及配置的方法都

有嚴格的要求，若是口口相傳的話，怕是早已失傳了。 

「楊家被滅時，我和大哥不在府裡，才躲過這一劫，從此隱姓埋名。當時我已經

看過這個祕方，只是年紀小沒有記全，我不甘心楊家祖傳的祕方落到仇人手裡，

所以選擇詐死離開。」 

阮溪沉默片刻，「楊嬤嬤就這麼相信我？」 

楊嬤嬤淡淡一笑，「我現在除了一條命，什麼都沒有，有什麼好怕的？」 

雖說她還有一個隱姓埋名的大哥，可是他們手中已經沒有了祖傳祕方，沒有值得

惦記的東西。 

至於告訴沐家，她相信四小姐是聰明人，不會這麼做的。 

「我會讓溫公子查證妳的事。」 

阮溪沒有直接相信她，這在楊嬤嬤的預料之中，她笑了笑，「應該的。」 

等素玉看到楊嬤嬤離開時面帶笑容，她心裡就有了一個預感，也許楊嬤嬤會頂替

死去的許嬤嬤的位置。 

阮溪說到做到，正準備給溫庭洲寫信時，素珠突地前來稟告，說張氏有事讓她去



一趟正院。 

 

 

阮寧的院子距離正院並不遠，前來探望阮寧的人都走直通正院的青石板路。 

阮溪整理好儀容，帶著素玉、素珠以及楊嬤嬤離開澄心園走了條安靜的小道去正

院，一路上只遇到少少的下人和巡邏的護衛，令人倍感舒心。 

到了正院，阮溪一進去就看到兩個穿著華麗衣裙的少女。 

這兩個少女阮溪都認得，一個是阮寧的小姊妹沈小姐，應該是來探望阮寧的。 

另一個貴女是沐家大房的庶女，她身邊還站著阮溪極為熟悉的女主沐青慈，只是

她的穿著看起來格格不入，有點像大房庶女的丫鬟。 

沐青慈應該也是來探望阮寧的。 

至於那位表情有些高傲的沐家庶女，阮溪摸不清她的來意。 

得知了楊嬤嬤的身世後，阮溪對沐家沒什麼好感，想必女主亦是如此。 

在原著書中，女主進入四皇子後院後，和沐家幾乎沒什麼來往。後來沐家被清算

求到她面前，她也沒有向男主求情。 

阮溪對沐青慈的觀感挺好的。 

「四娘妳來了，這位沐小姐想見妳。」張氏一看到阮溪進來，立即掛上慈愛的笑

容面對她。 

「四小姐，又見面了。」沈小姐率先開口，笑容美麗溫婉。 

阮溪無意間瞥見張氏滿意的眼神，心中一動，莫非張氏看中了沈小姐？ 

她還以為張氏想要尋個門第高、家世顯赫的貴女當兒媳婦呢。 

阮溪心裡轉過這個念頭，面上含笑朝她們打招呼，舉止從容大方，並沒有落下被

張氏忽略的沐青慈，不過心裡有點奇怪沐家庶女沐青苓點名見她的原因。 

她和沐青苓並沒有交集。 

沐青苓的眼裡雖然帶笑，但卻帶著一絲審視和敵意。 

「四小姐，我是沐青苓，兩日前和溫庭羿定了親，至於會不會和四小姐成為一家

人，還不好說。」 

張氏聞言，眼中閃過一抹笑。 

阮溪頓時了悟。 

溫庭羿，溫庭洲的庶弟，她現在總算明白沐青苓的敵意從何而來。 

同是庶女，她的家世和這位沐家大房備受寵愛的庶女不是同一個等級。 

沐家是侯門，上面還有一位沐太妃，且沐青慈和沐青苓的父親是手握實權的兵部

侍郎。 

而她這個溫庭洲的未婚妻，只是伯府庶女，父親更是暫代的工部侍郎，親事上卻

狠狠壓了這位沐家庶女一頭，難怪沐青苓會不服氣。 

阮溪微微一笑，「沐小姐說的是，未來的事誰也說不準。」 

沐青苓高傲的揚起下巴，「算妳有自知之明。」 

在她看來，阮四小姐肯定過不了溫老夫人那一關，說不定溫老夫人大壽過後，溫



家就會退了這門雙方差距極大的親事。 

阮溪笑了笑，不予置評。 

沈小姐看沐青苓的眼神則有些怪異。 

這時，一個婆子匆匆進來稟告。 

「夫人，溫公子來了，說是來給四小姐送驚喜。」 

沐青苓臉色微微一變。 

阮溪聽說溫庭洲親自上門送驚喜，沒有理會沐青苓微變的臉色，眉梢眼角明顯染

上了幾分歡喜神情。 

一看就像陷入愛情裡的女子。 

沐青苓身後的女主沐青慈在阮溪進來後一直在偷偷看她。 

她非常好奇和羨慕這位阮四小姐，新認識的朋友阮寧說自己四妹命好，她心裡十

分贊同。現在聽到溫公子來了，還要給這位四小姐送驚喜，沐青慈眼裡的羨慕都

快溢出來了。 

阮溪其實也在暗暗關注原書女主，很容易就發現了女主在偷偷看自己以及她眼裡

的羨慕之情。 

沒想到人都換了芯，嫁的人也換了一個，女主還是羨慕她。 

阮溪真覺得不好意思。 

張氏此時此刻掛上了高興的笑容，催促著道：「快，快請溫公子進來。」 

片刻後，一身深藍色錦袍的溫庭洲，嘴角噙著溫潤的笑容緩步進入花廳，身材挺

拔頎長，俊美爾雅，氣質天成。 

緊隨其後還有兩位熟悉的男子，一個是男生女相、容貌豔麗的李景承，一個是阮

溪的大哥阮余文。 

後面有兩個護衛抬著一個用紅布遮蓋的物品進來。 

溫庭洲先朝張氏行了個晚輩禮，「見過夫人。」 

張氏笑容滿面，語氣十分親切，「都是一家人，溫公子不必多禮。」 

看兒子和溫公子以及李閣老的孫子一起前來，看起來關係不錯的樣子，張氏心裡

高興，看阮溪也順眼了許多。 

阮溪看到張氏和藹可親的模樣，微微挑眉，目光掠過紅布遮蓋的物品，唇畔勾出

一抹期待的笑容，對上溫庭洲含笑溫柔的眼眸。 

「阮阮，我的驚喜送來了，讓妳久等了。」 

阮阮…… 

這一聲親暱的稱呼令在場眾人表情各異。 

「咳咳，子潤，你……你叫阮四小姐阮阮？」李景承的反應最大，他差點被自己

的口水嗆到，一臉震驚的看向溫庭洲。 

這還是他認識的那個子潤嗎？ 

溫庭洲眉梢一挑，笑容淡然，「你有意見？」 

李景承連連搖頭，乾乾一笑，「沒有，沒有。」 

阮余文假裝鎮定，心裡卻不平靜，他的目光不時瞅向四妹，暗暗猜測花宴那日到



底發生了什麼事，兩人感情進展竟這麼迅速。 

不過這樣也好，他不用擔心四妹會突然被溫家退親。 

張氏看到溫公子對四娘好，心情很複雜，又高興又不舒服。 

另一邊，沐青慈眼裡是滿滿的驚奇，而沈小姐則微微睜大眼睛。 

至於沐青苓，她的臉色忽青忽白，恍若被人搧了一巴掌，臉上火辣辣的。 

「庭洲哥哥的驚喜必然是最好的。」阮溪瞥見沐青苓難看的臉色，再看溫庭洲一

派光風霽月的模樣，眼底閃過一抹狡黠，故意喚溫庭洲哥哥。 

這話一出口，阮溪自己就先受不了的紅了臉。 

庭洲哥哥…… 

李景承和阮余文兩個大男人同時虎軀一震。 

李景承嘴賤的來了一句，「子潤，你怎麼不喊阮四小姐阮阮妹妹，這哥哥妹妹多

配啊，哈哈哈哈！」 

沐青慈雙眼發光，贊同的直點頭。 

天哪！這古人秀起恩愛來簡直甜膩死人了。 

花廳裡所有人的目光齊刷刷聚焦到開口的李景承身上。 

阮溪無言。 

阮阮妹妹……阮溪心裡一陣哆嗦，手臂上冒出雞皮疙瘩。 

溫庭洲對阮溪的一聲庭洲哥哥頗為受用，正心情愉悅的欣賞阮溪難得一見的羞

澀，李景承卻不識相的跳出來搗亂，他淡淡地瞥了李景承一眼，眼中透著危險的

光芒。 

阮阮妹妹也是他能叫的嗎？ 

李景承被溫庭洲那一眼嚇了一跳，笑聲戛然而止，同時意識到張氏也在場，他開

這玩笑話極為不妥，連忙抱拳朝告罪，「抱歉，子潤，阮四小姐，是我孟浪了。」 

溫庭洲聲音淡淡的，「下不為例。」 

他心裡卻默念了幾下阮阮妹妹，嗯，哥哥妹妹確實十分相配。 

阮溪朝李景承笑了笑，這點小事她並沒有放在心上。 

李景承這才鬆了口氣。 

張氏斂去心底的小心思，笑著道：「不知溫公子送四娘的驚喜是什麼，可否讓我

目睹一番？」 

這話一出，大家的關注力全都轉移了，目光齊齊落在紅布遮蓋的物品上。 

沐青慈和沈小姐眼裡滿是好奇。 

阮余文的目光似乎不經意的掠過沈小姐的面容，嘴角明顯上揚。 

沐青苓則是唇角忽地抿緊，手不自覺的緊握，臉色乍青乍白，覺得剛剛在阮四小

姐面前大放厥詞的自己像個跳梁小丑。 

看溫公子的態度，阮四小姐嫁入溫家是板上釘釘的事。 

沐青苓突然後悔因為一時氣憤，頭腦發熱的前來挑釁阮四小姐。 

可是後悔已無濟於事，她和阮四小姐算是對上了。 

溫庭洲瞅了阮溪一眼，見她沒有在意或是不高興，當即含笑點頭，「可以。」 



然後吩咐守在物品旁邊的兩位護衛掀開紅布。 

紅布一掀開，溫庭洲的「驚喜」終於露出了真面目。 

第二十一章 金豬和白兔 

只見一座一米高的精緻花梨木小閣樓映入眼簾，小閣樓屋裡的擺設非常齊全，還

有兩隻憨態可掬的小動物—— 金豬與白兔。 

沐青苓看到那座小閣樓的瞬間，眼中飛快的閃過一抹嫉妒，手指甲不自覺的掐進

手心裡。 

同是庶女，明明她各方面都比阮四小姐強，為何卻沒有阮四小姐的好運氣？ 

俊美高貴的溫公子到底看上了阮四小姐什麼？ 

她深吸了口氣冷靜下來，擠出笑容稱讚道：「這小閣樓真漂亮。」 

沈小姐也附和點頭，眼裡盡是驚歎。 

「庭洲大哥，我很喜歡這份驚喜。」阮溪瞅著面前結構精巧、雕工細緻的小閣樓，

眼裡透著濃濃的喜愛。 

溫庭洲嘴角高高翹起，「妳喜歡就好。」 

不枉他花費了那麼多心思雕出了這座精美的小閣樓。 

「子潤，這小閣樓太好看了，不知是哪位大師的作品？我也要找他給妹妹雕座漂

亮的繡樓。」 

李景承繞著小閣樓走了一圈，越看越喜歡，就差伸手摸了。 

「這是我親手雕的小閣樓。」溫庭洲微微勾唇，看向阮溪的雙眸溢滿笑意。 

李景承不敢置信的瞪大眼睛，「子潤，你不是在說笑吧，你什麼時候會雕工了？」 

阮余文震驚過後，一臉複雜。 

若不是四妹，誰會想到有如玉君子之稱的溫公子竟有一手精湛的木雕手藝。 

不說李景承，在場的人全都難以置信，唯有沐青慈雙眼直冒星星。 

溫公子好浪漫。 

阮四小姐好幸福！ 

她何時才會遇到這樣俊美又溫柔又浪漫的夫君？ 

一想到自己只是沐府不受寵的庶女，沐青慈猶如被潑了一盆冷水，頓時冷靜下來。 

算了，不奢望了，還是吃別人的狗糧。 

溫庭洲淡淡一笑，輕描淡寫道：「小時候跟一位武師父學過。」 

武師父……學木雕…… 

李景承一言難盡的瞅著溫庭洲，說謊也這麼不經心，誰信啊！ 

和李景承同樣想法的還有阮余文。 

就連張氏也不相信，只是她面上不會顯露出來，還得稱讚溫庭洲雕工精湛。 

沐青苓繼續端著不自然的笑臉附和，她總覺得阮四小姐不時投來的視線像在炫

耀。 

阮溪瞥了眼不知在腦補什麼的沐青苓，唇角上揚，看向溫庭洲的眼神則滿是信任

和歡喜。 

「我相信庭洲大哥。」 



溫庭洲眼裡笑意更深，渾身散發著愉悅的氣息。 

李景承瞠目。 

沐青慈心裡哀嚎，又被塞了一嘴狗糧，她將目光移到小閣樓上，忍不住好奇的問

了一句，「小閣樓裡怎麼住了一隻豬和一隻兔子？好奇怪！」 

「有什麼好奇怪，溫公子這麼做肯定有理由。」沐青苓向來看不上這個妹妹，一

聽到她開口，習慣性駁斥她。 

誰知李景承卻贊同的附和，「確實奇怪，若是住一位女子更好。」 

沐青苓的臉色頓時青白交加，忍不住瞪了沐青慈一眼。 

沐青慈覺得無辜，她只是說出自己的想法。 

李景承說完後，不知想到了什麼，突然一臉詭異的看著溫庭洲，對上溫庭洲似笑

非笑的警告眼神，他識趣的沒有吱聲，心裡卻撇了撇嘴。 

嘖！子潤真是深藏不露。 

「我覺得挺好的。」阮溪非常喜歡那兩隻可愛的金豬和兔子。 

若是閣樓裡住了個木偶美人，反而容易引人遐思，溫庭洲考慮得挺周到的，阮溪

默默在心裡給他點了讚。 

這個時候的阮溪還不知，溫庭洲這隻腹黑大灰狼雕這兩隻動物的真正用意。 

溫庭洲聽了她的回答，嘴角噙著溫潤的笑容。 

李景承瞅了一眼毫無所覺一臉歡喜的阮四小姐，默默腹誹子潤心機深。 

張氏看過了溫公子送四娘的驚喜，頗為識趣的笑著道：「溫公子有心了，連我看

了這座精緻的小閣樓都忍不住想據為己有，四娘真是好福氣。 

「想來你們有些話要說，我就不將你們倆拘在這兒了，四娘，妳帶溫公子去澄心

園，好生招待溫公子，萬萬不可慢待了溫公子，知道嗎？」 

阮溪點頭應了一聲，「女兒明白，請母親放心。」 

溫庭洲朝張氏微微頷首，表示感謝。 

張氏擺了擺手，笑著看他們帶著那座重新蓋上紅布的小閣樓離開花廳。 

李景承見狀，朝張氏拱手告辭，急急忙忙跟了上去。 

阮余文：「……」 

沐青慈無語的看了一眼急匆匆追上去的李景承，她才不會像李公子這麼沒眼色打

擾別人談戀愛，決定去看望將自己折騰到斷腿的阮寧。 

沐青苓暗暗鬆了口氣，終於不用面對他們了。 

她連忙打著探望阮寧的藉口離開了正院。 

只是後頭的沐青慈發現沐青苓離開的背影透著一絲狼狽。 

 

 

澄心園。 

溫庭洲讓護衛將小閣樓放置在廳裡的大桌上，回頭瞪了下沒眼色跟來的李景承一

眼。 

李景承一臉笑嘻嘻，毫不在意。 



素玉、素珠以及楊嬤嬤和聽到動靜過來的林嬤嬤全都將目光集中在精美的小閣樓

上。 

林嬤嬤看到兩隻動物後，意味深長的瞅了溫庭洲一眼。 

溫庭洲假裝沒有看到林嬤嬤的眼神，他含笑瞅著阮溪，賣了個關子，「阮阮，這

小閣樓還有另外一個大驚喜。」 

阮溪腦洞大開，「什麼大驚喜，難道有什麼神奇的機關嗎？」 

李景承豎起耳朵，覺得自己跟過來果然是正確的決定。 

溫庭洲笑著點頭，「沒錯。」 

阮溪這下更好奇了，忍不住開始對著小閣樓東摸摸、西摸摸，尋找機關。 

李景承也不甘落後。 

小閣樓經過細緻的打磨和包漿，表面非常光滑，摸上去非常舒服。 

阮溪愛不釋手的摸了摸裡面的兩隻小動物，眼睛不停的掃視整個小閣樓，陷入沉

思，機關到底在哪裡？ 

素玉、素珠、林嬤嬤和楊嬤嬤四人也忍不住盯著小閣樓，看能不能找出機關。 

溫庭洲坐在椅子上優雅的喝茶。 

一刻鐘後，李景承放棄了，他直接坐在溫庭洲面前。 

「子潤，快說說你弄的機關在哪裡。」 

阮溪也一臉期待的瞅著溫庭洲。 

溫庭洲也沒有再賣關子，他放下茶盞，邁步走到阮溪身邊，朝她露出一抹神祕的

笑容。「阮阮，看好了。」 

溫庭洲的手移到小閣樓的底座左下角按了一下，突然彈出四個小木條，顯然這小

木條就是機關了，他拉動了一下第一根小木條機關。 

底座哢擦哢擦響了起來。 

閣樓裡的金豬突然人性化的動了起來，頗為可愛的做著各種動作。 

屋子裡的人看得目瞪口呆。 

阮溪的眼睛睜得大大的，滿臉的不可思議，「好神奇！」 

「小姐您看這隻金豬是不是在練功？」素玉驚呼一聲。 

這話一出，眾人覺得還真是這樣。 

李景承第一眼就看出了那隻金豬在練功，此時已經驚得說不出話來。 

溫庭洲俯首湊到阮溪臉頰旁，清朗低沉的嗓音透著一絲笑意，「阮阮，喜歡這個

大驚喜嗎？」 

阮溪連連點頭，眼神一直沒有離開那隻耍武功的金豬，「喜歡，太喜歡了！」 

溫庭洲低低一笑，心情頗為愉悅。 

這時，金豬耍完武功。 

溫庭洲又拉了一下第二根小木條，小閣樓底座一陣細碎的聲音響起，白兔子動

了，牠竟然繞著金豬跳起了舞…… 

阮溪等人再次目瞪口呆。 

兔子跳完舞後，就蹲在金豬面前不動了。 



阮溪迫不及待拉了第三根小木條。 

金豬動了，牠竟然用兩隻前蹄抱住了白兔。 

李景承：「……」 

他瞄了一派如玉君子模樣的溫庭洲一眼，嘖嘖了幾聲，真是人不可貌相。 

阮溪噗嗤一聲笑了，打趣道：「豬和兔子竟然相親相愛了，庭洲大哥，你到底是

怎麼想出來的？」 

「這不是明擺著嗎？」溫庭洲眼裡滿是笑意，意味深長道。 

阮溪無語的看了溫庭洲一眼，沒有明白他的意思。 

溫庭洲微微勾起唇角。 

林嬤嬤看了一眼還沒明白怎麼回事的四小姐，嘴角抽了抽。她瞥了一眼楊嬤嬤，

見她一臉了然的神色，便知她猜出來了。 

「庭洲大哥，這最後一個機關會演示什麼，不會是豬和白兔拜堂吧？」阮溪沒有

繼續剛剛的話題，她對小閣樓的機關更感興趣，再一次腦洞大開。 

素玉和素珠雙眼一亮，小姐說的有可能。 

「我覺得很大可能是金豬和白兔入洞房，哈哈哈！」李景承看阮四小姐興致勃勃

的樣子，唯恐天下不亂的開著玩笑。 

阮溪：「……」 

很好，李景承的腦洞竟然比她大，不過她覺得這個可能性極小，庭洲大哥肯定不

會這麼做的。 

溫庭洲淡淡瞥了李景承一眼，不疾不徐道：「最後一個機關是復原。」 

李景承眼裡閃過一抹失望，嘖了一聲，「真慫！」 

阮溪：「……」 

溫庭洲：「……」 

好想拍死李景承！ 

李景承突然拍了下腦門，故作驚訝的冒出一句，「哎呀，若是我沒有記錯的話，

子潤你是亥年出生的，阮四小姐呢，妳的出生年是卯年嗎？」 

這話一出，屋子裡瞬間一靜。 

阮溪的目光不自覺看向閣樓裡相擁的豬兔上，不知想到了什麼，臉頰瞬間爆紅。 

「小姐是卯年出生的。」素珠的聲音弱弱響起。 

沒人說破的時候不會有人多想，現在李景承一語道破，加上素珠的一句話，大家

看小閣樓裡的金豬和白兔的眼神都變了。 

李景承笑咪咪的瞅著兩人，眼神滿是曖昧，嘴裡繼續煽風點火，「哎呀，真是太

巧了，子潤，你說是不是？」 

溫庭洲泰然自若的站在阮溪身旁，嘴角噙著溫潤的笑容，「確實很巧。」 

李景承無言。 

他還是頭一次看到子潤面不改色的撒謊。 

唉，真是長了見識了。 

「阮四小姐有何感想？」李景承見溫庭洲是塊難啃的骨頭，立即掉頭轉向阮溪。 



阮溪臉上的紅暈還未消退，看到李景承不懷好意看戲的眼神，心神當即穩了穩，

一本正經的說道：「感想就是庭洲大哥的雕工精湛，機關設置巧妙。」 

溫庭洲目光落在她臉頰的紅暈上，嘴角翹起。 

「阮阮過獎了，我還做得不夠好，沒有滿足妳的期望。若是早知道……」 

溫庭洲沒有繼續往下說，只是直勾勾的瞅著阮溪笑。 

可他的笑容意味深長。 

阮溪對上他深邃幽深的雙眸，瞬間懂了他話裡未竟的意思，心頭一跳，忍不住紅

著臉瞪了他一眼。 

溫庭洲這傢伙越來越會撩人了。 

她覺得李景承說的一點都不對，溫庭洲哪裡慫了，他分明是一隻老謀深算的狐

狸，一步一步挖坑讓人往裡跳。 

李景承：「……」 

這兩人真是夠了，一本正經裝糊塗，說話一語雙關，現在還眉目傳情，當誰不知

道啊！ 

於是李景承撇撇嘴，直截了當挑明了問：「阮四小姐，我是問妳看到金豬擁抱白

兔子有何感想？」 

阮溪移開目光，對上李景承的笑臉。 

她哪會不知李景承的那點壞心思，一臉淡定的回道：「挺可愛的，很養眼，還很

有想法。」 

李景承嘴角抽了抽，一臉挫敗。 

沒想到阮四小姐也是塊難啃的骨頭，他悻悻然瞅了淡定的兩人半晌後，終於甘拜

下風，「阮四小姐，我服了，妳和子潤真是天生一對。」 

阮溪微微一笑。 

想看她的好戲，沒門！ 

不過溫庭洲的這份驚喜真是送到她心坎裡了。 

阮溪一直都知道溫庭洲沒有表面看起來那麼光風霽月，可也沒有想到他撩人的手

段竟然這麼高。 

阮溪不得不承認，自己真的被他撩得心頭小鹿亂撞。 

他真是個腹黑的心機男。 

林嬤嬤和楊嬤嬤看到這一幕，頗為欣慰和滿意，對阮溪這份定力和反應更是暗暗

讚歎。 

林嬤嬤看了眼屋子裡的幾個人，決定給公子和四小姐製造獨處的機會。 

「好了，閣樓也看過了，溫公子難得來一趟，我們先出去，不要打擾溫公子和四

小姐。」 

素玉和素珠一聽立即點頭，朝小姐福身告退，楊嬤嬤也是如此，唯有李景承不太

樂意。 

等林嬤嬤他們都出去後，李景承還站在廳裡。 

「你怎麼還待在這裡？」溫庭洲看向李景承，語氣帶了一抹不悅。 



李景承嬉皮笑臉，施施然坐在椅子上，一臉的無賴樣，「我是貴客，阮四小姐都

沒有開口讓我離開，我就這麼走了，豈不是掃了四小姐的面子？」 

阮溪真是拜給他了。 

溫庭洲淡淡一笑，贊同點頭，「確實如此，阮阮，讓素玉素珠過來招待這位貴客。」 

李景承不是想當貴客嗎？滿足他便是。 

說完，溫庭洲非常自然的拉著阮溪柔軟的小手準備離開。 

阮溪瞠目。 

猝不及防被牽了手，阮溪懵了一下，猛地看向溫庭洲，卻發現他似乎沒有注意到，

將牽手當成十分自然的舉動。 

阮溪暗道自己想多了。 

溫庭洲的大手溫暖有力，緊緊包裹她的小手，阮溪心跳漏了一拍，耳根悄然發燙。 

溫庭洲目光狀似不經意的掠過阮溪發紅的耳尖，嘴角微勾。 

感謝李景承，他終於牽到阮阮的手了。 

嗯，阮阮的手小小的，白嫩柔軟，感覺特別好。 

溫庭洲握住阮溪的手不自覺的緊了緊。 

此時的李景承一臉愕然，整個人都懵了，完全沒有想到溫庭洲會是這般反應。 

他眼巴巴的瞅著阮溪，「阮四小姐，妳看子潤，他竟然反客為主，太過分了。」 

阮溪定了定神，看到李景承這副不死心的模樣，忍不住揚起唇角，眼中閃過一絲

戲謔的笑意。 

「李公子，庭洲大哥是我未婚夫，不算客人，我這就叫素玉她們進來。」 

不一會，素玉和素珠進來了，按照溫庭洲的意思熱情招待李景承這位沒眼色的客

人。 

被素玉和素珠絆住的李景承眼睜睜的看著兩人去了裡間。 

他撇了撇嘴，無趣的坐在椅子上，不過他今日死皮賴臉跟過來真是跟對了，簡直

不虛此行。 

嘖嘖，誰會想到向來不近女色、對女子疏離冷淡的溫公子竟然是個手段高超的心

機男。 

李景承看著大桌上的小閣樓，忍不住過去拉動最後一個機關復原後，興致勃勃的

玩起來。 

一旁的素玉和素珠：「……」 

 

裡間的擺設簡單雅致。 

溫庭洲牽著阮溪的小手坐下，然後非常自然的鬆開，阮溪再一次覺得自己想多了。 

楊嬤嬤端了茶水點心進來就退了出去。 

楊嬤嬤一走，阮溪已經恢復平靜，她給溫庭洲倒了一杯熱茶，笑著道：「庭洲大

哥，你今日來得真是時候，那位高傲的沐小姐臉色都變了。」 

「哪位沐小姐？沒注意。」溫庭洲咳了一聲。 

他只記得有位沐小姐用包子打了四皇子的臉。 



阮溪無語了半晌。 

敢情沐青苓剛剛在正院是個隱形人，不過她心裡有點小開心，翹著嘴角道：「是

兵部沐侍郎的庶女，和你庶弟溫庭羿前兩日定了親的那位。」 

溫庭洲俊臉一沉，「她欺負妳了？」 

沐家貪汙巨額軍餉的事沒有曝光，聖上看在沐太妃的面上再次壓了下來，只是暗

地裡勒令沐侍郎等人將私吞的軍餉吐出來。 

因此沐家現在依然風光，只是有豐厚底蘊的世家都不會娶沐家女。 

沐家那位庶女和溫庭羿訂親只是湊巧。 

看到溫庭洲的反應，阮溪心裡更開心了，她搖頭道：「不算欺負，只是說我和她

未來能不能成為一家人不好說。」 

溫庭洲嘴角噙著一抹冷冷的笑容，「確實不好說，我那庶弟在去年的元宵燈會對

一位七品小官家的庶女一見鍾情，非她不娶，對他姨娘擅自定下的這門親事並不

滿意。」 

阮溪驚訝蹙眉，「庶子的親事，姨娘怎麼能插手，溫夫人怎麼說？」 

溫庭洲笑了笑，笑意卻不達眼底，「那位姨娘直接越過母親尋了父親出手，母親

見不用沾手溫庭羿的糟心事，便隨她去。」 

阮溪無言了。 

看來溫尚書家後院的水挺深的，但溫夫人還是穩穩坐在正妻位置上。 

想來溫庭洲是故意給她透露一些溫家後院的事。 

不過，阮溪並不害怕。 

高門大戶的後院其實都差不多，妄想妻妾和睦就是個笑話。 

「阮阮，妳放心，我將參加下個月舉行的會試，高中後在翰林院待個一、兩年，

等我們倆成了親，我就謀個外放的職位，帶妳一起去赴任。」 

他早就已經將一切都規劃好了，等阮阮嫁到他家，定然不會讓她受委屈。 

「庭洲大哥，看來你對這次會試非常有信心，還將未來規劃好了。」阮溪抿了口

茶，笑著道。 

離兩人成親還有將近兩年的時間，溫庭洲想得真長遠。 

溫庭洲微微一笑，「三年前我都有把握高中進士前三甲，更不用說三年後的現在。」 

「庭洲大哥，你既然有把握，為何三年前不參加會試？」阮溪好奇的問道。 

溫庭洲輕笑一聲，「科舉對我們這些世家子弟來說，只是錦上添花，況且年紀小

沒什麼閱歷，中了進士也不會得到重用，當然，若是有家族在背後支持就不一定

了。」 

阮溪無言。 

說白了，庭洲大哥就是不想這麼早步入官場。 

有家世，有實力，怪不得庭洲大哥這麼有閒情逸致給她做機關小閣樓。 

阮溪感慨過後，沒有繼續這個話題，她轉到另外一件事上，她對溫庭洲那一手精

湛的木工手藝十分好奇。 

「庭洲大哥，你的木雕手藝真的是武師父教的嗎？」 



溫庭洲端起茶盞抿了一口，也沒有在意阮溪突然轉移話題。 

他笑著點頭，眼中透出一抹懷念，「嗯，我五歲開始習武，武師父為了激發我習

武的興趣，特意做了不少機關人偶。」 

阮溪瞪大眼睛，「武師父真厲害。」 

溫庭洲贊同點頭。 

「後來我對機關人偶特別感興趣，便和武師父私下學了機關木雕手藝，除了祖母

外，我父母皆不知曉。」 

阮溪靜靜聽著。 

啟蒙老師的影響力真大，溫庭洲一個家世顯赫的翩翩貴公子，因為武師父的一個

舉動就學了一手精湛的木工手藝。 

「阮阮，等我們成親後，我帶妳去武師父家看他的珍藏，說不定武師父會送我們

一套練功木雕。」 

「好啊，我……」 

阮溪的話還沒有說完，就被突然闖進來的李景承打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