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孽緣起始 

寒冬才過，春意不曾在金陵城裡頭泛出來，只一夜東風緊，到底吹開了一些桃花。 

喬停雲走在大街上，迎面來的官員紛紛停轎，和善地對他打招呼—— 

「喬大人好哇。」 

「喬大人今天怎麼這麼有雅興？」 

「那邊街上的博文苑才進了幾本新的古籍，喬大人可要去看看？」 

「今天皇上又斥責了方州刺史，喬大人您怎麼看？」 

喬停雲從善如流地應付這些人。 

「您好您好。」 

「坐轎子坐得腰酸，出來走走。」 

「古籍？我最近不喜歡古籍，遠芳館新來的姑娘倒是很好看。」 

「方州刺史？哦，他被罵是活該，我挺高興的。」 

官員們用見了鬼的表情看著這沒穿官服的喬大人悠悠哉哉地走遠了。 

金陵有四喬：吏部尚書和內閣首輔是親兄弟，當年人稱喬氏雙璧，站在一起的時

候，那可真是賞心悅目，擲果盈車，不過這兩位早早就致仕了。剩下的二喬，便

是喬停雲和喬停光了，這兩人同樣是雙生子，資質毫不遜其父輩，都是年少成名。 

金陵這些年來風氣越發開放，閨閣姑娘們有個活動，就是打聽喬家兄弟休沐之時

的蹤跡，他們去西山，西山人滿為患；他們去泛舟，湖面船隻擁堵……最誇張的

還是宜春郡主和永嘉郡主當街對罵，因為彼此擋了看美男的視線。 

言歸正傳，喬家兩位公子，老二喬停光是老老實實地讀書當官，年紀輕輕便身居

高位了，反倒是老大喬停雲除卻十五歲得了狀元之後，便據說四處遊歷，寄情山

水了，只逢年過節的寄回隻言片語來，眾人便也漸漸的忘了喬家還有一個兒子。 

喬停雲背著手溜達，到東邊買了兩本雜書，到西邊拎上一籠包子，北街的管老太

太臭豆腐一天只賣五十碗，於是他一口氣在攤子邊上蹲著吃了兩碗，才長吁一口

氣繼續往家中走。 

傍晚時分，白日裡有些冷清的街道漸漸變得擁擠，各家的炊煙初起，顯出一派熱

鬧祥和的氣氛來，與別處的冷落淒清大不相同。 

喬停雲沉醉在這氛圍之中，不小心撞上了人，他倒退兩步，拱手道：「對不住。」 

他撞的人是個小姑娘，低著頭說了一聲無礙便走了。 

喬停雲本來奇怪，一個十三四歲的小姑娘怎麼一個人在街上？走了兩步，忽然覺

得不對，摸向腰間，那裡原本繫著的荷包無影無蹤，再回頭看去，哪裡還有那個

小姑娘的蹤跡。 

 

 

時雨轉過幾條街，才大著膽子打開了那荷包，可裡頭卻壓根沒什麼銀子，不過一

兩顆碎銀子加上幾枚銅錢。 

這是她第一回做這種事情，千挑萬選選了個看起來好糊弄又有錢的，沒想到荷包

裡頭這麼空。 



她原本拿了銀子就要把荷包丟在角落，半空中手指一勾，卻又把荷包勾了回來，

這荷包刺繡精緻，用的又是好料子，拿去賣也有幾文錢。 

她先拿銀子去了藥鋪拎了幾包藥回來，又拿剩下的銅錢買了幾個包子，便匆匆往

回趕。 

天色漸黑，牛角巷裡頭許多人家都點上蠟燭坐著一起吃飯，巷子裡傳來飯菜的香

氣，可盡頭的屋子卻昏暗狹隘，裡頭不時地傳出咳嗽，時雨還在門前就聽見了，

手中的油紙包被她捏得緊了一些，加快了步子走進去，恰見床榻上的女孩兒側頭

「哇」地吐出一口血來，濺起的鮮血正巧落在她停下來的鞋面上。 

她心中憂慮再壓抑不住，放下了東西，用破舊的瓷碗倒了杯水，忙走上前去把那

女孩兒扶起來餵水給她。 

女孩兒自個兒卻先受不住哭起來，推開了她的手不願意喝水，「姑娘，妳怎麼能

做這樣的事情……姑娘，妳別管我了吧。」 

「又在胡說。」時雨板著臉，雖然面容上頭還帶著稚氣，說話卻極為正經嚴肅，

不見半點兒懦弱，「妳是我姊姊，我不管妳，還有誰能管妳？」 

「我這病是好不了了，怎麼能再拖累姑娘？」女孩兒哭著從床上撲下來，不肯接

了她這杯水，死死地揪住了她的裙襬，「姑娘到金陵城是有正事要做，我再幫不

得什麼，我平白叫老爺太太養活了這麼多年，這會兒不能再拖累了姑娘。」 

時雨蹲身去扶，她人小力氣卻不小，把女孩兒扶回床上倒像是硬生生把人拖上去

的。 

她咬了牙紅了眼道：「我說妳沒事，妳就會沒事！」 

可話雖說得堅定，心裡頭到底也惶惶然。 

她們從南邊一路逃難過來，身上值錢些的東西早丟盡了，也虧得是這戶人家看說

是來投奔親戚的她們可憐，才只收了微薄的銀錢，讓她們棲身於此。 

把三餐縮減了，又接了些針線活，可就是這樣，日子還是過不下去，說是投奔親

戚，可她父親那些個門生故舊，死的死流放的流放，縱有全鬚全尾的，又怎麼敢

讓她這麻煩住下？ 

偏在這時候，婉然又病了，看病抓藥柴火哪一樣不要錢？ 

無論她怎麼支撐，錢還是不夠用，婉然的藥已經停了兩天了，就連一口吃的，也

是隔壁的李大嬸看兩個孩子可憐送過來的，可到底是杯水車薪。 

婉然的病也不是一點兒薄粥就能治好的，她自知怕是熬不過去，這會兒咳得撕心

裂肺，卻還是要紅了眼兒哀聲求她，「姑娘別再管我了。」 

時雨緊了這麼多日子的心弦再繃不住，微微抖著手給她掖好被子，卻是緩和了聲

音道：「我要是自顧不暇，自然不管妳，這會兒卻是有了好消息要同妳說的。」 

婉然不疑有他，驚喜地抬了頭道：「可是夫人說的那人有消息了？」 

時雨笑了笑，「今兒去街上才打聽見的，我去他家瞧過了，比起原先我家還好些，

養我一個不費力的，妳生著病怕是不好進去，等我央了他家的太太，叫個大夫來

給妳把脈，等好了便把妳也接進去。」 

婉然喜得要起身給她收拾東西，被時雨一隻手按住了。 



「妳這病就是累出來的，好生歇著吧，我又有什麼東西好收拾的。」 

時雨盯著她喝了那半碗溫水，把油紙包打開來，裡頭是香噴噴的包子。 

婉然許多日子不曾吃過肉了，這會兒眼巴巴看著，狠心別開頭，卻說：「姑娘先

吃，我不餓。」 

時雨笑道：「我哪裡就缺了這一口吃的，妳吃著，若是不夠，我再去買。我明兒

便要去那人府裡的，有的是山珍海味好用。」 

其實以往在家裡，別說她這個做姑娘的了，哪怕是得臉些的丫鬟婆子吃的都堪比

富戶，哪會把這包子放在眼裡？可這會兒兩廂推拒一番，一齊吃了，倒覺得比什

麼東西都還香。 

兩人互相依偎著，婉然病得昏昏沉沉，吃飽喝足之後更是睏倦起來，闔了眼兒，

半晌卻忽然喊了一聲姑娘。 

時雨握了握她的手，沉靜地道：「我在呢。」 

婉然小小的臉蛋貼著她的，這一聲之後便不曾再出聲，臉頰上的熱度卻一點點升

上來，整張臉都燒得通紅。 

時雨知道這病得看大夫，不能再耗，躡手躡腳起了身，握了握胸口的那白玉觀音。 

這東西是她母親的遺物了，當年有人蒙她母親救命之恩，將祖傳的白玉觀音送給

母親，說是能庇佑一生無病無痛。 

可人間這樣苦，病痛已然是最輕微的痛楚，連人都死了，又要庇佑什麼呢？ 

她原先也掛念著母親的，被些地痞無賴奪了財物去的時候，悄悄把這小巧的玉含

在舌頭下才躲過了一劫，這番卻只能捨了它了。 

 

夜色漸濃，街上行人也稀疏下來，當鋪夥計才要關門，卻見個身量嬌小的女孩子

進來，攤開了手掌把東西放在他跟前。 

「這玉值多少錢？」 

夥計看了一番報了個價格，時雨點了點頭，才要叫他兌銀子，那夥計卻有些猶豫

了。 

「小姑娘，妳這東西怕不是偷拿了家裡的？」 

時雨揚起臉兒瞧他。 

晚間當鋪裡頭只點了昏暗的一盞燈，夥計這會兒才瞧清時雨的模樣。 

她生得好極了，雪白的皮子，瓜子臉柳葉眉，秀氣得叫人心驚，可此時再漂亮不

過的一雙眼兒卻無悲無喜，顯出這個年紀不曾有的滄桑來。 

她淡淡笑了聲道：「你放心，不是贓物。這東西是我自個兒的，日子過不下去了

才要來當掉。」 

夥計這才曉得自己問了不該問的，忙兌了銀子來。 

時雨接過銀子，又想起什麼，取出一個精緻的荷包，「你們這裡收不收這個？」 

夥計端詳一番，點頭道：「料子好，繡工也不錯，只是這種小物件不甚值錢，便

給妳兌十文錢吧。」 

時雨點了點頭，收了銅錢，轉身便走了。 



走到門口，因著低頭，便撞上一個人，那人身上還有些清冽的晚風氣息，裡頭又

摻雜了才開的桃李幽香，像一幅春景圖飄然落進小當鋪裡來。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她眼也不抬便走過去了，夥計卻驚得睜大了眼。 

剛進屋的年輕人恰巧脫了披風帷帽，見他這個樣子，便好笑地問一句，「怎麼，

那小丫頭來當了傳國玉璽不成，叫你這麼轉不開眼兒？」 

夥計結結巴巴地道：「公、公子，您您您怎麼回來了？」 

「我方才進城，在街上……找人找得晚了，懶得往家裡頭去，便在這兒歇一晚。」

年輕人自顧自倒了熱茶。 

都說燈下觀美人，方才的時雨是如此，喬停雲卻也生得不比小姑娘差，光是捏著

杯子的手指便修長白皙，漂亮得叫人轉不開眼兒去。 

他說是找人，其實是找那個偷了東西的小毛賊。 

荷包裡頭銀子沒多少，要緊的卻是那荷包本身，那是他母親做的，他在外數年一

直戴在身上，沒想到偏偏是回家的這一天弄丟了。 

按著母親的性子，此番回去要是叫她發現荷包不見了，又要落得一通埋怨。 

喬停雲想著便歎一口氣。 

夥計忙著給喬停雲收拾房間去了，他只坐著不動，漆黑濃密的睫毛垂下去，百無

聊賴，看見夥計還沒有收起來的白玉觀音，便隨手拿在手中摩挲把玩，笑了笑，

「雖比不得玉璽，也算好東西。」 

忽地，他微微皺眉，手指一勾，一個荷包便落在他手中。 

這東西方才恰恰放在暗處，他一時沒有察覺，如今拿在手中翻來覆去看了幾遍，

確是他下午弄丟的東西無疑。 

他倏然起身，走到門邊，然而就如同下午一般，那道人影早就不見蹤影。 

喬停雲拿著荷包掛在腰間，卻沒拿那玉觀音，倚著門，簡直要被氣笑了，自言自

語道：「小毛賊，別叫我再遇上妳。」 

 

 

時雨不知道自己又逃過了一劫，當鋪離宅子不近，她回去的時候天已然濛濛亮了，

她把銀子包好了放在床邊，又煎好了藥，坐在床邊瞧著婉然好一會兒，伸手摸摸

她的臉兒，轉身悄無聲息帶上了門。 

金陵城裡的喬家近來在招下人——時雨是從同樣住在牛角巷中的王大嬸口中得

知這消息，她家兒子如今在喬府當差，工錢很是了得，是王大嬸茶餘飯後吹噓的

談資。 

換做是幾個月前，時雨連燒水都沒有幹過，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可如今不比從前，

當玉的錢雖然不少，可要供給兩人吃喝，婉然身子又不好時常要抓藥，很快就會

捉襟見肘，進府為奴雖為下策，卻也是無奈之舉了。 

新帝即位之後，雖然少有人禍，天災卻是人力所不可改變的，投胎是個技術活了，

倘若托生在大戶人家，不說榮華富貴，總也不會缺了吃穿，可對這些貧苦百姓而

言，賣兒賣女倒是為了他們好。 



因此天才濛濛亮，便有不少人站在喬家門口張望，時雨也和他們一般站著等候，

卻遲遲無人來開門。 

她見到身邊同樣茫然的眾人，忽而恍然，這樣站下去是不行的，便主動走上前與

守門的小廝搭話道：「聽聞貴府在招下人，可否勞煩通報一聲？」 

說話間，便往他手上塞了一粒碎銀子。 

那後門的守門小廝瞧見個漂亮極了的小姑娘走過來時，先是呆了呆，又彷彿被燙

了手一般把銀子還回去，「妳、妳可是牛角巷中住的那戶新來的人家？」 

時雨一怔，點了點頭，就見對方耳根通紅地道：「我也住在牛角巷，我家姓王，

先頭回家，撞見過妳一回。」 

時雨其實不記得有這麼一件事，但是眼前這人既然給自己遞了臺階，沒有不上的

道理，她有些驚訝，又有些欣喜地道：「原來是小六哥哥，這麼巧就遇上你了。」 

王小六被這一句小六哥哥叫得飄飄然，對這個小姑娘也多出幾分親近，將她拉到

一邊，說：「妳可是聽說了府上要招人才過來的？」 

時雨點了點頭，「只是我隨這些人在門外等了許久，怎麼不見有人出來領我們進

去？」 

王小六抬頭看了看天色道：「還早呢，謝姑姑是夫人身邊的人，定要伺候夫人用

了早飯才過來的。」他看了一圈其餘的人，指點她道：「聽說是雲少爺要回來了，

要給他的院子裡添人，這才要招人。謝姑姑挑人向來喜歡講規矩的，此外，既然

是少爺院中的人，許是要識字才行。」他有些擔心地看了看眼前的時雨。 

時雨謝過他的提點，莞爾道：「大字我還識得幾個，小六哥哥不必擔憂。」 

王小六朝她點點頭，看著時辰差不多，便入門去請謝姑姑了。 

在等人的時候，手背上彷彿擦過什麼柔軟的東西，時雨抬起頭看了一眼，居然是

一枝從牆內探出的桃花。這會兒正是三月，桃花開得尤其的好，其色灼灼，爛漫

可愛。 

她微微吐出一口氣，這才有心思細細看眼前這喬府。 

喬家是百年世家了，喬明宇、喬明錚這一代爭氣，一家裡頭出個首輔又出個天官，

大胤開朝百年以來都不曾見過的，連著年輕一代的也有作為，長子十五歲中了狀

元，次子也做了大官，可這樣煊赫至極的家族，卻偏偏挑了這樣一座清靜雅致的

宅子。 

要知地方官員哪怕只有五品，只要油水撈得足，屋頂用的一片片瓦皆是琉璃燒就，

落雨之時聽如碎玉，而陽光一照，又更熠熠生輝，更遑論旁的講究。 

而眼前的喬家，只是最平淡的朱門碧瓦，素淡溫和，最扎眼的，不過是這悄悄兒

探頭出牆的桃花了，這不像拜相之家，倒像個不出世的隱者住處。 

她打量了一圈，後門進去通報的王小六便出來了，見時雨靜悄悄地站在簷下，抬

了眸子看過來，又有些靦腆起來，對著門外的眾人道：「大家裡面請，謝姑姑等

著了。」 

時雨朝他一頷首，由著他給自己帶路，外頭瞧著不顯，走進去才知道其間風景疏

朗開闊，這宅子依山傍水而建，春日傍晚，斜陽在穿宅而過的河流上灑滿碎碎一



襲金光，又種了許多的桃花，把這仙氣飄飄的地兒染上繾綣的紅塵氣息來。 

需知世人崇尚風骨，豪族皆有自家家紋，最多的自然還是梅蘭竹菊四君子，而桃

花雖然爛漫美麗，時人卻多嫌它輕浮，姑娘家的院子裡頭種一些來賞玩也就罷了，

這樣種滿了一宅子的，卻是少之又少。 

外頭等著的都是平民百姓，往日哪有進這種地方的機會，一時都不敢大聲說話，

只是四處張望，只有時雨問道：「宅子裡為什麼種了這樣多的桃花？」 

王小六雖不是第一回被她搭話，卻還是傻眼了片刻才道：「咱們家原本不紮根在

金陵城，這宅子是大老爺和二老爺後來置辦的，二夫人閨名裡頭就有桃花呢。」 

他不認得字，只是聽見下人們議論過幾回，學了嘴來說話的，倒是時雨低頭想了

想，女子取名要說典故，又要和桃花扯上關係，極有可能是《詩經》裡頭的〈桃

夭〉一篇，也不知道說的是那一句了。 

穿過一路的桃花，到了後院一間房子裡頭，王小六只送眾人到門口，說是叫眾人

先等著，時雨回頭對著王小六笑了笑，細聲細氣地問：「再同你請教一回，謝姑

姑可有什麼喜惡？」 

王小六道：「謝姑姑本是夫人的陪房，發嫁出去後回來才做了管事姑姑的，凡是

夫人喜歡的，謝姑姑自然喜歡。」 

這卻是個寬泛的回答了，時雨將碎銀子塞進他的手裡，笑道：「既是這般，我便

再問一句，謝姑姑名諱是何？」 

王小六本來還是要推回，他知道時雨和她姊姊日子過得不甚好，可時雨卻堅決要

給他，他無奈收下，「姑娘真是客氣了。謝姑姑本名是煙柳，只是婆家姓謝罷了。」 

時雨點了點頭，送走了王小六，才回身老老實實站著。 

沒一會兒，一個丫鬟出來，打量了眾人一番，指了最前頭的一對母女，「妳們先

進來。」 

時雨的視線也隨著那對母女一塊兒落進屋子裡頭去。 

屋內，謝姑姑端了茶水看眼前一對母女，那女孩兒生得清秀，十五六歲已經發育，

身子豐腴，而她母親一臉諂媚。 

「不過是求著主家賞一口飯吃，姑姑可憐可憐我們吧。我這女兒自來妥帖細心，

要伺候少爺也必然半點不會偷奸耍滑。」 

謝姑姑雖不說話，心裡卻有計較，這女孩兒年歲不小，在外頭已經是要備嫁的年

齡，心思恐怕不僅僅只在尋常的伺候人，不說姨娘，只怕總也想做個通房丫鬟的。 

家中兩個少爺都到了年紀，也沒有婚配，這番突然要招下人，自然有許多人「聞

弦歌而知雅意」，巴巴地把女兒送上來了。 

只是這還真是她們想多了。 

謝姑姑噙著笑吃一口茶，「少爺好性兒，卻不喜歡有人貼身伺候著，不過做些掃

灑活計，妳這女兒可吃得這樣的苦？」 

婦人聽她這話倒愣住了，怎麼也想不到他家只單單找粗使丫鬟，難道是托詞不成？ 

她略定了定神，瞧了女兒一眼，覺得女兒這副容貌當個粗使丫鬟是埋沒了，可只

要在少爺院子裡當差，哪能沒有碰上的時候？喬家這樣的人家，哪怕只是個通房，



也夠叫他們全家雞犬升天了。 

想著，她腆著臉道：「打發她去哪裡都是主家的恩典，我們都要燒高香還願去的。」 

幾人對話並未壓低聲量，時雨將這一通對話聽得分明，倒是不知道喬家的丫鬟也

這樣叫人爭破了頭。 

謝姑姑聽到這般的話，神色倒真緩和了下來，道：「原是府裡大少爺要回來，他

院子裡的丫鬟到了年紀，大多已經放出去了，青黃不接，這才急著找人。我們家

用人，向來不要那些掐尖要強的，忠厚老實些的縱使哪裡做得不好，夫人和少爺

們也不會太怪罪。」 

謝姑姑如此淡淡說了幾句，打發了那對母女出去等著，時雨便在她叫了之後走進

門去。 

她悄悄打量了眼，只見謝姑姑是個四十不到的婦人，慈眉善目，瞧著是個極為好

性兒的人，然而光聽她方才對那對母女的一番不動聲色的敲打，就知道沒那麼簡

單。 

對方一時沒開口，時雨便垂手立著，一動也不動。 

她自小性子有些急，母親便叫她頂著書立規矩，立了這麼多年，性子如何且不好

說，倒是站得比誰都挺拔好看。 

謝姑姑喝罷了一盞茶，終於抬起眼兒來瞧她，見她站得端正，沒有露出急躁之態，

心裡先點了頭，再問些家事，時雨一一答了——這些話自然是早早編好了，在肚

子裡滾瓜爛熟過了多少遍了，回答起來也輕而易舉。 

謝姑姑點點頭，「是個好的。只我還有最後一問，少爺書房裡頭的差妳可當得？

研墨鋪紙倒在其次，卻是要識字才成。」 

「自然是識字的，」時雨微微抬起眸子，這角度便顯得她一雙眼睛宛如杏核一般

圓潤可愛，是副乖巧極了的模樣，「進了喬府，才曉得那詩中所說『煙柳畫橋，

風簾翠幕』也能成真，真真是美極了。」 

一句話把謝姑姑和從前一起當差的侍女的名字都說進去了，兩人的名兒是喬家主

母，當年的葉家姑娘親自取的，小小的人兒仰著臉笑咪咪說：「我聽聞一句詩，『煙

柳畫橋，風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覺得極好聽，妳們便叫煙柳、畫橋吧。」 

謝姑姑微微恍了神，再回神時，瞧著這漂亮文靜的小姑娘神色已然不同方才的疏

離，彎了彎嘴角道：「妳便去大少爺書房伺候吧。」 

時雨福了一福，剛要道謝，後頭卻傳來個聲音道：「咱們家要的是丫鬟，可不是

心機深沉的小人。」 

時雨猛地一回頭，錦衣玉帶的郎君腳步輕快地走進屋子裡頭來，那略帶些清冽的

氣息拂過她身側，倒像是……昨夜才見過的那幅……春景圖。 

來的正是喬府的大少爺，喬停雲。 

喬停雲在當鋪後的房間休息了一晚，起了個大早走到積香廬後門，還沒來得及走

近，就見吵吵嚷嚷的，幾個女人帶著一群女孩子堵在門口。 

他好奇地看了一眼，又實在怕麻煩，便索性翻了個牆，輕車熟路地落在自己以往

常用來落腳的那株老桃樹上，伸手擼了一把花，拍拍手跳下去。 



往自己的院子走去時，迎面遇見幾個小丫鬟，她們斂容正色同他行禮，「二少爺。」 

喬停雲摸摸鼻子，沒想到家裡人也認不出自己了。 

他向來是扮作弟弟幹壞事上了癮的，這會兒也不糾正，只問：「妳們這是去做什

麼？」 

小丫鬟們瞧「二少爺」今兒個不曾板著臉，大感驚奇，便也活潑地回道：「夫人

說大少爺要回來了，要給大少爺院子裡頭添人呢，謝姑姑正看著，我們便也去湊

個熱鬧。」 

喬停雲揚揚眉，說：「我也看看去。」 

他倒不是真想要看熱鬧，實在是怕親娘見著了自己氣得厥過去，謝姑姑疼她，這

可不是救兵嗎？ 

不料才走近了，就見個小姑娘側著身站在門外，細伶伶的身子，微微低著頭，便

顯得腦袋有些大，搖搖晃晃頭重腳輕地站在那兒，如同地底下不知何時鑽出來的

豆芽精。 

而這豆芽精正同引路的小廝套話，問了姑姑名諱喜惡，還塞了碎銀子過去。 

他笑一聲停了步子，沒一會兒，豆芽精被謝姑姑喊進屋去問話，說到最後，他聽

得女孩子細細的聲音引用詩詞讚了府中景致，這別出心裁的一句，既顯出了自己

識字，又隱晦說出了謝姑姑名諱，怎麼會不討得謝姑姑喜歡。 

喬停雲看那背影，便覺得眼熟—— 和昨天兩番擦肩而過的那小毛賊一模一樣。 

他微微勾了嘴角笑一笑，聽見謝姑姑吩咐她去書房當差便走進去，才說她一句「小

人」，那姑娘便回頭盯過來，這才瞧見這豆芽精面容，心道：果然是她。 

若不是現在頂著弟弟的身分，他簡直想笑，話本子裡頭虐戀情深可不都是因為孽

緣，他同這小毛賊、豆芽精，可不是一段孽緣。 

謝姑姑愕然道：「二少爺怎麼回來了？」 

喬停雲知道她也不曾認出自己來，便順著道：「今日下朝早了些，正要去母親處

請安。聽這頭有些動靜，便過來看看。」 

謝姑姑實在瞧不出有什麼異樣，也不知道自家向來穩重的二少爺怎麼會突然對一

個小丫頭這樣感興趣，還用「心機深沉」這種不太好的詞兒來形容個素未謀面的

小丫頭。 

她猶豫了一會兒才道：「今日挑的小丫鬟原本是給大少爺預備著的，夫人吩咐了

要選沉靜伶俐些的，您這話的意思是？」 

喬停雲卻只是盯著時雨看，她回眸那一眼後，又垂了頭，這角度越發像是豆芽精

了。 

他捏捏袖子裡的東西問：「妳叫什麼？」 

時雨只覺得頭頂涼颼颼的，這人瞧著文雅端正的模樣，看人的目光卻是帶著銳利

的的打探，譬如三月山泉，是清透卻刻骨的冷冽，再沒人能把不懷好意表現得這

麼坦坦蕩蕩。 

她還不曉得眼前是昨晚撞上過的人，只是心裡疑惑了片刻，垂著腦袋回道：「時

雨。」 



喬停雲笑一聲並不說什麼。 

謝姑姑瞧著越發的疑惑了，她瞧著兩兄弟長大，老二性子隨了老子，一年到頭笑

的次數一隻手都數得過來，今天又是說了這女孩子心機深沉又是冷笑的，實在不

太平常。 

她疑惑地再叫一聲「少爺」卻忽地見他挑了眉笑一笑，低下頭去低聲道：「昨夜

的玉是好玉，人卻來歷不明，妳那荷包是偷了我的，玉又是偷了誰的？嘖，小毛

賊，我就說，我們會再見的。」 

時雨本來略顯蒼白的臉色瞬間變了，猛地抬起頭去看他，惱怒的紅暈直從臉頰蔓

延到了耳根，眼神似被點燃了一般跳著火光。 

喬停雲後退一步，道：「我瞧她很好，方才那是玩笑話，姑姑可要回了母親去？」 

謝姑姑看不懂眼前局面，這會兒也只是不動聲色地應了。 

先頭那對母女也在門口等著，婆子見了喬停雲出來頓時大喜，巴巴的送女兒上門

來可不是就為了攀上府中少爺？ 

這會兒謝姑姑要去見夫人，婆子是不能夠跟著的，便拉著女兒百靈的手交代說了

兩句話才重重推了她一把，叫她上前去。 

喬停雲早已徑直走到前面去了，百靈咬了唇不敢直接跟他說話，目光一轉，見時

雨落後謝姑姑半個身子，便撇了嘴，狠狠把人往旁邊一擠，腆著臉去扶謝姑姑。 

「姑姑仔細腳下，我扶著姑姑吧。」百靈話雖這麼說，眼睛卻直勾勾瞧著喬停雲。 

謝姑姑皺了眉，卻也沒當場給她難堪，側了眼睛看一看時雨，見她行得端正一言

不發走在後頭，心中暗暗點頭。 

她扶著百靈的手，笑吟吟地道：「府裡統共兩位少爺，大少爺前些年出門遊山玩

水去了，家中只留了二少爺在，兩人生得是一般形容，每每出門，都能帶一堆的

手帕香包回來呢。」 

謝姑姑這一句是好話，接著的話才是說給了獻殷勤的女孩子聽。 

「大少爺尚未回來，院中規矩鬆些，夫人眼裡卻揉不得沙子。」 

百靈此時才知殷勤獻錯了人，臉上一紅低了頭。 

時雨本不在意自己伺候的到底是誰，她不是為了伺候人才入喬府，可盯著前頭走

著的那少年，到底沒有忍住，微微撇了嘴。 

一個都這樣討厭，兩個還得了。 

偏偏在這時，前頭的人在轉角處回眸，將她臉上的神色看了個一清二楚，挑高了

眉，笑了一聲。 

轉角處的花樹在他眉宇之間投下明滅的光影，時雨忽然伸出手，拽住了身邊的枝

條，趁著沒人注意，狠狠地一拽，前頭的枝條便也被帶動了，上頭沉甸甸的粉色

花瓣帶著未曾悉數散盡的露水，紛紛揚揚地落下來。 

喬停雲一身白袍沾滿了露水同花瓣，偏偏他睫毛又長又濃，上頭居然也掛了一片

花瓣，在他眨眼的時候，輕飄飄地落下來。 

她的眸光一觸即收，若無其事地低下頭來，彷彿自己什麼也沒有做。 

喬停雲站在原地，看著這膽大包天的小毛賊的背影，半晌，嘴角微微一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