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十二章 聚會不歡而散 

徐令珠手裡端著茶盞，指尖輕輕摩挲著茶杯邊沿，面上看不出神色。 

「楊妹妹一句玩笑話，當不得真，徐四姑娘可別放在心上。」良久，裴如沁笑著

道。 

徐令珠抬起眼，對裴如沁露出笑容，「這世間相似之人諸多，只楊妹妹怎麼一眼

就瞧出那戲子的扮相和我相似？我這會兒瞅著，這般厚重的妝容，黛眉如煙，卻

是十分瞧不出像哪個來。還是說楊妹妹閒來無事便喜歡研究這些戲子的妝容，所

以如今才有這般眼力？」 

她拿起手中的茶盞抿了一口，視線帶著幾分奚落看向方才開口的楊妙茹，笑意在

唇邊散開，「敢問楊妹妹府中養了多少戲班子，竟使得妹妹耳濡目染之下學會了

這些？」 

話音剛落，楊妙茹再也忍不住，面紅耳赤捂著眼哭了起來。 

徐令珠眨了眨眼，含笑對著坐在那裡的裴如沁道：「令珠不過一句玩笑話，當不

得真，想來楊妹妹定不會放在心上的。」 

裴如沁猛地攥緊手中的帕子，半晌才開口道：「聽了這會兒戲我也有些乏了，容

我去歇會兒。」說著，便站起身來離開了。 

見著嘉明郡主離開，園子裡的姑娘們再不好繼續坐著，一會兒功夫已經走了七七

八八。 

徐令珠覺得有些無聊，便對身邊的丫鬟青似道：「咱們也回府吧。」 

青似儼然被徐令珠席間的伶牙俐齒給鎮住了，臉上表情怪怪的，好似有幾分不可

思議，聽了徐令珠的話，愣了一下才點了點頭。 

徐令珠站起身，看了一眼徐幼珠，道：「五妹妹還要留下來賞花嗎？」 

徐幼珠有些失落，她說不出自己心裡到底是什麼感覺，不知是因著沒見著徐令珠

被人嘲笑而低落，還是因著見識到徐令珠這般厲害而不安。 

她並非寧壽侯府嫡女，徐令珠這麼厲害，往後若是知道她一星半點身世的祕密，

她還能繼續留在寧壽侯府嗎？ 

之後徐幼珠悶不吭聲跟著徐令珠出了垂花門，等到了承恩公府門口，才見著孟月

容從後頭追了出來。 

「表姊！」 

孟月容提著裙子朝馬車這邊跑來，見著徐令珠，微微有些尷尬，遲疑了一下才道：

「表姊是打算回寧壽侯府嗎？」 

徐令珠點了點頭，孟月容扯扯手中的帕子，想了一下才道：「可巧我也沒別的事

情，能隨表姊一塊去府上嗎？咱們也有好些日子沒見了，有很多話我想和表姊妳

說。」 

徐令珠聞聲微微一笑，嘴裡卻是道：「妹妹還是回府裡去吧，別叫舅母和外祖母

擔心了，咱們表姊妹有什麼話改日再說也是一樣的。」 

孟月容一愣，直覺告訴她徐令珠生自己的氣了，可她細細看去，明明只見著一副

笑臉，眼底絲毫沒有生氣的樣子。她想問徐令珠有沒有生她的氣，卻又不敢問。 



正說著，青似過來福了福身子道：「姑娘，時候不早了，咱們快些回府吧，還要

給老太太回話呢。」 

孟月容看了一眼青似，也不好在承恩公府的門口這般僵著，扯出一絲笑，「那改

日月容再去尋表姊玩兒。」 

徐令珠沒有應聲，只含笑看了她一眼，便扶著青似的手上了馬車。 

等徐幼珠跟在後頭上車後，馬車徐徐駛出承恩公府的巷子。 

「姑娘，咱們也走吧。」丫鬟白柳上前，福了福身子道。 

孟月容蹙了蹙眉，喃喃自語，「表姊是在生我的氣嗎？」 

沒人應聲，她搖了搖頭，看了白柳一眼，「咱們也回去吧。」 

 

玉泉院。 

嘉明郡主裴如沁剛一回住處便將屋子裡的一應茶盞器具全都砸了。 

聞聲而來的承恩公夫人韓氏見她這般，眉眼間露出幾分愁意。 

「妳呀，長久不回來，不過回來住幾日就發這麼大的脾氣，到底是誰惹著妳了？」

韓氏揮了揮手，叫屋子裡伺候的丫鬟婆子全都退了下去。 

裴如沁聽了這話，心裡便騰起一股火氣，「母親這話是不想叫我回來住？」 

韓氏一愣，隨即反駁道：「妳這是什麼話，像個當女兒的說的嗎？妳是我十月懷

胎生下來的，娘親倒想妳日日在府中陪我，可妳能陪著我嗎？」 

這話中流露出掩飾不住的不滿，不管這話是有心還是無意，都叫裴如沁愣住了。 

她抬起頭，道：「母親是在怨怪太后？」 

韓氏拿帕子就要捂住她的嘴，「快別胡說！我怎麼敢怪太后娘娘，要怪也是怪我

命不好，才生下妳不久妳就被接到宮裡去，雖說如今貴為郡主，可娘寧願妳和妳

弟弟一樣自小在府裡長大。」 

說完見女兒沒有繼續，便在軟榻上坐了，親手倒了盞茶遞到裴如沁手中，遲疑了

一下才問道：「妳和娘說句真心話，妳就真那麼喜歡那定王世子嗎？」 

裴如沁沒有想到自己娘親竟然會直接問出這樣的話，一時羞澀，也忘了生氣。她

有些拿捏不準韓氏的意思，遲疑了半晌才點了點頭。 

「女兒自然是喜歡叡表哥的，再說，姑祖母也想著叫女兒嫁到定王府去。這難道

不好嗎？」裴如沁看著韓氏，直覺母親似乎並不想她嫁到定王府去。 

可是為什麼呢？論身分論地位，叡表哥和她十分相配，皇上這些年又格外恩寵叡

表哥，她嫁到定王府去定會事事順遂，而且她心裡是那般喜歡他。 

說這些話的時候裴如沁不自覺帶了幾分緊張，韓氏聽在耳中，輕輕歎了口氣，招

了招手叫她坐到自己身邊。 

裴如沁愣了愣才站起身走了過去。她有些不大適應這般的親近，在宮裡的時候姑

祖母再怎麼喜歡她也是顧忌著規矩的。 

感覺到韓氏撫摸在她頭髮上的手，她下意識想要躲，卻又怕惹得母親傷心，便按

捺著一股子彆扭勁兒抬起頭來問道：「母親難道瞧不上叡表哥？」 

韓氏手下的動作一頓，看了裴如沁良久才道：「按理說定王世子身分貴重，又得



皇上看重，娘沒什麼不滿意的。可偏偏他生在定王府，又……」她有些說不出口，

「又有那般的名聲……」 

裴如沁張嘴想要反駁，可韓氏已然繼續說道：「世人怎麼會無中生有平白汙了他

的名聲？他豢養戲子弄得滿京城都知道，這難道是假的嗎？ 

「這京城裡的公子少爺們瞧上一些個戲子，互相攀比也是常事，可妳看看，這滿

京城有哪個和他一般弄得盡人皆知，一點兒也不顧著自己皇室宗親的體面？ 

「這倒罷了，若妳喜歡娘也沒什麼可說的，但他屋裡至今也沒個通房丫頭，保不

准和那起子人說的一樣，真有龍陽之好。」 

裴如沁臉色微僵，母親怎麼會這麼說叡表哥，明明是有人故意散出流言蜚語來壞

叡表哥的名聲，說不準就是大皇子！ 

她心中如何想臉上全都寫了出來，韓氏見狀輕輕歎了口氣，「妳呀如今還太小，

一心只想著有多喜歡他，可妳再喜歡，興許他根本不是適合的那一個。男子有龍

陽之好，妳再好的出身、再大的才情、再喜歡他，等嫁到定王府去就知道過的是

什麼樣的日子了。 

「妳是不是覺得妳自小和世子一樣是在宮中長大，世子對妳和旁人定有幾分不

同，想要賭一賭？萬一妳賭輸了呢？」 

「怎麼會輸？太后已經答應讓我嫁給叡表哥了，到時候一道懿旨下來，叡表哥再

不喜歡我也不敢抗旨的。」裴如沁語氣堅定，似乎怕存了一點兒不堅定，自己心

裡的那點兒念想便會坍塌。 

韓氏皺眉，伸手點了點她的額頭，「傻孩子，妳姑祖母下一道懿旨簡單，可妳嫁

過去後過什麼樣的日子是妳姑祖母能干涉的嗎？妳想想看，定王世子那樣的名

聲，又不像妳喜歡他這般喜歡妳，妳嫁過去還會有好日子過嗎？」 

韓氏閉了閉眼，猶豫了一下才又說道：「再說，這些道理妳姑祖母難道不明白嗎？

她執意叫妳嫁到定王府去，妳想過其中緣由嗎？」 

裴如沁臉色一變，「母親！」 

韓氏挑了挑眉，在裴如沁的注視下繼續道：「說不準妳姑祖母也只將妳當顆棋子

呢，妳以為是她成全了妳，殊不知妳這傻姑娘才是被算計的那一個。」 

裴如沁一口氣悶在心裡，想要出言反駁，卻顧忌著韓氏是自己的生母。良久才站

起身，帶了幾分冷意道：「這話母親往後再不可說了，今日女兒只當沒聽到。女

兒回宮了，改日再來看母親。」說完這話便邁開步子走出了屋子。 

「沁兒！」韓氏喚了聲，卻沒有換來裴如沁的駐足。 

「沁兒……」她低低又喚了一聲，終於忍不住落下淚來。 

 

 

承恩公府賞花宴的事情一下子就傳遍了整個勳貴圈子。 

趙景叡去宮裡給寧太妃請安，寧太妃見了他，不免也說起這件事情來。 

「你這孩子平日隨興慣了，拿皇上賞你的東西隨意給人，這不，好端端的叫那徐

四姑娘受了這般委屈。任憑誰被拿來和戲子相比，都是不體面的。好在那徐四姑



娘伶牙俐齒硬生生贏回一局來，若是換了旁人，只怕哭哭啼啼回去尋死的心都有

了。」 

聽寧太妃這麼說，趙景叡突然勾起一抹笑意。 

寧太妃看在眼中微微一愣，遲疑了一下便問道：「莫不是你當真喜歡那徐四姑

娘？」 

被這般揭穿，趙景叡沒有否認，只嘴角的笑意越發深了。 

寧太妃深知他的脾性，見他這般哪裡能不清楚，一下子就上心起來。 

「你當真喜歡她？你什麼時候認識那徐四姑娘的？怎麼我一點兒也不知道？」 

「祖母就別多問了，孫兒心裡有數。」趙景叡答道。 

寧太妃瞪了他一眼，「還不快說，和祖母還有什麼不好說的？你別是一時興起動

了心思，弄得滿京城流言蜚語，到頭來失了興致，就將人忘在腦後了？」 

被自家祖母這般說，趙景叡著實有幾分無奈，「在祖母眼中，孫兒就這麼不靠譜

嗎？」像是看出了寧太妃的急切，他笑了笑，輕聲道：「孫兒是在淨慈寺遇見她

的。」 

趙景叡說著，便將那日在淨慈寺徐令珠如何闖入院中，如何放肆跑開的事情說了

出來。 

他用指節扣了扣檀木雕花方桌，落下一句話，「孫兒當時就覺得這徐四姑娘好生

大膽，後來在宮裡孫兒責罰了她五妹妹，又被她頂撞了幾句，如此才真正覺得她

和尋常的勳貴之女不大一樣，有趣多了。」 

寧太妃聽著，又是無奈又是好笑。這、這都是什麼事兒啊，他喜歡人家，是因為

那徐四姑娘屢屢頂撞他？自己這個孫兒，素日裡肆意妄為慣了，莫不是又要尋些

什麼好玩兒的聊以解悶？ 

可這男女之事事關女兒家的清白，倘若他只是一時興起，賠上人家姑娘的名聲反

倒不好。他是男子，身分貴重又得皇上恩寵，向來什麼都不怕，可那徐四姑娘不

過是個普普通通未出閣的姑娘家，怕是擔不起自家孫兒這份喜歡。 

寧太妃臉色一沉，瞪了趙景叡一眼，道：「你有趣歸有趣，可別拿這事兒開玩笑，

你玩笑事小，人家姑娘家失了名聲往後可怎麼辦？你雖貴為世子又得皇上恩寵，

可這樣叫人良心不安的事情是萬萬不能做的，老天爺都在看著呢。」 

趙景叡在一旁聽著，應也不是不應也不是。他平日是有多不著調呀，竟惹得自家

祖母這般。「我的好祖母，孫兒有那麼缺德嗎？祖母若是不信，我求了皇上去，

叫皇伯父下道賜婚的聖旨，把徐四姑娘給娶進門來好不好？」 

寧太妃一怔，若有所思盯著趙景叡瞧了良久，突然眼睛裡露出幾分狐疑，「你今

兒個進宮，就是知道我要問這件事兒吧？」 

見趙景叡臉上的笑意一點兒也不少，也沒有反駁她的話，寧太妃眼底露出幾分不

可思議來，「你、你真的喜歡上那徐四姑娘了，不是玩笑話？」 

這、這太稀奇了，她自個兒的孫兒自個兒知道，這麼大的人了房裡連個通房丫頭

都沒，又養了那些個戲子，傳出那麼多流言蜚語。 

她不信他有龍陽之好，卻也知道自己這孫兒的心向來不在那男女之事上。 



可這回，他竟然是真的有喜歡的人了？ 

寧太妃一時不知道是該高興還是該擔心了。她原也盼著自家孫兒和尋常勳貴家的

公子一樣，到了年紀就早些成婚，娶個世子妃進門，也好收收他這脾性。 

這會兒他真有喜歡的人了，她又少不得替他擔心起來。嘉明郡主那般喜歡叡哥

兒，裴太后那裡又一直想撮合這門親事，不知他這份喜歡是好還是不好。 

趙景叡道：「孫兒鄭重告訴祖母，孫兒是真心喜歡那徐四姑娘，不是玩笑話。」 

寧太妃的視線在他臉上掃過，良久才道：「你若喜歡那徐四姑娘也不是不好，只

是嘉明郡主和太后那裡，怕是還有一番鬧騰。」 

聽著寧太妃的話，趙景叡毫不在意，「她喜歡孫兒，孫兒就非要娶她嗎？我就不

信，還有人能逼著孫兒和那嘉明同睡一個屋。」 

見他說話又不著調了，寧太妃狠狠瞪了他一眼，道：「你好好說句話不成嗎，這

些年在皇上面前裝，竟裝得油嘴滑舌什麼話都敢說了？」 

趙景叡彎著眼睛，輕笑道，「孫兒不正經才好呢，不信祖母您去問皇伯父，有多

喜歡孫兒這份兒不著調、肆無忌憚呢？」 

寧太妃一口氣堵在那裡，半天才輕輕歎了一口氣，「罷了，你心裡有數就成。對

了，孟貴妃這些日子和大皇子妃走得近，被皇上尋了由頭訓斥，有好些日子皇上

沒去景陽宮了。」 

聽著寧太妃這話，趙景叡難得正經了幾分，眼裡露出一抹深意來，「慈寧宮那位

可有什麼動作？」 

寧太妃看了他一眼，嘴上說道：「太后心思沉著呢，不到最後時候是不會擺明心

思支持哪位皇子的。」想了想又道：「前些日子兩位皇子妃去給太后請安，太后

賞賜兩人的東西一模一樣，並不分輕重。」 

趙景叡挑了挑眉，眼珠子轉了轉，還未開口，就聽寧太妃道——  

「你趁早歇了心思，別想著給大皇子使絆子。這個時候要的是穩，別以為皇上有

多恩寵你，再怎麼說大皇子也是皇上的親子。」 

趙景叡嘴上應下，心裡卻是十足不當一回事，他在皇上身邊多年，別的不敢說知

道，對皇上的心思還是能琢磨出幾分的—— 在皇上心裡，有時候那大皇子還不

如他這個侄子呢。 

趙景叡勾了勾嘴角，拿起手中的茶盞抿了一口，不知想到了什麼，突然對寧太妃

笑了笑，道：「祖母知道孫兒喜歡那徐四姑娘，何不傳她進宮親自瞧瞧呢，也算

給孫兒掌掌眼。」 

寧太妃被他這份心意逗笑了，「你竟這麼喜歡那徐四姑娘，我倒真想見上一見了，

好叫祖母也知道那徐四姑娘有多好，怎麼就叫你這般上心？」 

第四十三章 推人落水欲滅口 

打從承恩公府回來，徐令珠便窩在自己屋子裡，除了去明雍堂給老太太請安哪裡

也沒去。 

曲嬤嬤端著茶進來，臉上露出幾分擔憂，「姑娘得罪了嘉明郡主，嘉明郡主有太

后撐腰，往後還不知怎麼替嘉明郡主出氣呢。都怪老奴，那日就該叫姑娘裝病推



了那帖子，不去承恩公府。」 

徐令珠接過茶盞輕輕吹了吹，放到嘴邊抿了幾口，見曲嬤嬤一副緊張的模樣，淡

淡一笑，道：「嬤嬤不必自責，我若不去，也會得罪嘉明郡主和太后。這回去了，

起碼叫人知道我這寧壽侯府的四姑娘也不是誰都能惹的。 

「不然往後難道我連一步都不能出門了，就因著去了哪裡，便有人來挑釁說些閒

話？」 

徐令珠在曲嬤嬤手上拍了拍，道：「這般小心謹慎活著，不是太沒意思了？倒不

如現在這般，反正嘴長在人家身上，隨便別人怎麼說，又傷不了我一分一毫。」 

曲嬤嬤聽自家姑娘這麼說，也覺得是這個道理，可自家姑娘被人和那戲子相比，

如今還傳出厲害的名聲，說是姑娘得理不饒人，說得兩位未出閣的小姑娘都哭了。 

這樣的名聲下，姑娘還能尋得著一門好親事嗎？ 

曲嬤嬤正想著，突然有丫鬟急急忙忙跑了進來，道——  

「姑娘，不好了，雲姨娘不慎落水了！」 

徐令珠一聽，臉上的笑意瞬間僵在那裡，片刻才問道：「好好的怎麼就落水了？

人救上來沒有？」 

那丫鬟道：「回姑娘的話，救上來了，只是姨娘嗆了好些水，被抬到雲香院了，

管家請了大夫進府，還不知道能不能醒。」 

徐令珠放下手中的茶盞，對著瓊枝道：「妳隨我過去看看。」 

因為休寧院距離挑雲住的雲香院並不遠，只一會兒功夫兩人便到了。 

進了院子，徐令珠見著孟氏和徐幼珠也在。 

孟氏見著徐令珠，想著前幾日自己這個女兒來雲香院探望過這雲姨娘，心裡就覺

得很是彆扭。一時間，臉色沉了沉，見著徐令珠請安，只點了點頭，連個笑臉都

沒有。 

徐令珠並不在意，只朝身邊的丫鬟問道：「姨娘不是病著嗎，怎麼好端端的落水

了？」 

那丫鬟只是雲香院的二等丫鬟，聽徐令珠這般問，只福了福身子道：「回姑娘的

話，別的奴婢也不知道，奴婢只知道今兒個上午我家姨娘不知收了誰的一封信，

便強撐著說要到湖邊的亭子裡坐坐，當時是若秋姊姊陪著去的。」 

徐令珠眉心跳了跳，問道：「那若秋呢？」 

那丫鬟眼一紅，忍不住落下淚來，「若秋姊姊當時跳下去救姨娘，可姊姊哪裡會

游水……」說到此處聲音哽咽，再也說不出話來了。 

徐令珠知道若秋定是送了性命，她思量了片刻，將思緒理順，對著那丫鬟道：「那

封信呢？」 

「我家姨娘收起來了，奴婢去找找看。」那丫鬟說著便進了內室四處尋了起來。 

雲姨娘落水的事情很快就傳遍了整個侯府，只一會兒功夫連老太太也知道了。 

老太太板著臉問顧氏，「這好端端的怎麼會落水？」 

顧氏這些日子因著徐佩珠的事情常被老太太指摘，聽老太太這麼問，心裡頭也覺

得很是不得勁兒。 



她雖管著這個家，可雲姨娘自己去的湖邊，興許一個不小心滑下去了，又不是她

推的，老太太這般質問，倒像是她害的那挑雲不省人事一般。 

心裡雖這般想著，顧氏面上仍恭敬地道：「媳婦也不大清楚，只打聽到雲姨娘收

了一封信後去了湖邊，然後就跌入湖中了，她身邊的大丫鬟若秋跳進去救她，反

倒折了自個兒的性命。幸好有個會水的婆子聽到喊叫跑了過去，這才將雲姨娘從

湖裡救了上來。」 

老太太睨了她一眼，「大夫可看過了，怎麼說？」 

顧氏回道：「說是雲姨娘嗆了水，再加上本就身子不大好，怕是有得熬。若是今

晚前醒過來便有得一救，如若不然，怕是……」話音一頓，沒有繼續說下去，可

意思卻再明白不過。 

老太太思忖了片刻，對著顧氏吩咐道：「妳去查，看看到底是因著什麼事情，她

是怎麼落水的？一一查清楚了再來稟告我。咱們寧壽侯府向來沒有這樣的事情，

難不成她一個姨娘還會投湖自盡不成？」 

顧氏忙應道：「是，老太太您別太著急了，好歹要顧忌身子才是。」 

等顧氏從明雍堂出來，想著府裡一攤子的事情只覺得頭疼得很，才剛走出明雍堂

的院子，就見著丫鬟白鶴等在那裡，一臉焦急的樣子。 

顧氏看了她一眼，走上前去，「出什麼事兒了，叫妳專門過來一趟，一刻都等不

及。」 

自打她將大丫鬟雲吟打發去伺候佩丫頭，白鶴便頂上雲吟的差事，這丫頭向來是

有主意的，性子又很是穩重，若不是有什麼事情發生，不會等在這明雍堂外頭。 

白鶴四下瞅了瞅，湊到顧氏耳邊低低說了幾句，當下顧氏臉色一變，不由得驚愕

看向白鶴。 

「此事當真？」顧氏聲音裡帶著幾分狐疑。 

「是雲吟姊姊和奴婢說的，當時她正好去廚下給大姑娘拿燉好的燕窩粥，可巧碰

上了曹嬤嬤和盞菊從湖心亭那邊過來，鬼鬼祟祟的一臉不安。當時姊姊也沒多

想，後來聽說雲姨娘出事了，才驚覺那曹氏和盞菊怕是有什麼不對。」 

這可是了不得的事情，那曹嬤嬤和盞菊是伺候五姑娘徐幼珠的，挑雲只是一個姨

娘，即便得寵些，哪裡就礙得著叫徐幼珠下這樣的狠手？ 

顧氏心裡十分不解，對著白鶴道：「妳去將雲吟叫到我這兒來，我細細問她。」 

白鶴應了一聲，福了福身子便離開了。 

等到顧氏回了住處，不多時雲吟便來了。 

「奴婢給太太請安。」雲吟上前幾步，福了福身子恭敬地道。 

顧氏看了她一眼，開口問道：「起來說話，今兒個妳告訴白鶴的事情可是妳親眼

看到的？」 

雲吟連連點頭，「回太太的話，這般天大的事情奴婢豈敢隨意編排，奴婢當真是

見著那曹嬤嬤和盞菊急急忙忙從湖心亭那邊過來，曹嬤嬤還拉著盞菊的手，一臉

慌張的樣子，不時還說上幾句話，只奴婢沒聽見具體說的是什麼。奴婢在府裡多

年，倘若不是十分不妥，哪裡敢驚動太太您。」 



顧氏思忖了好一會兒，才點了點頭，「嗯，這事情我知道了，妳先別聲張，派兩

個人暗中盯著曹嬤嬤和盞菊，看看她們有什麼動作。」 

雲吟應了一聲，又聽顧氏問道：「佩丫頭這兩日可還好？」 

聽自家太太問起大姑娘來，雲吟嘴角露出一絲笑意，「回太太的話，自打姑娘搬

去濯纓院心情好了不少，平日裡也肯看看書練練字了，二少爺聽說姑娘好些了，

還專門從外頭帶了好些書籍回來，說是叫姑娘閒來解解悶。」 

顧氏聽著臉上露出笑意，「他這當弟弟的也學會心疼他姊姊了。」又問道：「大少

爺可去過濯纓院？」 

聽自家太太這麼問，雲吟臉色微微一變，遲疑了一下才搖搖頭，「大少爺平日讀

書忙，雖未親自探望過姑娘，卻也叫身邊的丫鬟給姑娘帶過一塊徽墨，姑娘見了

心裡也是喜歡的。」 

雲吟說得委婉，可顧氏又哪裡聽不出來其中的差別。 

當哥哥的不去看被休回府中的妹妹，全都是因著那潘氏。 

顧氏拿起手中的茶盞輕輕抿了一口，揮了揮手道：「嗯，我知道了，妳只管盡心

伺候佩丫頭，有什麼要用的儘管過來回我。」 

雲吟應了聲是，福了福身子便下去了。 

到晚間的時候，顧氏便去回稟老太太，將雲吟的那些話全都說給老太太聽。 

老太太聽了，臉上露出震驚，好半天才道：「那、那曹氏我看就不是什麼好東西，

還有她那女兒盞菊，我上回老遠瞧見一眼，描眉畫眼的，根本就是個狐媚的貨色！

妳派人盯著她們，她們一有什麼舉動便來告訴我。」 

老太太的目光又落在顧氏身上，「對了，不是說有封信嗎，尋出來給我瞧瞧。我

就不信，咱們寧壽侯府還沒有王法了，竟叫奴才們做出這種害主的事情來。」 

老太太臉色鐵青，儼然是生了大氣的樣子。 

顧氏聽老太太這麼說，點了點頭。這也難怪，那挑雲本是從老太太屋裡出來的，

曹嬤嬤和盞菊敢對挑雲動手，原本就是沒將老太太放在眼裡，更何況這事情透著

幾分古怪，裡頭不定還藏著什麼由頭呢。 

 

 

如意院中，曹氏和盞菊屢屢走神，在徐幼珠的追問下，才將今兒個的事情說了出

來。 

「嫋娘，舅母我也全都是為妳著想，那雲姨娘不除，萬一她和老爺說了妳的身世

可怎麼辦？」 

徐幼珠一臉震驚，手中的茶盞落在地上發出清脆的響聲，「妳莫不是瘋了，這樣

的祕密也敢隨意在府裡議論？竟好巧不巧被人聽了進去？」 

她臉色瞬間慘白，氣得渾身發抖，她不敢想，若那挑雲將事情告訴父親會是何種

場面？ 

她會不會被父親趕出寧壽侯府去？ 

徐幼珠越想越怕，心都要跳出來了，「妳怎麼知道是雲姨娘？」 



曹氏從袖中拿出一個荷包遞到徐幼珠手中，「我細細打聽了，這荷包的主人便是

雲姨娘，不會有錯的。」 

她將那日方嬤嬤分析的話全都說給徐幼珠聽，見著徐幼珠愣神，曹氏便倒了盞茶

遞到她手中，「嫋娘妳別怕，萬事還有舅母和妳表姊在呢，那雲姨娘前些日子生

病怕也是因著這事兒，她既然因此嚇病了，就萬萬不敢將這祕密說給老爺聽。 

「如今那若秋沒了性命，聽大夫說那雲姨娘嗆了很多水，怕也熬不過今晚。咱們

只等著雲姨娘斷氣，就什麼問題都沒有了。」 

徐幼珠一聽，指著曹氏道：「妳說什麼問題都沒有，萬一那雲姨娘醒過來怎麼辦？

都是妳二人惹的事，當初就不該叫妳們進府！」 

盞菊見徐幼珠指著曹氏的鼻子罵，當下便不服氣道：「表妹說的是什麼話，好歹

母親也是妳的親舅母，哪裡有晚輩對長輩這麼說話的？我知表妹心裡是萬分瞧不

上我和母親，可表妹別忘了，原本咱們才是一家子，這寧壽侯府本就不是表妹妳

該待的地方。」 

徐幼珠一聽，氣得要昏死過去，「住嘴！妳給我滾出去！」 

「憑什麼，妳又是哪個東西，還以為妳真是府裡矜貴的姑娘呢，不過也是個假的。」 

曹氏厲喝一聲，「夠了！都給我住嘴！」她惱火道：「如今咱們若是內裡亂了，還

不知要出什麼事情，嫋娘妳就多體諒妳表姊一些吧。如今要緊的事情是去打聽打

聽那雲姨娘醒了沒，她若是閉了眼，咱們也就安心了。」 

徐幼珠拿帕子捂著眼哭了起來，心裡萬分慌亂，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聽了曹氏

的話只失魂落魄點了點頭。 

誰知等到晚間時卻傳來消息，說是雲姨娘醒了。 

徐幼珠腳下一軟，差點兒就跌倒在地上，幸好曹氏眼疾手快將她扶了起來。 

很快又聽到消息，說是雲姨娘醒了後一個勁兒的說五姑娘不是孟氏親生的，而是

曹氏的親外甥女，和那盞菊是表姊妹。 

徐幼珠聽到這話的時候直接暈倒了。 

這事情傳到老太太那裡，老太太便親自去了雲香院。 

老太太在挑雲所在的內室待了許久，等出來的時候就吩咐兩個婆子去如意院將曹

氏和盞菊綁了起來，然後叫人將徐幼珠帶到明雍堂。 

孟氏聽到這消息的時候滿臉不可置信，半天才鐵青著臉道：「說的什麼胡話，幼

丫頭是從我肚子裡頭出來的，我能不知道？」 

她由丫鬟扶著，急急忙忙趕到了明雍堂。 

因著徐幼珠的事情，顧氏和幾位姑娘全都到了，連同幾位姨娘也在。 

孟氏一進來，便見著跪在地上的徐幼珠還有曹氏和那盞菊。 

她臉色一變，快步走上前去，都未給老太太請安，便開口道：「老太太千萬別聽

那挑雲胡說，幼丫頭是我十月懷胎生下的，又自幼在府裡長大，怎麼會不是我親

生的？這等編排主母、造謠生事的賤婢合該拉出去打死！」 

事關她最疼愛的徐幼珠，孟氏無法做到心平氣和，甚至連那挑雲是從老太太屋裡

出來的都顧不得了。 



「是與不是先聽聽雲姨娘怎麼說。」老太太看了她一眼，並未動怒，只淡淡道。 

老太太使了個眼色，便有人扶著挑雲從門外進來，許是落水受了驚嚇的緣故，挑

雲臉色蒼白，身子孱弱，每走一步好似都要用很大的力氣。 

挑雲一進來，孟氏便忍不住質問道：「好個膽大的賤婢，竟敢編排起幼丫頭了，

妳說，是哪個指使妳的？」說著，視線便朝站在那裡的顧氏看去。 

顧氏心中暗罵一聲，面上卻是笑了。 

二房鬧出這些個事情來，哪裡需要她這個當家太太插手，只是這事關府裡姑娘身

世，依著老太太的意思，還是查清楚為好，不然養了多年的姑娘是個假的，老太

太都要嘔死了。 

「弟妹看我做什麼，這雲姨娘自打伺候了二弟我便很少和她說話，再說我又豈是

那等糊塗的，敢指使她胡亂編排起姑娘們的身世來？」 

老太太將手中的茶盞重重放在桌上，對著挑雲道：「妳將之前和我說的話當著眾

人的面再說一回，說給妳家太太聽！」 

挑雲身子瑟縮一下，福了福身子才斷斷續續道：「前些日子……婢妾去給太太請

安，不料聽說五姑娘因著老太太將那濯纓院給、給了大姑娘的事情鬧脾氣……婢

妾沒敢進去便折回來，回來的路上經過假山處便聽見有人在說話，聲音可巧傳到

了婢妾的耳朵裡。 

「說話的正是曹嬤嬤，她質問盞菊這兩日整日不見人到底是做什麼去了？盞菊

說、說是她進府頭一天見著一個年輕的公子，她如今才知道竟是四少爺，盞菊問

四少爺房裡可有通房丫頭沒，若是可以，便去求了表妹想法子將她安排到四少爺

身邊。 

「婢妾先時愣住，一時沒聽明白，後來才聽盞菊說起五姑娘的名諱，說五姑娘是

她的表妹，而曹嬤嬤是五姑娘的親舅母。」 

「婢妾大吃一驚，當下也不知如何是好便拉著若秋跑開，不料後來才發現身上戴

著的荷包不見，定是那時落在地上被人撿去了。婢妾回了住處日日惴惴不安，想

著回稟老太太，又不敢編排這般的事情。直到今兒個上午有丫鬟見著門口有封

信，信上說在湖心亭一見。 

「婢妾原本沒想去，可心裡也想弄清楚到底是怎麼回事，等到去了便見著了曹嬤

嬤和盞菊，曹嬤嬤哭求婢妾莫要將此事告訴老太太和老爺，婢妾還未言語，身後

的盞菊便用力推了婢妾一把，婢妾這才掉入湖中。後來，若秋見著婢妾落水便跳

下來相救，可她並不會游水，可憐她小小年紀便因著這樣的祕密送、送了性

命……」 

挑雲聲音哽咽，說到最後竟再也說不下去，只紅腫著眼睛指著跪在那裡的曹氏和

盞菊道：「妳們為了替五姑娘瞞著身世，竟能做出害人性命的事情來！」 

孟氏聽了挑雲姨娘這番話臉色震驚，半晌才開口道：「不，不是的，是挑雲在信

口胡言，幼丫頭是我親生的！」 

老太太陰沉著臉，對著跪在下頭的曹氏和盞菊道：「說吧，到底是怎麼回事？」 

曹氏心中緊張不已，面上卻裝出一副什麼都不曉得的樣子來，「回老太太的話，



老奴什麼都不知道，並不知五姑娘的身世，哪裡會想到去害雲姨娘。老奴進府是

因著之前救過五姑娘的性命，也不知雲姨娘是個什麼意思，竟然編排起我家姑娘

來！」 

盞菊也道：「老太太明鑒，奴婢才剛進府短短日子，哪裡會認識四少爺，便是認

識，也萬萬不敢起了攀附之心，雲姨娘定是嗆了水糊塗了，才說出這般話來。我

家姑娘自幼在府裡長大，怎麼會不是太太親生的？」 

徐幼珠哭得眼睛都腫了，聽著盞菊的話，跪著爬到孟氏面前，拽著她的裙襬道：

「娘親、娘親，她們好生險惡，竟敢誣陷女兒，女兒怎麼會不是娘您親生的？」 

孟氏站在那裡，看著徐幼珠滿臉淚珠慌亂不安的樣子，心裡萬分憐惜，伸手就將

徐幼珠扶了起來，「好孩子，是她們的錯，妳怎麼會不是我親生的？別怕、別怕，

有娘在呢。」 

徐幼珠撲在孟氏懷中痛哭流涕，一時間屋子裡只剩下哭聲。 

第四十四章 徐幼珠被趕出府 

老太太目不轉睛將視線落在徐幼珠身上，半晌才出聲道：「雲姨娘是從我屋裡出

來的，我深知她的品性，若她當真什麼都沒聽見，哪裡會隨意說出這些話來？」

她往婁嬤嬤身上看了一眼，問道：「哪個是平日裡伺候五丫頭的？」 

婁嬤嬤道：「回老太太的話，是個叫碧嬈的丫鬟，這會兒在外頭候著呢，老太太

可要叫她進來？」 

見老太太點頭，婁嬤嬤使了個眼色，很快就有丫鬟領著那碧嬈從門外進來。 

碧嬈進來後，如何察覺不出空氣中的凝重，她緩步上前，對著老太太福了福身子，

道：「奴婢給老太太請安。」 

老太太看了她一眼，問道：「事關妳家姑娘的身世，妳伺候了妳家姑娘這麼多年，

曹嬤嬤和盞菊進府後妳也是在妳家姑娘跟前經常出入的，可看出什麼不對來，或

是聽到些什麼，看到些什麼？」 

碧嬈身子瑟縮一下，又聽婁嬤嬤道：「方才雲姨娘說她聽到這盞菊想要攀附四少

爺，此事妳可看出些苗頭了？」 

碧嬈聽著婁嬤嬤的話，視線一下子便看向跪在那裡的盞菊。 

四少爺？她算什麼東西，竟敢肖想四少爺？ 

碧嬈環視了一圈四周，才退後一步，跪在老太太面前。 

「回老太太的話，奴婢原本不敢回稟老太太，可事情到了這個地步，奴婢不敢不

說。」 

「妳儘管說！」老太太道。 

碧嬈看了徐幼珠一眼，才徐徐道：「我家姑娘自打曹嬤嬤進了府中，便十分看重

曹嬤嬤，奴婢原也不覺得有什麼不對，可奴婢漸漸發現姑娘事事都要過問曹嬤

嬤，在曹嬤嬤面前就連發脾氣也會收斂幾分，有時候竟叫奴婢覺得曹嬤嬤才是當

主子的。 

「後來盞菊進府，姑娘也格外看重，從不叫她做什麼活計，我們如意院伺候的私

下裡也嘀咕盞菊竟不像是來伺候人，倒像是來當主子的，說曹嬤嬤和盞菊也不知



上輩子修了什麼福，竟然能得我家姑娘這般相待……」 

碧嬈琢磨了一下，話到嘴邊又嚥了下去。 

老太太見狀，沉聲道：「還有什麼，妳儘管說。」 

碧嬈看了一眼曹氏和徐幼珠，遲疑了一下，才又說道：「還有一事奴婢覺得蹊蹺，

那是好幾個月前，曹嬤嬤剛去伺候五姑娘的時候。有一日五姑娘來明雍堂請安，

不知為何又沒進去，奴婢正好出來尋姑娘，恰巧聽到五姑娘和曹氏在說著什麼

話，奴婢聽到嫋娘兩個字，心中好奇，便躲在槐樹後藏了起來。 

「那時便聽到曹嬤嬤說她是五姑娘的親舅母，稱五姑娘為嫋娘，還說了『咱們嫋

娘可是寧壽侯府四姑娘的親妹妹，有嫋娘在咱們一家子都有造化』之類的話。 

「奴婢當時心裡一驚，便覺出什麼不對，後來見曹氏和盞菊平日裡的行事，心中

越發肯定了，可這樣大的事情奴婢怎麼敢回稟了老太太？奴婢實在是怕，一個字

都不敢說。」 

「妳胡說！」徐幼珠指著碧嬈尖聲道。 

說完，她突然一下子看向站在那裡的徐令珠，「是妳對不對，是妳造謠生事，非

叫雲姨娘編排出這些來？不然為什麼前幾日妳偏偏去看了雲姨娘！」 

徐令珠眼底噙著笑，輕輕一拂，便將徐幼珠指著她的手推開了，「五妹妹說的什

麼話，今日若不是雲姨娘和碧嬈稟告老太太，我竟一點兒都不知道五妹妹竟然並

非是我的親妹妹呢。這些年母親這般疼妳，原來竟是白疼了妳一場？」 

徐幼珠神色大變，身子晃了晃，下意識撲過去抓住了孟氏的胳膊，「母親、母親

您看四姊姊，都是她在胡說，是她指使了雲姨娘和碧嬈，都是她！」 

尖銳的聲音使她腦海中瘋狂想著嫋娘兩個字，她不是寧壽侯府的五姑娘，她是嫋

娘、嫋娘！ 

這時，徐幼珠終於支撐不住，身子一軟便跌倒在地上。 

「幼丫頭、幼丫頭！」 

孟氏扶著她的身子，眼淚忍不住落下來。幼丫頭一定是她親生的，一定是的，她

疼了她這麼多年，怎麼會不是她親生的？ 

老太太看著這一幕，突然對著婁嬤嬤問道：「將曹氏和盞菊各自關在柴房裡吧。

妳拿了我的帖子去安國公府請孟老夫人過來，當年是她在孟氏產房，我倒要問一

問，府裡養了這麼多年的姑娘，到底是不是我們徐家的血脈？」 

婁嬤嬤很快便拿了帖子去安國公府。 

孟老夫人看著那帖子，眼底露出一抹詫異，問道：「可是有什麼要緊的事情，要

我這老婆子這會兒過去？」 

婁嬤嬤沉默了一下，才道：「事關五姑娘，我家老太太說老夫人您心中定是有數

的。」 

話音剛落，孟老夫人臉上的笑意當下便僵在那裡，眼中露出幾分晦澀，神情有些

飄忽，好像想到了什麼似的。 

過了良久，才重重歎了口氣，「我就知道，這事情總有一日是瞞不住的。」 

孟老夫人一句話便叫婁嬤嬤心中有數了。 



五姑娘徐幼珠，當真不是寧壽侯府的血脈，不過是被孟老夫人抱回來冒充的。 

其中的緣由她如今雖未猜到，可想著那些年太太孟氏因著三少爺墜崖身亡的事情

鬱鬱寡歡，當年生產時還動了胎氣大出血差點就送了性命，她不禁也琢磨出幾分

來。 

當年那個真正的五姑娘，怕是剛一出生便夭折了，不然孟老夫人又何至於有此舉

措。 

孟老夫人的馬車很快就到了寧壽侯府門前，等馬車停下來，她一眼便見著了面色

慌亂、等在那裡的女兒。 

孟氏臉色蒼白，臉上帶著淚痕，在見著孟老夫人的時候，一下子就露出幾分緊張

來。 

「母親！」 

她才剛開口，便見著孟老夫人擺出一副冷臉，「慌慌張張杵在這兒做什麼，還有

沒有一點兒當家夫人的定力，莫不是要叫人看笑話？」說著，便抬起腳來進了寧

壽侯府。 

孟氏心裡咯噔一下，她第一次體會到了什麼叫不安，她想著孟老夫人方才的表

情，心中更是忐忑，這個時候母親因著老太太一張帖子便乘著馬車來了寧壽侯

府，莫不是幼丫頭當真不是她的女兒？ 

這念頭才剛一轉，孟氏便將其壓了下去。 

不會的、不會的，幼丫頭是她十月懷胎生下來的，是她一日日看著長大的，怎麼

會不是她親生的？一定是母親聽了消息，心中擔心她這個女兒，才急忙趕著過來

的。 

孟氏想著，也急急忙忙追了上去。 

等到了老太太所住的明雍堂，孟老夫人見著臉色鐵青、面上沒有一絲笑意的老太

太，只重重歎了口氣，對著一屋子的人吩咐道：「妳們都散了吧，我和親家母私

下裡說說話。」 

孟氏心中一緊，猛地看向孟老夫人。 

孟老夫人見著她的模樣，沉聲道：「妳也留下。」 

有老太太默許，婁嬤嬤便使了個眼色，叫一屋子的姑娘和丫鬟婆子全都散了，只

留下老太太、孟老夫人和孟氏三個。 

「親家太太當年在產房，可是親眼見著孟氏生產的，如今鬧出這般的事情來，我

少不得要問一問親家太太，我家那五丫頭到底是不是徐家的血脈？」老太太忍不

住問道。 

老太太的話音剛落，孟氏便猛地看向孟老夫人，「母親，當年您是親眼看著幼丫

頭出生的，她是女兒親生的，是不是？」 

孟老夫人看了她一眼，眼底露出幾分憐惜，良久才道：「當年妳因著三少爺墜崖

的事情抑鬱不安，好不容易又懷上了懷相卻也不大好。 

「那日妳動了胎氣被人抬進產房，生下孩子的時候早已不省人事，那孩子是個女

胎，只是出生時便全身青紫，穩婆只看了一眼便搖頭說是不行了，那孩子哼了幾



聲便夭折了。」 

孟老夫人看著滿臉震驚的孟氏接著道：「當時我料想妳受不了這般的打擊，又可

巧妳是在安國公府生產的，便叫身邊的嬤嬤去了慈善堂抱了個剛出生的女嬰過

來。 

「這些年我也屢屢想要開口，可是見著妳這般寵愛那幼丫頭，每每話到嘴邊又全

都嚥了下去。」 

「不，不會的，幼丫頭怎麼會不是我親生的？我有感覺的，怎麼會？」孟氏受了

打擊，痛哭流涕，不願意相信這個事實。 

她哭著跌倒在地上，上前扯著孟老夫人的裙襬道：「母親您告訴我，為什麼要這

樣做？為什麼？」 

孟老夫人臉色沉了沉，聲音高揚了幾分，「為什麼，妳不明白嗎？當年妳失了個

兒子便尋死覓活的，和姑爺也生了嫌隙。後來好不容易有了這一胎，若當時妳知

道孩子夭折了，妳能撐下去嗎？妳身子本就不好，打擊之下誰知道能撐住幾天？」 

「母親，您莫不是瘋了？即便那孩子夭折了，那、那也是我的，您怎麼叫我養了

別人的孩子？」 

孟氏喃喃道：「這些年我將幼丫頭捧在手心裡，生怕她受一點兒的委屈，到頭來

您告訴我，她不是我親生的，不過是您叫人從慈善堂抱回來的？ 

「您叫我情何以堪？您叫幼丫頭往後怎麼活，她還那麼小，還沒有訂親，往後怎

麼尋著一門好親事？府裡的人又怎麼看她這個主子？」 

老太太坐在那裡原本沒打算說什麼，聽孟氏這一連串都在替徐幼珠擔心，臉色鐵

青，重重拍了下桌子道：「妳好糊塗！幼丫頭既不是妳親生的，妳還這般擔心她

做什麼？ 

「妳不想想，幼丫頭這些年搶了令丫頭多少寵愛，妳偏心到那個地步，如今知道

她不是妳親生的，還要繼續偏心下去嗎？」 

孟氏愣在那裡，好半天都不知道如何開口。 

老太太見她執迷不悟，氣得渾身發抖，「妳回去好好想想，妳自己疼了這些年的

女兒，到底是什麼貨色？她真是一點兒都不知道自己的身世，還是知道了還將咱

們這些人瞞得死死的？妳下去吧，我和親家太太私下裡說幾句話。」老太太吩咐

道。 

孟氏還想說什麼，見老太太執意如此，便只好站起身來，虛浮著腳步出了屋子。 

孟老夫人在軟榻上坐了，對著老太太道：「我當年做下這種事情雖是無奈之舉，

卻也瞞了親家母多年，真是對不住妳。」 

老太太緩了緩情緒，心裡雖藏著火氣，卻也知道如今一味怪罪孟老夫人不僅於事

無補，還會傷了他們寧壽侯府和安國公府的和氣。 

她搖了搖頭，耐著性子開口道：「也不怪親家，當年章哥兒墜崖身亡後孟氏的情

形我也是看在眼裡的，說句實在話，當年她若知道孩子剛出生便夭折了，還不定

要出什麼事情呢。若她有個三長兩短，留下令丫頭一個也不是一回事兒。」 

孟老夫人也知道老太太心裡是怪她的，只是如今安國公府爵位高，宮裡又出了個



貴妃，老太太才不好發作。 

聽了老太太的話，她也重重一歎，「可不是，這些年我瞧著她那般寵愛幼丫頭，

反倒將令丫頭冷淡苛責了，我心裡也著實不好受。我為何那麼疼愛令丫頭，不過

是心中存著愧疚罷了，當年的一念之差，竟然弄出這些個波折來。」 

孟老夫人看了老太太一眼，若有所思道：「事情既已如此，那幼丫頭，妹妹妳可

有打算？」 

老太太點了點頭，帶著幾分冷淡道：「她既不是我們徐家的血脈，總不好一直住

在這寧壽侯府，當年姊姊一念之差叫她享了這麼多年的福，也足夠了。 

「咱們做事也不好太絕了，雖知道她瞞著我們這些個長輩，想來也做了許多糊塗

事，可她到底年紀還小，過往便都不追究了，只叫她回家去吧。 

「曹嬤嬤和那盞菊既然是她的親舅母和表姊，想來也會善待她的。」老太太話語

中帶著她自己都察覺不到的冷漠。 

孟老夫人張了張嘴，想要說什麼，話到嘴邊又嚥了下去。 

左右都是寧壽侯府的事情，和他們安國公府並不相干。當年她此事做的雖有些欠

妥，卻是為著保全自家女兒的性命，實也算是情理之中。如今事情既被寧壽侯府

知曉，徐幼珠好不好就全看她的造化了。 

孟老夫人和老太太又說了一會兒話便告辭離開了。 

等到孟老夫人離開，老太太才沉聲吩咐道：「叫幼丫頭搬出如意院，隨便尋個屋

子安置，等明日就叫她回家去吧。」 

婁嬤嬤臉色微微變了，知道老太太心裡不痛快又不能朝著孟老夫人發作，所以將

火氣全都撒在了徐幼珠身上。 

聽了老太太這般吩咐，應了一聲便下去叫人安排了。 

 

如意院。 

徐幼珠剛醒來不久，聽到婁嬤嬤的來意立時傻眼了。 

不，不，她才不要搬出如意院，她才不要跟著曹氏和盞菊回家去！ 

她抓著婁嬤嬤的衣袖哭道：「求嬤嬤在老太太面前替我說句話，我是母親親生的，

是母親親生的，不是假的！」 

她語無倫次，滿臉淚痕，因著驚懼慌亂肩膀都在顫抖著。 

「姑娘莫要太天真了，如今老太太不追究曹氏和盞菊，說是連同賣身契都還給了

她們，也算是您在府裡住了這一場，全了老太太和您的祖孫之情。您再鬧，保不

准那曹氏和盞菊就有牢獄之災了。到時候姑娘被趕出府去，怕是連一口吃喝都

難，姑娘您說是不是？」 

婁嬤嬤嘴裡雖依舊叫著姑娘，眼裡卻早沒了平日裡的恭敬。 

徐幼珠抽泣不已，「不，不，我要去見母親，我要去見母親！我是寧壽侯府的姑

娘，不是什麼其他人！」 

「姑娘您快別喊了，您如今不接受也得接受，難不成您還指望老太太繼續叫您在

府裡住著？您別忘了，這些年二太太為了您是如何苛待冷落四姑娘的？ 



「正經徐家的姑娘被苛責疏遠，反倒叫您這個假冒的享了這麼多年的福，您該知

足了。」婁嬤嬤看了她一眼，道：「這話不是老奴說的，是老太太說的！」 

最後徐幼珠失魂落魄，幾乎是被拖著出了如意院的院子。 

只一會兒功夫，這消息便傳遍了整個寧壽侯府。 

聽到消息趕過來的徐玉珠，不敢置信的看著徐令珠，「四妹妹，世上竟真有這樣

的事情，四妹妹這些年的委屈，總算沒有白受。五……她竟不是咱們徐家的血

脈！」 

徐令珠點了點頭，拿起桌上的茶盞輕輕抿了一口，又聽徐玉珠道——  

「老太太叫她回家去，也不知太太心裡是何想法？」 

聽著徐玉珠的話，徐令珠嘲諷一笑，上輩子孟氏將徐幼珠當成自己的命根子，哪

怕徐幼珠身世曝露，也沒叫孟氏少疼她一分。雖說如今她心中早已對孟氏這個生

母起不了一絲波瀾，可她還是想瞧瞧這輩子孟氏會怎麼做。 

只是徐令珠怎麼算也沒算到，第二天天才剛剛亮，孟氏便到了她的休寧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