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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考虑这些差异，只能说是

洪秀全缺乏军事知识。

“您是很重要的人，请您留在

这儿。”韦昌辉离开天王府时，对西

玲道。

“我说……有我能做的事吗？”

西玲的好奇心非常强，若可能，她

真想亲眼看到东王被诛。她的空

想常飞跃，脑子里甚至描绘着这样

的场面：“我是女人，而且从我们在

广西桂平洗石庵时就认识，杨秀清

对我不会警惕，我要接近他的身边

并不困难，我可以用隐藏的匕首刺

进他的胸口。”

可是，韦昌辉一再摇头：“危

险！……而且您是非常重要的人。”

韦昌辉离开后，西玲反复琢磨

了他所说的话，不由得内心里打了

一个寒战。韦昌辉说危险，他一定

是考虑到不会像洪秀全所说那样，

只杀几个人，而是要进行更大规模

的屠杀。

他 说 重 要 的 人 是 什 么 意 思

呢？能够证明韦昌辉是直接受天

王命令的人，除天王身边的人外，

只有一个西玲。若事后天王道：

“我不记得发出过这样的命令。”天

王身边的人自然也会矢口否认。

到那时，西玲会用自己的亲身见

闻，毫不掩饰地来证实这一切。凡

是从桂平时期就认识她的人，都知

道她有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

“我作为证人是一个重要的

人，一定是这个意思！……”西玲

心想。

可 不 能 让 重 要 的 证 人 死

了！——韦昌辉看来已经意识到

这场屠杀将是十分残酷的。

“我要出去！请让我出去。”西

玲恳求天王府里的管事人。

“不行！万岁命令，打现在起，

今天夜里谁也不准出去。”

“那么，请让我见一见万岁。”

“已经入后宫了，万岁一旦进

了后宫，谁也不见的。”

“有紧急的事！”

“不行！”

管事人的答复很冷淡，但情绪

异常紧张。

天王已命北王诛杀东王，但他

却极力装作像是局外人。

“是我，不，是我们错看了洪秀

全这个人吗？”西玲心想。

南京的东王府里，展开了一

场举世震惊的大屠杀。人们都说

杨秀清像狐狸般狡猾。狐狸以小

心谨慎而闻名，河里即使结了冰，

若还能听到冰下流水声，狐狸也

不会渡河。杨秀清被人比喻成这

种小心谨慎的动物，可这时却丧

失了警惕性。杨秀清自信，自信

他已经掌握了太平天国。自信有

时会变成过于相信自己，过于相信

自己就是骄傲自满，骄傲自满会

放松警惕。

韦 昌 辉 的 部 署 包 围 了 东 王

府。东王府卫兵没有发觉，东王的

部下也麻痹大意了。不仅是东王

府，北王还在城内各重要地方部署

了自己的部下。北王变得十分谨

慎，他心想：今夜若让杨秀清跑了，

那一切都完了……

首先冲进东王府的是燕王秦

日纲的部队。“头阵一定让我来打，

理由您是知道的。”秦日纲道。前

面已经说过，两年前，因马夫失礼，

他被杖刑三百，他不能忘记这次屈

辱。“我一定要亲手杀死杨秀清和

那个老浑蛋。谁发现了他们，不要

杀掉，带来见我。”在冲进东王府之

前，秦日纲叮嘱部下。

“狐假虎威的老浑蛋！”秦日

纲向手心里吐了一口唾沫，狠狠

骂道。

麻痹大意的东王府卫兵们，刹

那间都被砍倒在地。秦日纲知道

东王寝室所在，手持明晃晃的利

刃，直奔那里。

“敌人打进来啦！”

“是江南大营的鬼魂出现了吗？”

“不，说是天王派来的军队！”

“赶快集合士兵！”

“鸣钟！”

东王府里乱成一片，秦日纲已

冲进了东王卧室。杨秀清光裸着

身子。一个女人蒙着红绸子，蜷缩

在杨秀清身边。杨秀清扯着红绸

子，想往自己身上裹。

“不准动！你这个光屁股的坏

蛋！”秦日纲手中利刃闪闪发亮，用

刀背狠狠砍了一下杨秀清的手腕。

“啊哟！”

杨秀清两眼瞪着秦日纲，接着

飞快地向左右瞥了一眼。东王卧

室里灯烛辉煌。

“我的马夫小梁受车裂之刑，四

肢分了家，我也叫你遭一遭这个

罪！”秦日纲慢慢朝杨秀清身边走

去。杨秀清直到最后都在考虑如何

逃跑，他突然想到首先应该吹灭蜡

烛，但屋子里有五处地方摆着烛台。

“等等！”杨秀清也终于发出了

哀呼声。

“我早就等待着你的哀号！”秦日

纲抡起利刃，当他挥下时，发了狂。

“让你尝尝厉害！让你尝尝厉

害！”秦日纲每次抡起、挥下利刃，

皆大声叫喊。反溅的鲜血把他浑

身染红，烛光照着他的身子，着了

火似的。 (连载16)

遗恨何穷，宗留守临殁犹

呼渡河，道路皆为流涕；

公论安在，武乡侯出师反

书入寇，古今同一伤心。

这是一副挽联。联中的史

实人们都比较熟悉：宋朝名将宗

泽在担任东京留守时，曾二十多

次上书高宗赵构，力主还都东京，

并制定了收复中原的方略，均未

被采纳。他因壮志难酬，忧愤成

疾，病重时还吟诵着杜甫诗《蜀

相》中的名句：“出师未捷身先死，

长使英雄泪满襟。”弥留时尚连呼

三声“渡河！渡河！渡河！”悲愤

而逝。著名史学家司马光曾受

封为温国公，世称“温公”。他留

下一部不朽名著《资治通鉴》。由

于这是部编年体史书，根据历史

线索，由汉而魏，再由魏入晋，应

该说没什么问题。可是这样一

来，他就不得不以曹魏王朝为

“正统”，于是，受封为“武乡侯”

的诸葛亮出师北伐，站在曹魏的

立场上，就被写成了“入寇”——

也就是说，是入侵魏国。这让人

们很难接受：生于东汉末年的蜀

汉丞相诸葛亮，为了“兴复汉室，

还于旧都”而率军北伐，明明是

“讨贼”嘛，怎能诬称“入寇”？元

朝有个文学家杨奂，甚至作诗质

问司马光：“欲起温公问书法，武

侯入寇寇谁家？”

此联的制作者可能没留下

姓名，只被称为“某君”，而他所

挽悼的对象却被比喻成名垂千

古的宗泽与诸葛亮，享受了极高

的荣誉。那么，这位生前怀有

“遗恨”、死后令人“伤心”的死者

究竟是谁？您大概不会想到，他

竟然是民国初年大名鼎鼎——

或者说臭名昭著的“辫帅”张勋！

民国初年，以黎元洪为首

的总统府集团与以段祺瑞为首

的国务院集团争斗不休。1917

年，张勋乘机以调停“府院之

争”为名，率领辫子军入京，捧

出12岁的清废帝溥仪搞复辟。

结果，短短十二天就被段祺瑞

组织的“讨逆军”打垮，张勋不

得不狼狈逃入荷兰使馆，后又

蛰居天津，于1923年病故。这

副挽联被清末民初的无锡学者

顾恩瀚收入了《竹素园丛谈》。

顾氏显然是一位满清遗老，对

已经灭亡的大清帝国无限眷

恋，在《竹素园丛谈》中，他还记

载了另外一则故事——

山东阳谷县有个李成德，五

十多岁了，曾中过清朝的秀才。

当张勋复辟的消息传到山东时，

李成德高兴极了，买了不少香烛

纸钱等，到关帝庙虔诚叩拜祈祷，

祝张大帅马到成功。在那份祈

祷书中，李成德写着：“但愿周将

军挥舞大刀，护佑张大帅歼灭各

类小丑。料想关圣帝君也一定

会大显神威，立马于云端之中，给

张大帅以鼎力之助！”可惜没过多

久，就传来了复辟失败的消息。

李成德既懊恼，又气愤，一连几天

水米不进。后来总算振作起来，

适逢民间组织红枪会在山东兴

起，李成德就入了会。有的人加

入红枪会是想获得某种保护，也

有的人是被他人裹胁逼迫，而李

成德有祖传的八九亩土地，家境

堪称小康，他之所以入会，完全是

想借助会众的力量，恢复满清王

朝。因此，他毫不吝惜将家产全

都献给了红枪会。当然，他的“壮

举”能否成功，宿愿能否实现，自

己心中也没底，就在入会之前，斋

戒沐浴，虔诚地请来“乩仙”，询问

吉凶。乩仙则留下了这么一段

判词：“你是天上太黑星，来在人

间放光明。横行天下无敌手，只

怕遇着百万兵。”

李成德大喜，从那往后，他

便改名李太黑，加入了红枪会。

他毁家入会的决绝气概与效忠

清廷的满腔热忱倒也感动了不

少人，于是很快就被推为首领。

既然当了首领，就要摆出首领的

气势。李太黑从戏园中买了件

象征清廷重臣的黄马褂披在身

上，坐进首领的“专车”。车中供

奉着孔子的弟子仲由——即那

勇不可当的子路的神位，另外还

张贴着两幅画：一幅是关公的得

力助手周仓将军，另一幅是刘备

的结义兄弟、被追谥为“桓侯”的

张翼德。李太黑的用意很明显：

俺李某可不想争天下当皇帝，俺

志在拥戴朝廷，就像子路、周仓

与张飞一样，不过是当孔子、关

公、刘备的助手罢了。因此，他

车前那面黄旗之上，大书清朝的

宣统年号——什么民国六年七

年的，明明是宣统九年十年嘛！

您别说，就这么一群乌合之众，

声势倒也不小，据说还打了一些

胜仗，在顾恩瀚的笔下，是“声势

浩大，官军披靡”。唔，眼看着复

辟有望了！李太黑便雄心勃勃

地率队北上，进攻东昌。谁知这

一次谁也没有保佑他，这批乌合

之众很快就被北洋政府的正规

军队击溃，李太黑也当了俘虏。

李太黑瞅了个间隙，询问对方的

统兵大将是谁，人家告诉他是孙

怀延。李太黑长叹一声道：“完了

完了！乩仙的话已经应验了！”原

来，这孙怀延原先是个长工，后来

当了土匪，改名孙百万，再后来就

接受了招安。乩仙说李某“只怕

遇着百万兵”，如今撞上孙百万的

军队，自然只能束手就擒了。不

知孙百万有没有留下李太黑的

一条命。不过李某的复辟梦倒

是与张辫帅一样，犹如昙花一现，

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很明显，顾恩瀚对张勋、李

太黑等滑稽而又短命的复辟闹

剧抱赞赏与惋惜的态度。在记

下那副对联后，他甚至盛赞张勋

“以一武人而深明大义，功虽不

就，志实可钦”。从艺术角度看，

那副对联确实写得不错，也曾

“传诵一时”，顾氏又感叹地说：

“亦足见普通人之心理矣。”可是

他却没有想一想，正因为辛亥

革命以后，民主共和的理念已

深入人心，满清王朝乃至专制

帝制已遭到普遍唾弃，张勋、李

太黑等丑陋行径根本得不到国

人的真正支持，才会旋起旋灭，

失败得那么彻底。当一个旧王

朝灭亡时，总会留下一批遗老

遗少为其唱赞歌乃至唱挽歌，

这一点也不奇怪，引用杜甫的

诗与辛弃疾的词，就是：尔曹身

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青

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不过，

顾恩瀚等应该有理由庆幸：无论

他们对满清王朝如何怀念、惋

惜，对北洋政府或国民政府如何

讥讽、嘲弄，都不会被抄家灭族、

陷身于血淋淋的文字狱中了。

好吃的人，总能记住自己想要记住的事情。过

去有一部港片《满汉全席》，两位名厨比赛做菜，时

隔二十多年，我仍然记得里面的一句话“比象拔蚌

更为滑嫩”……言者之意，是把象拔蚌推为味觉感

受中的极品，只有味道超过了象拔蚌，才能产生魅

惑人心的力量，构成不可复制的饮食旨趣。这句台

词引发了我强烈的好奇心，从未尝试过象拔蚌，但

脑子里却创造过一场场想象性的饕餮盛宴。

象拔蚌的奇特外形，令它经常无辜地成为人们

调侃的对象，除了长相“辣眼睛”，其不菲身价也是

重要槽点。象拔蚌有一个很形象的别名“潜泥蛤”，

指这种海产生活在沿海的沙滩上，藏匿得很深，想

要挖出来，颇为不易。我曾见过挖象拔蚌的场景。

挖蛤人用一个约一米高、桶口大小的塑料圆筒，先

在沙滩上找寻象拔蚌留下的气孔，用圆筒定好位

置，再以小铲从圆筒里往外挖沙子。随着沙子被挖

空，圆筒逐渐沉陷到沙子里，及至与地面平齐，挖蛤

人便伸手去探摸藏匿在沙子里的象拔蚌，有时须整

个上半身都探入到圆筒里，手才能够到挖出来。这

种不易捕得的稀缺属性，也成为了象拔蚌贵价消费

的逻辑动因。

凡贵价海鲜，为了展示其品质与身价相符，做

成刺身生食，是最直观、也最受推崇的吃法。先把

象拔蚌外层的皮褪去，刀工须略为粗犷，每片厚至

半分，才能保持其特有的柔脆口感，展现出曼妙无

穷的滋味。切好的刺身，没有多余的水分，铺放在

冰块上，就像刚在海滩晒过日光浴的白皙胴体，呈

淡淡的粉红色，放射出肉感的香艳光辉。蘸上酱汁

和芥末放入嘴里，弹牙而有韧性，轻轻嚼之，便滑下

了喉咙。芥末必须用绿芥末，辛辣呛鼻的气息直来

直去，不打半分折扣，能把人的眼睛熏得微闭，嘴巴

却停不下来。不像收敛而含蓄的黄芥末，总有那么

几分逊色，无法形成品食刺身的最佳效果。

象拔蚌的两片壳内，隐藏着一个巨大的胆囊，

几乎占了身体的大半，也是上佳的食材。把清除下

来的蚌胆，以姜、酒略为腌渍辟腥，用来煮粥，是吃

完刺身之后的余庆节目。先放一小把米慢火煲煮，

及至米粒开花，再把蚌胆放入，调度出粥的鲜味，待

煮得浓稠绵软，加上少许油盐，就能让人回味无

穷。尤其是把老油条切成段，或者用法式面包片浸

泡在粥里一起吃，作为主食，是完美一顿饭的圆满

收幕。

如果是用来爆炒，火候就须控制得恰到好处，

不然稍微过火就老了，变得老韧，从而暴殄天物。

粤菜里有一道XO酱爆象拔蚌，是极为考量手艺的

武火菜，不是头灶的大厨，没有出神入化的手段，是

不敢上灶试手的。当然，这道菜也有一个遗憾——

吃的人大都会顾及身份，不敢用最后剩的残汁拌饭

吃，会有意犹未尽之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