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十章 找陸哥哥討救兵 

許琇寧直到第二天才得到消息，早上去凝翠堂請安，看到許正清和沈氏都一臉愁

容，卻不見許明誠。 

問他們兩個，他們什麼都不說，沈氏還不停的拿手帕擦淚。 

後來，許正清穿戴好出門去戶部應卯，在許琇寧的一再追問下，沈氏才慢慢地將

這件事告訴她。 

「昨兒我就叫人要留意妳大哥，聽他身邊的小廝說，他自打回了墨韻齋，就一直

將自己關在屋裡不出來，不吃不喝。我原本是想要去看看妳大哥的，可妳父親攔

著，說他現在大了，若連這樣一件事都禁受不住，如何做得男子漢大丈夫？我也

只能在一旁暗暗著急，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許琇寧目瞪口呆。 

原本她以為段家落敗了，這輩子周靜婉是肯定會嫁給大哥的，沒想到半路竟然殺

出了一個凌淮來。 

她上輩子嫁進凌家兩個多月，凌淮是個什麼樣的人，她再清楚不過。 

那時她身為凌淮的大嫂，可凌淮言語間對她也不尊重，經常會在她面前說些坊間

的粗俗話，後來她在凌恒面前提了這件事，凌恒沉著臉去找凌淮，聽說好像狠狠

地打了凌淮兩巴掌，重重地踹了他一腳，凌淮這才消停。 

周靜婉竟然要嫁給這樣的一個人，那可真是太糟蹋了。 

出了一會兒神，許琇寧問沈氏，「那爹爹他怎麼說啊？難道真的任由大哥這樣消

沉痛苦下去，他都不管？大哥可是他的親生兒子。」 

她知道凌學義是個踩低攀高的人，只要父親跟他提了這件事，他一定會去周家退

親的。 

「妳爹爹就是個心狠的。」沈氏只要一想到許明誠從昨兒下午到現在都沒有吃過

一粒米，喝過一口水，就心疼不已，眼淚如同斷了線的珠子一樣撲簌簌地滾落下

來。 

「說什麼男子漢大丈夫，什麼樣的苦痛都該禁受得住，若這一點小事就能打垮

他，如何還做得他許正清的兒子？妳聽聽這都叫什麼話？而且剛剛妳也聽到了，

禁止我們去墨韻齋看妳大哥，說一定要讓妳大哥自己想明白這件事，旁人都不能

幫他。有他這樣做父親的嗎？」 

許琇寧沉默地聽沈氏抱怨，最後也不曉得自己是怎麼走出凝翠堂的。 

她擔心許明誠，想要去看一看，但也明白就算這個時候去看他也無濟於事，並不

能令他的痛苦減少半分。 

眼前最重要的還是如何補救。父親那樣的性子，肯定不會插手此事的，外祖父只

會比他更固執，更加做不出用自身權勢逼人退親的事來，她到底要怎樣做才能幫

到哥哥呢？ 

腦中忽然想起陸庭宣來，下一刻她轉過身就往竹意軒跑。 

對，論起能力，陸庭宣上輩子扶持不被眾人看好的四皇子登上帝位，年紀輕輕就

做了內閣首輔，他絕對不會比父親和外祖父差，如果去找他幫忙，只要他願意，



他一定能想到法子幫助大哥和周靜婉的。 

許琇寧一路上跑得飛快，到了竹意軒，問明陸庭宣正在書房，就直接抬腳過去。 

書房內，陸庭宣坐在南窗木炕上，手裡拿了一本書在看。 

旁邊的炕桌上放了一只小巧精緻的三足青銅古鼎，裡面點了龍涎香，細細的香霧

從古鼎蓋子的小孔上嫋嫋升起。 

許琇寧心中著急，腳下走得匆忙，猛然衝到屋子裡去，看到陸庭宣，她待要停下

腳步，卻一個收勢不穩，往前直撲了過去。 

得虧陸庭宣眼疾手快，急忙伸手環住她的身子，隨後雙臂微微用力，許琇寧就被

他抱了個滿懷。 

軟玉溫香在懷，陸庭宣自然不願放手，乾脆將她抱到自己懷中坐好，問她，「發

生什麼事了，怎麼跑得這樣焦急？」他抬手撫上她白嫩柔滑的臉頰，放柔了聲音，

「不要急，告訴我，無論什麼事，我都會幫妳解決。」 

他的聲音帶著安定人心的沉穩，許琇寧心中略定了定，然後將剛剛沈氏對她說的

話都告訴了陸庭宣。 

「……大哥現在心裡肯定很難過，聽娘說他都將自己關在屋裡不吃不喝，也不見

任何人，可是爹爹又鐵了心說不會插手周家和凌家的事，還不允許我和娘去勸說

大哥。陸哥哥，我、我實在是沒有法子了，才想來找你，問問你能不能想到什麼

法子幫幫我大哥。」 

說到後來，她雙手有些不安地攥住了陸庭宣的衣襟，抬起頭怯生生地望過去，「陸

哥哥，可以嗎？」因著急擔憂，她一雙黑白分明的眼中蓄了淚水，看著霧濛濛的。 

許琇寧從小被家人嬌寵著長大，什麼事都不用操心，家世又很好，從來沒有她求

人的時候，只有旁人求她。 

這是她第一次求人，所以聽著很沒有底氣，也很擔心陸庭宣會不答應。 

畢竟大哥的事，連父親都說了不會插手，而且凌家就算再如何沒有從前的顯赫，

凌學義再只是五品的吏部郎中，但眼下陸庭宣不過是個舉人，他能想到什麼辦法

呢？她頓時覺得自己這般貿然跑過來叫陸庭宣想辦法其實挺為難他。 

想到這裡，她急忙道：「陸哥哥，如果你想不到法子也沒有關係。我、我只不過

是過來問你一問，沒有一定要你想到法子的。」說著，她有些怏怏地垂下頭去，

心裡想著到底該怎麼辦。 

陸庭宣瞧見她這副模樣，只覺得心裡軟得都要融化了，忍不住就笑出聲來。 

他雙臂收緊，將她牢牢的擁在懷裡，低頭跟她說話，「我很高興。」 

許琇寧驚訝地抬起頭看他，這個人，她都要愁死了，他還說他很高興？ 

正當韶齡的小姑娘氣色原就好，雙唇粉嫩柔軟，像剛開放的玫瑰花一般，這會兒

因她輕咬下唇，顏色越發紅潤，看著就如同枝頭上剛成熟的櫻桃，讓人很想要嘗

一口。 

陸庭宣已經嘗過這顆櫻桃，自然曉得是如何的可口，這會兒眸光幽深起來，抬手

扣住她的下頷，低頭就直接親了過來。 

他總是這般，招呼不打一個就低頭親過來，每每都弄得許琇寧躲避不及，也很手



足無措。 

而且他的親吻很霸道強勢，但凡許琇寧稍微有躲避的意思，他會立刻伸手扣著她

的後腦杓，或是雙手捧住她的臉，叫她動彈不得，逃都沒法子逃，只能被迫接受

他的親吻。 

許琇寧對此也是經常抗議的，但抗議無效，下一次陸庭宣依然會這般我行我素。 

現在也是這樣，小姑娘被他禁錮在懷裡，下頷被他緊扣，纖細柔軟的腰肢被他圈

著，就算許琇寧再如何用雙手推拒他，他也不肯放鬆一絲一毫。 

不過到後來，許琇寧被他親吻得渾身力氣都沒有了，原本推拒的雙手也就軟軟地

垂了下來。 

好在陸庭宣念著她年紀還小，只親吻了一會兒便放開了她。 

小姑娘已經軟得跟水一般，被他攬著腰身，軟軟地靠在他的胸前。 

她心裡還是有些埋怨他的，抬起頭，目光兇兇的瞪了他一眼，控訴著，「陸庭宣，

你又欺負我！」 

她的聲音嬌嬌軟軟的，白淨的臉頰上滿是紅暈，一雙眼眸霧濛濛的，嬌嫩的雙唇

也水潤潤，再如何看，這瞪過來的一眼也只是撒嬌，哪裡還有半點兇意？ 

陸庭宣見了，一顆心都軟了，低下頭在她白皙嫩滑的臉頰上又親一口，他輕笑，

「這就叫欺負了？我還沒有真的『欺負』妳呢。」 

他現在也將許琇寧的性子摸透了，這姑娘是個很單純的人，像小孩兒一般，跟她

相處的時候，若把什麼話都藏在心裡，她是不會主動猜出的，只能明白地告訴她，

便是有時候他霸道一些，許琇寧初時可能會有些不願，但後面其實也會慢慢地接

受。 

不過落在許琇寧眼中，就覺得陸庭宣跟上輩子相比性子相差很大，無論如何都想

不明白他怎麼會變成這樣。 

但兩個人相處，總要有人改變，若他只一味的跟上輩子那樣，這輩子許琇寧肯定

也不會喜歡上他。 

而且，陸庭宣很享受自己的這些改變。 

同許琇寧在一起的時候，他心中就會軟和下來，也很甜蜜，總想要抱抱她，親親

她，跟她說一些羞羞的話，看她又羞又氣的拿眼瞪他。 

想來，這些便是閨房之樂了。 

許琇寧目光驚訝地望著陸庭宣。 

她多多少少還是能猜得出來陸庭宣說的「欺負」是什麼意思的，但是她沒想到看

著清冷如仙的陸庭宣竟然會說出這樣的話來，一時之間腦子裡面一片空白，竟然

不曉得該怎麼反應。 

陸庭宣看著她這副迷迷糊糊的模樣，笑著抬手輕捏了她的臉頰一下，然後說：「妳

我之間親如一體，妳還需要跟我客套？往後不管妳有什麼為難的事，只管來告訴

我。妳放心，我總能給妳解決的。」 

許琇寧努力忽略掉他說的「親如一體」這句話，紅著一張臉問他，「大哥的事，

你想到法子了？」 



「現在還沒有。」陸庭宣好笑地看著她那雙黑白分明的杏眼，抬手摸了摸她的頭

頂，給小貓兒順毛一般，「不過妳放心，我肯定能想到法子的。」就算他現在還

未進入仕途，但區區一個凌淮，他還是能對付得了的。 

許琇寧不曉得自己該不該信他。不過現在除了相信陸庭宣，她也沒有其他的法子

了。 

叫謹言拿了糕點、蜜餞等各樣小點心過來，陸庭宣一面喝茶，一面和許琇寧說話。 

許琇寧注意到他左手腕上戴著的那串念珠，重生後她就發現，陸庭宣的左手腕上

一直戴著這串念珠。 

許琇寧心中好奇，傾身過去用手指撥弄念珠上淺棕色的吉祥結玩。 

陸庭宣笑著任由她玩，甚至還將這串念珠取下來遞給她。 

許琇寧伸手接過來，拿在手上打量著，這是用上好的紫檀木做的，色澤暗紅，拿

在手上很有些分量，還能聞到淡淡的木香，這紫檀木自然是極貴重的東西。 

許琇寧抬起頭問陸庭宣，「陸哥哥，你信佛嗎？」 

她不記得陸庭宣以前信佛，而且他這樣的人，感覺應當不信佛才是。 

陸庭宣記得許琇寧以前也問過他這個問題，當時他的心結還沒有打開，所以壓根

沒有回答她。但現在，許琇寧問什麼，他都會回答的。 

「無論信與不信，在這些事上虔誠些總是沒有錯的。」他眸中笑意清淺，聲音平

和，再沒有剛剛重生時滿身的戾氣和冷漠了。 

而且現在想來，也許上輩子就是因為對佛祖虔誠的緣故，他才能再活一輩子，有

機會和許琇寧重新來過一次。 

許琇寧哦了一聲，有些似懂非懂。 

陸庭宣也不打算跟她說明白，只問她，「妳喜歡念珠？」 

她若喜歡，他打算去給她置辦一串翡翠或者粉色碧璽的，她一個小姑娘戴這個紫

檀木的總歸是不大合適。 

許琇寧搖搖頭，將念珠還給他，「陸哥哥，你知道的，我壓根不是個能靜得下心

來的人，你就算給我一串念珠，對我而言也就是戴在手腕上的一件飾品罷了，還

不如手鐲呢。」 

陸庭宣想想也是，便沒有再強求，伸手接過念珠，又戴回左手腕上。 

許琇寧再坐了一會兒，便站起身要回去，陸庭宣親自送她，為免她憂慮許明誠的

事，還很鄭重地告訴她，這件事她一定會想到法子的，讓她只管放寬心。 

許琇寧還是很相信他的。 

不知不覺中，陸庭宣在她的心中便如山嶽一般的沉穩，但凡他說的話，她總是願

意相信，好似只要有這個人在她身邊，就算發生了天大的事，她都不用擔心，她

知道他肯定能解決的，就笑著跟他揮手告別。 

陸庭宣唇角帶笑地看著她走進繪雅院的院門，然後才轉過身往回走。 

一回到竹意軒，陸庭宣就叫了謹言過來，吩咐道：「你速去打探清楚凌淮這些年

做下的所有事，見過的所有人，三日後我要知道結果。」 

謹言應了一聲是，躬身退下。 



陸家在京城裡有幾處鋪面，掌櫃的都是陸家的老人，也都是他的心腹，想要打探

一個人不算很難的事。 

第四十一章 帶妳看遍天下 

三日後，謹言準時回來覆命，同時還告訴他另外一件事——  

「少爺可知道今科鄉試的頭名是誰？竟然是凌學義的嫡長子凌恒。」 

陸庭宣記得上輩子鄉試的頭名叫袁子昂，是保定府的人。但是這個人雖然在鄉試

中考取了頭名，到會試和殿試的時候成績卻很一般，只中了個三甲進士，經過吏

部考核後，將他外放到雲南某地做了個知縣。 

再後來，這人在任上始終沒有做出特別好的政績來，便一輩子都只是個七品知

縣，所以陸庭宣沒有很關注這個人，但是他沒想到今生的鄉試頭名竟然變成了凌

恒。 

上輩子凌恒並沒有參加今科鄉試，看來重活了一輩子，有好多事都已經改變。 

面上神情微冷，他不會給凌家東山再起的機會，要一點一點地瓦解他們家，首先

就從凌淮開始。 

他細想了一番剛剛謹言說過的有關凌淮的所有事—— 喝花酒、包養戲子、進出

賭場這些便罷了，但是竟然命人搶奪女子，事後雖然將人放回，還用銀錢和權勢

堵住其父母親人的嘴，但該女子自覺已失貞，最終在家自縊身亡，做出這樣的事，

凌淮可以說是死有餘辜了。 

原本陸庭宣是可以利用這些事給凌家下套，讓凌學義連個吏部郎中也做不成，凌

家再遭受一次重創的，但佈局需要一些時日，而周靜婉下個月就要嫁入凌家，只

恐時間上來不及，只能暫且先將凌淮除去，其他的事情以後再說。 

仔細思索一番，他心中已有對策，便叫謹言過來，如此這般輕聲地吩咐了他一番。 

謹言領命，轉過身快步而出。 

 

十日過後，京城中便流傳一件事，說是有一位富貴人家的公子哥兒在賭莊賭錢的

時候，帶過來的大把銀子都輸光了，甚至連身上的衣裳都脫下來當賭注，但依然

輸了個精光，後來約莫是輸急了，雙手抱著骰盅，直說自己贏了，伸手就去拿銀

子，而且拿了就要走。 

賭莊裡的人豈是容易招惹的？都養了一幫子打手，就是預備有人鬧事的時候用

的，這會兒見這位年輕公子公然搶錢，如何肯放？一下子就呼啦啦地圍了五六個

人出來，叫他將銀子拿出來。 

但那位公子卻是個要錢不要命的，死活抱著自己懷裡的銀子不撒手，還跳腳說他

是官家子弟，這些銀子都是他贏的，若再不放手，他便要去報官。 

這樣混說混做的人，這些打手一個月見不到十個，也能見到八個。 

而且，能公然在京城裡面開賭莊的，哪個背後沒有人？管你是不是官家子弟、報

不報官的，先揍一頓再說。 

打手七手八腳的就將那名年輕公子打了個鼻歪口斜，銀錢撒了一地，後來還是跟

隨在那名公子身邊的小廝嘶吼著說，這位是吏部郎中家的公子，一眾打手才漸漸



住了手，不過依然不把凌淮放在眼裡。 

京城裡面臥虎藏龍，出去買個菜都能碰到個侍郎、御史的，一個郎中實在算不得

什麼，就還有個人過去重重地補了一腳，踢得凌淮殺豬一般的慘叫起來。 

後來他被抬回凌家去，凌家人即刻叫了大夫過來診治，大夫只說情況兇險，被一

腳踢中了心脈，很難救下來。 

雖然其後貴重的人參、靈芝之類的吃了兩天，但他到底沒能扛過去，雙腳一蹬就

去了黃泉。 

凌太太當場就哭昏了過去，醒過來就說要叫人拆了那家賭莊，讓當日出手打過凌

淮的人全都給她兒子償命。 

但是官家子弟賭博這件事原就影響不好，如何還能大張旗鼓的張揚？若教皇上知

道，責罵的只怕還是凌學義。 

更何況，凌學義前不久才被連降兩級，正是如履薄冰的時候，這時候不能再被人

抓住一點把柄了。 

於是，凌家明面上也只能咬牙認了，暗地裡聽說倒是有所行動，但是很可惜，也

不曉得那座賭莊後面的人到底是誰，很輕巧地就將這件事給壓了下去，只推了兩

個打手出來頂罪。 

便是這兩個打手也只是到衙門裡走了一遭，在牢獄裡面關了幾日，就使了銀子出

來，之後照樣每天吃香喝辣。 

凌家氣了個半死，卻連凌淮的喪事也不敢大辦，只草草完了事。 

凌淮一死，他和周靜婉的婚事便算不得數了。 

京城裡有知道凌周兩家定了親事的，都在暗地裡說周靜婉是個可憐的，先時死了

父親，這時候定了門親事，竟然成了望門寡，以後有哪戶好人家願意上門去提親

呢？ 

但是，許明誠願意啊。 

消沉了這些日子的許明誠一聽說這件事，立刻衝到凝翠堂對許正清和沈氏跪下，

懇求他們遣媒人去周家提親。 

許正清和沈氏，還有許琇寧正在說凌淮的這件事。 

雖然覺得這件事確實很巧，偏在和周靜婉要成親的前半個月，準新郎就死了，但

一來，他們都沒有插手過這件事，想不出來會有什麼人會在裡面動手腳，二來，

這件事確實有根有據，有因有果，能懷疑到誰的身上去？所以只說凌淮原就是個

不成器的，迷什麼不好，偏迷上了賭博，且輸了還要賴帳，結果被人打了，一命

嗚呼，也只能說是他自己的命。 

現在看到許明誠過來，身上的衣裳皺巴巴的，髮髻亂了，下巴上青色的鬍碴清晰

可見，許正清就不高興的皺起眉頭，「你看看你，像個什麼樣子？前幾日的鹿鳴

宴也不肯過去，鎮日躲在家裡，這般的頹廢。」 

鄉試放榜後的次日，官府便舉辦一個宴會，名叫鹿鳴宴，宴請新科舉人和主考官

等人，但是許明誠那時得知周靜婉和凌淮已經訂親的事，整個人消沉得很，無論

如何都不肯出門。 



許正清也擔心他就算去了，只怕表現不佳，反倒不好，便親自過去向眾人告罪，

只說許明誠昨夜忽染急病，今日這鹿鳴宴是來不了了，並自罰酒三杯，全力將這

件事給遮掩了過去。 

現在知道凌淮死了，這兒子倒是立刻生龍活虎起來。 

其實，許正清看到許明誠振作起來，心裡也高興，不過面上還是不願意顯現出來，

只斥責他為了兒女情長便不顧自己的仕途，以後能有什麼大作為？ 

還是沈氏在旁邊聽不過，開口說他，「這幾日愁眉苦臉，長吁短歎，茶飯都吃不

下的人是誰？這會兒倒是有力氣在這裡說人了。難道誠哥兒是撿來的，你看到他

不快活，你就高興了？天底下就沒有你這樣當爹的。」 

沈氏這幾句話說得許正清閉口無言，不滿的哼了一聲，拿了炕桌上的蓋碗低頭喝

茶。 

沈氏也不再理他，轉頭看著許明誠笑道：「你放心，你既誠心的喜歡周姑娘，這

樁婚事爹娘肯定會給你辦成。剛剛我已經和你爹商議過了，要請媒人去周家提

親，只是你也知道，現在那凌淮剛死，若我們立刻就請了媒人上門去說親事，只

怕外人會有閒話，即便咱們自己清白，但煤炭掉在黑灰裡，不黑也黑了。所以我

和你爹的意思，這門親事是肯定會叫媒人去提的，但是要略等一等，待這件事平

息下來再上門提親，你意下如何？」 

許明誠明白父母的這番顧慮是很有道理的，而且現在凌淮已死，短期內應該不會

有人再去周家提親。不過，到底還是放心不下來，只恐和周靜婉再次錯過。 

為了讓周靜婉放心，他就道：「我現在去見見她，跟她說一說，讓她放寬心。」 

許正清聽了，氣得手直發抖，「旁的事怎麼不見你這樣積極？去見人家倒是上趕

著，唯恐慢了一步。」然後又伸手指了指他身上的衣裳，臉帶嫌棄的說︰「你看

看你現在這個模樣，頭髮亂著，衣裳皺著，下巴上面一圈鬍碴，幾天沒有洗澡了，

也好意思出去見人？人家周姑娘見到你，只怕嚇也要嚇到了，還能放寬心？還不

快滾下去先洗個澡，刮了鬍子，挑件乾淨的衣裳穿了再出門。」 

沈氏聽了，就笑起來。 

許明誠聽了，只覺得心中溫暖得很，不由得也笑了起來。 

然後，他起身對許正清和沈氏行了個禮，恭恭敬敬的道：「兒子多謝父親、母親

成全。」 

沈氏原本想跟他說幾句暖心的話的，許正清卻很不耐煩的對許明誠揮了揮手，連

聲的催促著——  

「看見你這個不長進的樣子我就生氣。快走，快走。」 

許明誠笑了笑，轉過身走了。 

沈氏看著他走遠，轉過頭來嗔著許正清，「明明你心裡也關心兒子，做什麼還要

這般兇巴巴的跟他說話？惹得他心裡惱了你就好了？」 

「他做兒子的，還敢惱老子？」許正清板起一張臉，肅色的說︰「我借給他十個

膽子看他敢不敢。」 

說完，他從袖子裡掏出一只油紙包來，遞給正坐在一旁發呆的許琇寧，「這是下



午錢尚書給我的，說叫做什麼衣梅，是他一個江南的親戚過來看望他，帶來給他

的。我不愛吃這些酸酸甜甜的東西，想著妳愛吃，就帶了些回來給妳。」 

錢尚書便是戶部尚書，和許正清私交也很好，這衣梅確實是他的親戚所贈，他帶

了一罐子到衙署，困乏的時候就含一顆在口中，因見許正清今兒下午昏沉欲睡，

打不起精神來，便給了他兩顆。 

許正清嘗了嘗，酸甜可口不說，還帶著薄荷的清香，想著女兒定然愛吃這個，便

厚著臉皮問錢尚書討要了半罐，用油紙包細心地包好，帶回來給許琇寧吃。 

許正清一直覺得對兒子就該嚴厲些，要教他學會責任和承擔，這樣往後才能做一

個頂天立地的男子漢，蔭妻庇子，但對於女兒，那就該嬌養著。 

因為女兒也就只有在娘家的時候能做個嬌客，等嫁了人，相夫教子，伺候公婆，

友善姑嫂，再沒有一刻得閒輕鬆的時候。 

這也是許正清為什麼對許明誠很嚴厲，但對許琇寧就很嬌寵的緣故。 

明明身為朝中三品大員，但吃著這衣梅覺得好，想著許琇寧肯定愛吃，竟然會厚

著臉皮跟上司討要。 

許琇寧剛剛一直在發呆，現在看到遞到自己面前的油紙包，才慢慢的回過神來。 

她很感動，伸手接過來，緊緊的抱在懷裡，對許正清說：「謝謝爹。」 

許正清抬手摸了摸她的頭，笑得和善。 

今兒他也確實高興，誰能料到凌淮竟然忽然就死了，這下子周靜婉不用嫁給凌

淮，許明誠終於能振作起來了。 

他曉得自己的兒子，只怕也是個情種，還真擔心他因為這件事從此一蹶不振，不

過現在好了，許明誠重又生龍活虎起來。而且過些時候還會娶妻。 

做長輩的，知道自己的兒子要娶妻了，總歸會很高興的。 

他神態輕鬆閒適的跟沈氏說家裡那處名叫玉笙居的二進院落該叫人收拾出來

了，有要添置的東西也該添置起來。 

許明誠現在住的墨韻齋是個不大的院子，他自己一個人住還可以，但若是娶了

親，還住這裡可不行，是該收拾一所大點的院落出來給他們做新房了。 

沈氏笑著應了下來，又跟許正清說準備聘禮的事。 

許琇寧一方面很為大哥高興，總算和周靜婉有情人終成眷屬，兩人往後的日子肯

定會越來越好。 

但另外一方面，她覺得心裡有幾分慌亂。 

爹娘和大哥他們可能都覺得凌淮這是自食惡果，沒有任何人為的因素，但她可是

曉得的，前幾天她才剛去找過陸庭宣，懇求他想個法子幫一幫她大哥，陸庭宣當

時也確實答應了她，說他一定會想到法子。 

凌淮這次的死，果真只是突發事件？還是有陸庭宣在背後推波助瀾，甚至安排下

的？ 

她當時只希望陸庭宣想個法子，讓許家主動退了跟周家的親事，可萬萬沒想過要

凌淮死啊。 

想到這裡，許琇寧就覺得心跳得厲害。 



雖然許正清、沈翰藻都是高官，自然少不了要接觸官場中的諸多陰私，只怕他們

雙手也不會很乾淨，但是他們都將許琇寧保護得很好，從來沒有對她提及過這方

面的事。 

這也是許琇寧第一次想到一個人的死會跟身邊的人有關係，而且還是她身邊很親

近的人…… 

心中越發慌亂起來，她緊咬下唇，說什麼都坐不住了。 

她不是個能藏得住事的人，而且這件事在她看來還是極大的事，想了又想，覺得

還是要去問一問陸庭宣，就起身跟許正清和沈氏作辭。 

許正清和沈氏正說給周家的聘禮細節上面的事，兩個人都沒有注意到許琇寧的異

常，聽說她要回去，就叫墨蘭好生的伺候著姑娘，還囑咐她，近來天氣乾燥，要

多喝些湯湯水水，少吃容易上火的東西。 

許琇寧一一地應了下來，帶著墨蘭轉身出屋。 

 

凝翠堂到竹意軒還是有些路的，許琇寧心裡慌亂，腳下走得也急，雖然這會兒已

經十月的天氣了，但等她走到竹意軒的時候，額頭上面還是冒出了一層細汗來。 

陸庭宣正背著雙手在看小池子裡面養的錦鯉，聽到腳步聲，就回頭望過來。 

他耳力好，也能分辨得出許琇寧的腳步聲，所以就算沒有看到她，但聽著這腳步

聲也知道她來了。 

眸中浮上細碎笑意，他轉身往她那裡走過去，但等走到近前，看到她額頭上細密

的汗珠，他一雙長眉就微微的擰了起來。 

許琇寧的手上現在拿了一塊錦帕，是淺丁香色的，上面繡了一枝桂花，是她自己

繡的，雖然繡工還算不得很好，但相較以前來說已經進步很多了。 

陸庭宣長指拿過她手上的錦帕，抬手輕柔地給她擦額頭上的汗珠，一面說她，「妳

定是剛剛走路走得太快了，額頭上才出汗，有什麼要緊的事，連走個路都要走這

麼快？現在這種天氣，有太陽的地方暖和，沒有太陽的地方陰涼，妳出了汗，待

會兒風一吹，很容易著涼的。往後再不可如此了。」 

他這絮絮叨叨的模樣，跟宋嬤嬤很相像。 

若是在以往，許琇寧肯定要笑話他一番，但是這會兒她完全沒有這個心思，而是

一把抓住陸庭宣給她擦汗的手，雙目直視著他，直截了當的問道：「凌淮的死，

跟你有沒有關係？」 

陸庭宣拿著錦帕的手微頓，但也就是須臾的功夫，他立刻做出很震驚的樣子出

來，反問許琇寧，「凌淮竟然死了？什麼時候的事？怎麼死的？」 

他面上驚訝的神情很真實，壓根不像是裝出來的，許琇寧將信將疑地望著他。 

陸庭宣就坦蕩蕩地任由她看，目光一點也沒有躲閃。 

過了一會兒，許琇寧才慢慢地將凌淮如何死的事告訴了他，一邊說，她還一邊仔

細地看陸庭宣面上的神情。 

就見陸庭宣面上一直都表現得很驚訝。聽完了她的話，還說：「原本我叫謹言去

約了他，說明兒上午在停雲樓見面。我是想著許給他一大筆錢，讓他回家說動父



母去退周家的親事。若他自己真的不願意娶周靜婉，鬧死鬧活的，最後他父母肯

定會讓步，沒想到他竟然死了。」 

原本他還有很多法子可以讓凌家主動提退親的事，但是想著凌家遲早會被他算計

的傾覆，索性現在就讓凌淮死了，倒也乾淨俐落，但是這些事他肯定不會告訴許

琇寧。 

許琇寧好不容易才開始習慣他、依賴他，他不想嚇到她，讓她又對自己疏離起來，

所以在面對許琇寧探究的目光時，他面上的神情一直很平靜。 

縱然他這番話說得有理有據，但許琇寧心裡還是存疑的，實在是太巧合了。 

凌淮遲不死早不死，偏偏這時候死…… 

想了想，她就問道：「凌淮當日進去的那家賭莊，是不是你們陸家的產業？」 

許琇寧現在已經知道陸家在京城有幾處鋪面的事，雖然她沒有細問那些都是什麼

鋪面，但開設賭莊也是極有可能的事，畢竟連天下皆知的停雲樓都能是他們陸家

的產業，來個賭莊什麼的，許琇寧覺得自己也不會很驚訝了。 

沒想到陸庭宣聽了，卻一臉正色的說：「陸家雖做商賈起家，但祖訓有云，一不

能開設勾欄院，二不能開賭莊，三不可取無義背德之才。那家賭莊，確實不是我

陸家的產業。」 

他說的這般鄭重，許琇寧聽了，心裡就湧上一股子內疚和羞愧來，覺得自己完全

是在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陸庭宣都已經這樣說了，她怎麼還能懷疑凌淮的事跟他有關呢？她再懷疑下去，

陸庭宣只怕就要生氣了。 

但其實若她細想想，就會發現，從頭到尾陸庭宣都沒有說過一句凌淮之死跟他無

關的話。 

心裡滿是愧疚，許琇寧不由得垂下頭，說話的聲音也吶吶的，「陸、陸哥哥，對、

對不起，我不該不相信你的。」一面說，一面還不安地絞著自己的手指。 

陸庭宣微笑，這可真是個很單純，對人完全沒有戒心的小姑娘。他只不過這般說

得幾句話，她就全都相信了，而且反倒還覺得是自己不好，不應該不相信他。 

這樣的小姑娘，怎麼能不讓他想要一直牢牢的護著？ 

他握住她柔軟的小手，問︰「伯父、伯母和妳大哥曉得這件事之後，都是什麼反

應？伯父、伯母可有同意替妳大哥求娶周姑娘？」 

他不擔心旁人會知道這件事是他所為，原本他也只是在後面推波助瀾了一把，花

了一筆銀子，讓人最後踹了導致凌淮致死的那最後一腳而已。 

既然覺得凌淮之死與陸庭宣無關，許琇寧就覺得壓在心裡的那塊大石頭一下子被

移開了，整個人都輕鬆起來，就笑著連說帶比劃地將剛剛許明誠知道這個消息，

如何不顧自己一身邋遢，就衝到凝翠堂懇求父母，遣媒人立刻去周家提親的事說

了。 

「陸哥哥，你是沒看見，我大哥知道爹娘同意了他和周姊姊的婚事，只高興得立

刻就起身站起來了，轉過身就要去周家見周姊姊，跟她說這件事，哪裡還有前幾

日的消沉模樣？還有我爹，明明心裡是很關心我大哥的。 



「娘說了，大哥消沉的這些日子，我爹他整天茶飯不思，長吁短歎的，今兒才見

他開了笑臉，可剛剛對著大哥的時候，他還是說大哥不思上進，心裡只知道兒女

情長，不是男子漢大丈夫。哼，我爹他可真是個老頑固，他自己不也很怕娘的嘛，

娘一生氣，他打躬作揖的，什麼軟話不說，這就是男子漢大丈夫的作為了？倒好

意思板著一張臉說我哥哥就知道兒女情長。」 

陸庭宣面帶微笑的聽她說話。 

前幾日許琇寧因為這件事一直愁眉不展，能看到她現在這樣笑著說話，他就覺得

心裡很滿足。 

許琇寧埋怨了一會兒許正清對許明誠有多兇，忽然想起來她爹對她一向很好，而

且在外人面前，她爹都是一副很嚴肅正經的樣子，自己怎麼能在背後說他其實是

個妻管嚴呢？ 

她頓時覺得面上訕訕的，急忙轉移話題。 

「陸哥哥，剛剛我爹給了我一包東西，說叫衣梅，是南方那裡過來的東西。」許

琇寧一邊說，一邊打開手裡的油紙包，裡面有二三十顆用橘葉包裹的東西，打開

來看時黑乎乎，油潤潤的，大小形如曬乾的梅子一般，聞著倒是有一股子薄荷的

香味。 

許琇寧知道這約莫是一種蜜餞，但是她以前吃的蜜餞色澤看著都是很好的，從來

沒有吃過這樣黑漆漆的東西。 

她原本還想拿給陸庭宣吃的，但是現在卻有些猶豫了。 

她曉得陸庭宣是個很愛乾淨的人，這樣黑乎乎的東西，他會吃嗎？ 

正不曉得該怎麼說的時候，就見陸庭宣伸手來拿走她手裡的那顆衣梅。 

「給我吃的？」 

許琇寧點了點頭，然後有些不好意思的說：「也不知道這個好不好吃，你若是不

喜歡吃，那、那就算了。」 

陸庭宣唇角帶笑的看她一眼，隨後抬手就將這顆衣梅放入口中。 

許琇寧抬頭望他，問道：「怎麼樣，好不好吃啊？不好吃就趕快吐出來。」 

陸庭宣不說話，伸手又拿了一顆衣梅，抬手送到了許琇寧的唇邊，「張嘴。」 

許琇寧垂眼看了看這顆黑乎乎的東西，內心掙扎了好一會兒才張開嘴叼住，閉著

雙眼含入口中，立刻就覺得如同吃到了蜂蜜一般，酸甜可口。 

沒想到這東西看著醜，吃起來卻是這般的美味。 

許琇寧大喜過望，睜開雙眼看著陸庭宣。 

陸庭宣微笑著告訴她，「這衣梅出自杭州，用各種藥料和蜂蜜煉製過，可以生津

補肺，還可解酒，倒是一樣妙物。」 

他又許諾道：「杭州府是個好地方。上有天堂，下有蘇杭，往後若有機會，我帶

妳去那裡玩玩。」 

許琇寧自小在京城長大，從來沒有走出過這裡，不過她也曾聽人說起過江南煙

雨，瀲灩西湖，斷橋殘雪的事，心裡是很豔羨的。 

現在聽他說以後會帶她去杭州玩，立刻就高興的眉開眼笑，抓著陸庭宣的胳膊問



道：「真的嗎？你以後要帶我去那裡玩？」 

她望著他的一雙澄澈雙眸亮晶晶的，如日光下的水面一般，波光粼粼。 

陸庭宣的眉眼不由得柔和下來，「自然是真的。」他點了點頭，輕聲做出承諾，「不

單是杭州，大江南北，塞外江南，這錦繡天下，但凡妳想去的地方，我都可以帶

妳去看一看。」 

在他看來，這可比做什麼勞什子的官要好多了，不過現在凌家還沒有解決掉，尤

其凌恒還考中了今科鄉試的頭名，誰知道他出仕之後會做出些什麼事情來？ 

他總是擔心沈許兩家會再次發生上輩子那樣的事，只有確保了沈許兩家這輩子安

然無恙，他才能安心地帶著許琇寧離開京城。 

許琇寧壓根不曉得他心裡的這些算計，但對於陸庭宣說的，以後會帶她走遍天下

的這件事她還是很興奮的。 

大齊雖然民風較前朝要開放些，閨閣女子也可出門踏青郊遊，宴請好友，但從來

也沒有聽說過有哪位閨閣女子能走遍天下，閱盡天下風光的，就是上了年紀的太

太都不行。 

可是，陸庭宣竟然說要帶她走遍天下。 

許琇寧興奮得臉頰都紅撲撲的，為免陸庭宣反悔，還伸了小指頭過去，看著他一

臉認真的說道：「陸哥哥，我們拉鉤。」 

陸庭宣看著她這孩子氣十足的動作，忍不住笑了起來，不過還是伸了小指頭出

去，緊緊地勾住了她白皙柔嫩的小指頭。 

「好，我們拉鉤，一百年不許變。」 

第四十二章 望門寡婦有喜事 

許明誠出了凝翠堂的門，就吩咐小廝備馬。 

他自己則回墨韻齋洗漱乾淨，刮了下巴上面青色的鬍碴，穿了一套乾淨的衣裳，

即刻出門去周家找周靜婉。 

周太太和周靜婉這時候也都曉得了凌淮死了的事。 

周太太如同被雷給劈過了一樣，震驚得臉色都煞白一片。 

「他怎麼就死了呢？他怎麼能死呢？」她口中來來回回的只會說這一句話，說著

說著，又拉著周靜婉的手哭了起來，「我苦命的女兒，這好好的，妳怎麼就成了

望門寡呢？往後妳可要怎麼辦呀？」 

時下的人都覺得望門寡是很不吉利的，更甚者還會有人說是女方八字太硬，剋死

了男子。這樣的女子，高門大戶的人家怎麼可能會再聘娶？ 

就是小門小戶的人家，只怕也會有諸多顧忌，甚至極有可能會做一輩子的老姑娘。 

周靜婉面上看著倒是平靜得很，甚至心裡有鬆了一口氣的感覺。 

在她看來，嫁給凌淮這樣的人，倒真不如讓她做一輩子老姑娘的好，便是往後等

母親過世，弟弟大了，定了親事，這個家容不下她了，她也能剃了頭，找個尼姑

庵容身，青燈古佛的過一輩子，也要比嫁給凌淮好。 

所以，她一點兒傷心、震驚的模樣都沒有。 

周太太一直在哭，先是哭周靜婉命苦，好端端的人在家中坐，禍從天上來，忽然



就做了個望門寡，若早知道，當初就不該答應凌家的求親，然後又哭丈夫死得早，

想當初他們家也是個富貴人家，京城裡排得上號的，結果丈夫一死，丟下孤兒寡

母，她一個女流之輩，有什麼能耐？家裡現在過得又很是艱苦，原還指望周靜婉

嫁到凌家之後，等凌家發達了，周靜婉就能幫襯娘家一把。現在好了，凌淮偏偏

死了，往後他們這一家子孤兒寡母的，可要指靠誰呢？ 

周靜婉初時還勸說了兩句，但周太太總是不聽，一味哭著，還一直絮絮叨叨地說

著這些話。 

到後來，她哭得連周靜婉都煩了，索性不理她，坐在對面，拿了沒有完工的繡花

鞋面子，低頭做起針線活來。 

自從父親死後，母親經常會這樣哭，一哭就要說自己的命不好，她和弟弟的命也

都不好，又要哭其他的人都沒良心，當初父親在時如何接濟那些窮親戚和友人，

等到父親一死，人走茶涼，再沒一個登門的。 

周靜婉都已經習慣，也麻木了，所以每當母親再這般哭的時候，她只做自己的事，

反正過一會兒母親也會好的，日子不還是要照樣過下去。 

周太太哭了一會兒，果然哭聲漸漸低了，拿了錦帕擦臉上的淚水。 

她轉頭看周靜婉，見那鞋面已經繡好了半朵纏枝芍藥花，而女兒面上的神情依然

很平靜，脖頸微彎，左手腕上攏著的兩只白玉絞絲手鐲子色澤溫潤，好像凌淮的

死跟她一點兒關係都沒有。 

周太太望著她，電光石火間，忽然想起一件事來。 

那日許明誠過來，她雖然沒有親眼見到，但隨後可是特地叫了翠浮過來詢問的。 

翠浮心裡總想著太太若知道許家少爺心悅自家小姐的事，說不定就會主動去凌家

退掉這門親事，便如實將許明誠心悅周靜婉的事說了。 

哪曉得周太太一面懊悔那許明誠怎麼不早些遣人上門來提親，若不然，嫁一個戶

部左侍郎的嫡長子，可不比家一個吏部郎中的嫡次子強？但另外一方面，她又不

肯去凌家退親，擔心旁人知道笑話，說她攀高踩低，同時也擔心若她這會兒去退

了跟凌家的親事，凌家同不同意還兩說，若真退了，許家又不遣人上門來提親，

那該如何？ 

像他們現在這樣的家世，周靜婉又退過親，許家再不來提親，往後還會有什麼好

人家上門來提親呢？ 

所以她猶猶豫豫的，到底沒有去凌家說這個話。 

但是這會兒得知凌淮死了，她忽然就想起許明誠來，急忙對女兒道︰「靜婉，左

右現在凌淮也是死了，那位許侍郎家的公子又心悅妳，不如妳叫翠浮這丫頭去許

家找找他，問他現在可願娶妳？若他願意娶妳，這可是妳的福氣呢，不比一開始

嫁給凌淮好？」 

周靜婉萬萬沒有想到母親竟然會說出這番話來，拿著繡花針的手都在發顫，無論

如何都靜不下心來繼續繡花。 

好一會兒，她才竭力讓自己的內心平靜下來。 

不過，當她抬起頭來看周太太的時候，面上依然是煞白的，沒有一絲血色。 



「母親，」她低聲的叫道，「雖然咱們家是不比以前了，但好歹也算是個正經人

家，我也是個正經閨閣姑娘，妳讓我叫丫鬟去找許公子問這句話，叫他心中如何

看待我呢？便是他娶了我，又如何能尊重我？」 

幾句話說得周太太面上訕訕的，不敢看周靜婉，低頭看著面前的炕桌。 

「我這不是不想因為凌淮的死害了妳這一輩子，又想著許公子是心悅妳的。聽翠

浮的意思，那日許公子過來找妳，原就是想要找媒人上門來提親的，既如此，那

現在……」 

一語未了，卻被周靜婉給打斷了——  

「母親，」她說話的聲音較剛剛大了些，眼眶也泛紅，「可是，我是要臉面的人，

我做不出來這樣的事。」 

這和自薦枕席有什麼區別？ 

周太太曉得她這個女兒雖然看著性格柔順，但其實內裡剛強得很，也不敢太逼

她，正要說幾句軟和的話，就見有個小丫鬟掀簾子走進來稟告——  

「太太、姑娘，管家說上次來過的那位許侍郎家的公子又來了，說要見姑娘。管

家親自領著他去花廳了，叫奴婢進來問一聲姑娘，這位許公子，您見是不見呢？」 

周靜婉愣住了，她沒有想到許明誠會再過來找她。 

雖然那日翠浮過來跟她說，許明誠說了，一定會想法子不讓她嫁給凌淮，但其後

這些日子總不見許明誠過來找她，她便漸漸的死心了。 

縱然凌家現在再如何沒有以前顯赫，但凌學義到底也在朝中為官，許家會為了她

跟凌學義鬧翻？ 

便是剛剛，她還想著，就算凌淮死了，但許家那樣的高門大戶，會讓自家唯一的

兒子娶她這個望門寡婦？那絕對是不可能的事。 

但是沒想到，許明誠竟然來找她了。 

他過來找她，是要對她說什麼話？ 

 

雖然現在許明誠面上再沒前幾日的消沉和頹廢，但到底這些日子也沒有好好地進

食休息，眼看著就消瘦了不少，原本穿著正好的錦袍，這會兒也顯出幾分寬鬆來。 

因著心中激動的緣故，他連坐都坐不下，只在花廳裡面來回地走動，一面等著周

靜婉過來。 

望穿秋水般，當她好不容易看到周靜婉走進門來，也顧不上什麼避嫌顧忌的話，

走過去就緊緊握住了周靜婉的手。 

周靜婉一怔，抬頭看他，就見他雙頰清瘦了不少，不過一雙眼卻甚是明亮，眸中

還有笑意。 

正待要說話，就聽到許明誠很興奮的說：「靜婉，方才我去見過我爹娘，他們已

經同意我們兩個的婚事了，過些日子就會遣媒人帶著禮品上門來提親。」 

周靜婉雙眸睜大，一張清麗的臉上滿是震驚。 

剛剛過來的路上，她還一直在想許明誠到底是有什麼話要跟她說，但萬萬沒想到

他會說這件事。 



她以為現在自己是個望門寡婦，就算許明誠願意，但許正清和沈氏如何會同意讓

自己唯一的兒子娶她？京城中的貴女很多，依著許家現如今的地位，什麼樣的媳

婦娶不到，想不到竟然會…… 

「你、你說的是真的？我現在的這個身分，許侍郎和許夫人真的會同意我們兩個

的婚事？」 

既是婚事，那便是正妻，不是納妾，她不信許侍郎夫婦會不在意。 

周靜婉知道，便是現在許正清和沈氏向她母親提出讓她做許明誠的妾，只怕她母

親都會同意的，有哪個高門大戶會給嫡子聘娶個望門寡的人做正妻？ 

許明誠笑著點了點頭，「妳放心，我爹娘沒有那麼迂腐的，他們並不在意這些。」

看她一眼，他身子靠近過來幾分，說話的聲音低低的，但卻透著幾分笑意，「等

妳嫁到我家去，妳就會明白我爹娘是什麼樣的人了，他們很好相處的。」 

周靜婉忍不住紅了臉，垂下頭去，不敢再看許明誠，不過她心中又驚又喜，一顆

心突突的跳著。 

她沒有想到許正清和沈氏會是這樣開明的人，竟然會不計較她的身分，也沒有想

到兜兜轉轉的，最後她依然能夠嫁給許明誠，心中歡喜至極，忍不住落下淚來。 

翠浮是跟著她一起過來的，這會兒聽到許明誠說的話，喜上眉梢，立刻歡天喜地

的屈膝對周靜婉和許明誠行禮，滿面笑容的說：「奴婢恭賀姑娘、姑爺。」 

頭一次聽到人叫自己姑爺，許明誠心中既覺得激動，又覺得緊張，面上微紅，目

光偷偷的去看周靜婉。 

周靜婉面上的紅暈越發濃了起來，轉過頭嗔著翠浮，「就妳話多。」 

翠浮不以為意，嘻嘻的笑著，「早晚都要叫許公子姑爺的，奴婢這是先練著。」 

她心裡確實很為周靜婉高興，這會兒見他們兩個人都紅著臉，顯然都是臉皮薄的

人，便不肯在這裡待著。 

若她在這裡待著，想必兩人就不能說親近的話，笑著說要去叫人備茶和茶點，轉

過身出門，站在外面的走廊上守著，不讓旁人靠近花廳。 

許明誠這時才察覺到自己還握著周靜婉的右手，剛剛也是心裡太激動，看到周靜

婉過來，想也沒想的就走過去握住她的手，其後一直跟她解釋，竟然忘了這件事，

不過就算現在他注意到，也不想放開了。 

手掌心裡握著的手皓白如玉，溫軟細嫩，而且左手腕上還攏著他那日送她的白玉

絞絲鐲子，這讓他心中喝了蜜一樣的甜，輕咳了一聲，有些不自在的說：「這手

鐲妳戴著很、很好看。」 

周靜婉聽了，不由得大羞，一張清麗的臉都紅透了，連白皙的脖頸都染上幾分紅。 

她確實心悅許明誠不假，可女兒家總歸還是嬌羞的，也並沒有真的對許明誠提起

過這件事，但是現在將他送的手鐲子明晃晃地戴在手腕上，就相當於告訴許明誠

她心悅他的事了。 

她低著頭一句話不說，同時掙扎著想要將自己的雙手從許明誠的手掌心裡面抽出

來。 

許明誠自然不肯放，也捨不得放，他一面忍著面上滾燙的熱意，一面加大了手上



的力道，緊緊的握著。 

周靜婉羞得都不知道要如何了，只能低低的說：「你、你放手。」 

「不放。」 

許明誠也不曉得自己這是太高興了的緣故，還是知道周靜婉肯定要嫁給他，竟然

再沒有以前的矜持了，握著她細白的手腕，唇角帶笑的看了她好幾眼。 

美人玉面含羞，那總歸是很綺麗的場景，更何況這還是他心悅之人。 

他喜孜孜的看了好一會兒，眼見周靜婉面上紅暈加深，頭也垂得越來越低，這才

握著她的手走到旁邊相鄰的兩張椅中坐下來，又細細的告訴她許正清和沈氏說的

話——  

「……我爹娘的意思，凌淮剛剛身死，若他們現在就遣媒人過來提親，只怕旁人

會有說道，到時反倒不好了，就想再過些日子等這件事淡下來，他們再遣媒人上

門。」擔心周靜婉會多想，他立刻又保證道：「妳放寬心，我爹娘都是很信守承

諾的人。他們既然對我說了這個話，自然不會騙我。我出門的時候，還聽到他們

兩個人在商量聘禮的事。」頓了頓，他面上又有些發燙。輕咳了一聲，才有些不

自然的接著說了一句，「而且，妳、妳也該知道我對妳的心意。除了妳，我、我

不會再娶其他任何人的。」 

周靜婉心中又是害羞又是感動，垂著頭嗯了一聲。 

兩個人以前曾因為許琇寧的緣故在一起見過幾次，但就算彼此有意，也沒有戳

破，還是客套的，哪裡有像現在這般的親近？ 

而且兩情相悅的兩個人即便什麼話都不說，只這樣握著手坐在一處，便會是世上

最甜蜜的事了。 

許明誠一時捨不得離開，最後還是周靜婉見時候不早了，開口催促他回去。 

「你都已經出來這麼些時候了，伯父、伯母心中肯定擔心你的。你還是早些回去

的好。」 

許明誠這才起身站起來，想了想，還問她，「不若我現在去拜訪拜訪妳母親，跟

她說一說這件事？」 

他實在擔心會再次出現周太太忽然給周靜婉訂親的事，到那時他和周靜婉就又要

錯過了。而且，論禮他到了周家，也去該拜訪拜訪周太太的。 

周靜婉卻不是很願意他這樣做，因為周太太不顧她的意願，明知道那凌淮是個什

麼樣的人，但為了家裡的生計，也為了往後讓她能幫襯娘家一把，還是同意了和

凌家的親事，結果凌淮死了，知道許明誠心悅她，還不顧她女兒家的面子，叫她

去做那樣的事…… 

想到這些，她就說：「不必，你放心，待會我自然會對母親提這件事，你還是快

些回去吧，免得伯父伯母擔心。」 

許明誠想想也是，他們家畢竟還沒有正式遣媒人過來提親，他這般去拜見周太太

算什麼呢？這件事確實由周靜婉去說比較好，左右只要周太太不會再將周靜婉許

配給其他人，他便放心了。 

依依不捨的跟周靜婉告別，他臨出門的時候還一步三回頭。 



周靜婉站在原地，目光溫柔的望著他，見他回頭，還揚起唇角對他笑了笑。 

許明誠也笑了起來。 

翠浮看到許明誠走出來，知道他這是要回去了，趕忙對他屈膝行了個禮，笑吟吟

的說道：「姑爺好走。」 

她這些日子懸著的一顆心，這會兒也算是落到了實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