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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往事
也许每个人都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能选择自己所生活的时代，你

愿意将自己一生可数的光阴置于哪个时间段？这虽然是一厢情愿的问题，但
却透露了一个信息：人，始终难以摆脱欲知往事的诱惑。我的答案是，中国的
7世纪和8世纪，也就是隋唐之交的百年。 ——宗承灏

隋唐大繁华背后的暗伤（60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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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芽糖
明人曹学佺诗：“卖饧时

节近，处处有吹箫。”读罢极

具画面感的诗句，眼前顿然

导出一个挑担小贩，走街串

巷兜售麦芽糖的形象。儿时

每近冬天，城市里就有这样

的小贩，担了自制的麦芽糖

到处售卖。麦芽糖是小孩子

最爱的糖食，甜柔黏牙，带有

淡淡的麦香气，足以融解本

就薄弱的意志力。于是，牙

膏皮、鸭毛经常会成为口舌

款换的媒介，同时也令小孩

子手中的麦芽糖，演变成为

身份炫耀的虚荣性标识。

今人已经无法破解，古人

是在怎样的情境下获得制作麦

芽糖的灵感的。或许是有人长

时间咀嚼米麦，受到淀粉甜味

的启发；也有可能是一次无心

插柳的食物保存实验；抑或对

于食物滋味的创新追求，由此

从米麦中熬制出了麦芽糖。但

不管是顺其自然的化育，还是

因时制宜的变通，麦芽糖都为

人们实践生活，提供了更为广

阔的空间。有学者认为，人类

最早对于甜味的体验认识，即

源于麦芽糖。这种基因传递，

历经数千年而不朽，直到今

天，当麦芽糖停留在人们舌尖

上，接下来就会是舌头与牙齿

搅拌在一起的激情声音。

熬制麦芽糖的过程，也是

一曲超越时代的乡村史诗。

先取小麦浸泡，令麦粒发芽，

然后用糯米煮成稠粥状，待其

冷却，把麦芽撒放在粥面上静

置数日，令其发酵。接下来把

充分发酵的粥，渣汁分离，只

留下汁液，用火熬煮，及至浓

缩成为琥珀色的胶饴状，就是

老少咸宜的麦芽糖了。熬煮

的进程中，还须不断地搅拌糖

浆，避免焦煳。很多到乡村采

风的游客，也经常会受邀体验

这一程序，于是很容易就能理

解《说文》为何把麦芽糖释为

“米煎”，由此成为人们展开心

灵怀旧的美妙对象。

作为吃食的麦芽糖，有多

种展示形态。最简版是小贩用

木桶担了熬好的糖浆，沿街敲

击竹板或梆子兜售，左近的

小孩听到声音，便持零钱凑

近来。小贩根据各人的币

值，用两根竹签往桶里一抄，

搅出一团胶黏的麦芽糖交付

到顾客手中。把两根竹签慢慢

拉开，麦芽糖可以扯得又薄又

长，迎着阳光仰望，生活仿佛也

变得明亮起来。除了直接吮含

在嘴里，也可以把麦芽糖涂在

饼干上面，任由糖浆的甜柔爽

口与饼干的香脆，如同烟火般

一齐绽放。

最具人气的形态，是用麦

芽糖揉捏成糖坯，吹制成糖

人。拿到糖人的小孩子，很少

有马上吃掉的，多会向同伴炫

耀，一如站在世界之巅的卓越

消费者。随着时间流逝，糖人

渐渐软塌下来，不成人形，才

被含到舌底慢慢融化。还有

一种是制成整坨的饴糖，小

贩沿途用小锤敲击铁片发出

“丁丁”的响声，作为广告招

徕。交易形式也很灵活，可以

用废铜烂铁、龟壳、头发交

换。“丁丁糖”是诱人意识分裂

的甜饵，欲望被凿击糖块的丁

丁声点燃的小孩，很难抗拒诱

惑，家里尚未用尽的牙膏、酒

瓶，经常会因此遭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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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对于至尊至贵的皇家来

说，家族史就是国史，他们恨不得

将家族的至高荣誉逆推至原始社

会那只刚刚进化了的猴子身上，好

让天下臣民晓得，皇帝不是随随便

便就可以炼成的。

李唐皇室之所以想尽办法与

西凉王李暠攀上关系，是因为他既

是北魏的豪门显宦，又是西汉名将

李广的后裔。如果能够将家族的

血缘管道与李暠完成一次对接，那

就意味着李唐皇室不仅出自汉代

名门，而且世代均为陇西望族。可

是经过史家考证，李渊的家族与陇

西望族李氏毫无关系。之所以自

称先祖曾留居武川，目的在于暗示

他们与西魏的实际统治者、北周的

开创者宇文泰同出一源，均为北朝

后期至隋唐年间叱咤风云的武川

军团的核心成员。

李唐皇室高贵的出身渊源和

美丽的血缘传说就像是折射着七

色光的泡沫，只要轻轻触碰，就会

在阳光下轰然破灭。不管最初的

渊源如何，李渊家族在 6 世纪下半

叶已经是中国北方地区的贵族，这

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从李渊的祖父李虎开始，李氏

家族的历史就脱离了神话的轨道，

进入有真材实料的“信史”阶段。

北魏末年，李虎追随宇文泰创建了

西魏，官至太尉、尚书左仆射，封陇

西郡公，并与太师宇文泰、太傅元

欣、太保李弼（李密曾祖父）、大司

马独孤信、大司寇赵贵、大司空于

谨、少傅侯莫陈崇八人同为西魏的

佐命功臣、柱国大将军。这就是历

史上著名的西魏“八柱国”。史书

有称：“当时荣盛，莫与为比！故今

之称门阀者，咸推‘八柱国家’。”

（《周书》）

当时的中华帝国划江而治，南

北两朝各有各的精彩，总而言之，不

止一个乱字了得。这“八柱国”是北

朝的贵族，他们不光在婚姻关系方

面彼此勾连，在权力交接方面也像

是商量好了，走的是轮流坐庄的路

子。不过轮流坐庄，也同样伴随着

血腥与杀戮。北周的创建者宇文

泰创设了府兵制，在显赫的“八柱

国”之下又设置了十二大将军。“八

柱国十二大将军”家族共同构成了

一个空前强大的政治军事集团，成

为西魏王朝当之无愧的中坚力量，

并且在其后三百多年的时间里，影

响着中国历史的延续和走向。

如果把这几大贵族按出场先

后和对历史影响的大小排列，宇文

家族应该是第一位。他们最初都

是西魏时期的高级将领，后来宇文

泰取西魏而代之，创建了北周，其

他几大家族也随之成为北周权力

集团的大股东。

这个在北朝后期强势崛起，并

且对中国历史影响至深的军事贵

族集团，被史家称为“关陇集团”。

该集团的几大核心家族不但是政

治和军事上的同盟者，而且还通过

彼此联姻的方式缔结了一条颇为

特殊的政治纽带。

在几大股东中间，最有投资眼

光的当属早已汉化的匈奴氏族成

员独孤信。他虽然没有建立自己

的王朝，走称霸之路，却通过联姻

将自己应得的权力份额牢牢地锁

定在自己的家族权力的吸盘上，成

为最大的赢家。隋、唐和北周的皇

室创始人都选择了独孤信的女儿

为妻，“一门三后”的荣光是前无古

人后无来者的。

独孤信的长女嫁给了宇文泰

的长子，即北周明帝宇文毓；七女

嫁给了杨忠的儿子杨坚，即后来的

隋文帝；四女嫁给了李虎的儿子李

昞，并在北周天和元年（566 年）生

下了李渊。武德初年，李唐皇室追

尊李昞为元皇帝，而李渊的母亲自

然也就被追封为皇后。所以从理

论上来讲，独孤信就成了三个皇帝

的岳父，而独孤家族也成了三个王

朝的外戚。

尤其是他的七女儿独孤伽罗，

也就是隋文帝杨坚的皇后。两人刚

结婚时，杨坚起誓：不与其他女人生

育子女。独孤皇后在文化修养方面

高出后宫其他女子，同时具有强烈

的政治直觉，宫内的侍从称他们为

“二圣”。有官员曾引用《周礼》，要

求官员的妻子都要听命于皇后，独

孤皇后却说：“以夫人与政，或从此

渐，不可开其源也。”也就是说，身

为女人的她反对女人参政，也不准

外戚（自己娘家人）掌握大权。有

一次，她的娘家人犯案，杨坚想看

在她的面子上宽恕此人，可她的回

答是：“国家之事，焉能顾私！”

北周建立后，已经不在人世的

李虎被追封为唐国公，其子李昞承

袭了爵位，并任安州总管、柱国大

将军。北周建德元年（572 年），李

昞就死了，年仅七岁的李渊袭爵唐

国公。这个年轻的世袭贵族不但

风流倜傥、一表人才，而且为人豁

达宽容，毫无纨绔子弟的骄矜恶

习，史称其“任性真率，宽仁容众，

无贵贱咸得其欢心”（《旧唐书·高

祖本纪》）。 (连载10)

新版《奇门遁甲》中，倪

妮扮演的侠女“铁蜻蜓”英气

逼人，让人完全忘记了《金陵

十三钗》中风情万种、妩媚至

极的“玉墨”。

“铁蜻蜓”身手不凡，法

术也颇为了得，一开场便显

露身手：易容为丑女的她在

与鱼妖激战后，潇洒地一挥

手，说了句“都忘了吧”，一群

莫名飞虫扇着小翅膀扑到围

观者的脸上，金光一闪，飞虫

消失之际，围观者之前的记

忆立即被擦除。

靠擦除记忆推动剧情，

这在影视剧中并不罕见，甚

至可以说是常用的手段，韩

剧中更是屡试不爽。都说韩

剧有三大宝：车祸、癌症、治

不好。韩剧中的车祸，随后

而至的就是主角记忆被强制

擦除——失忆了。《冬日恋

歌》是男主角车祸失忆；《善

良的男人》女主角车祸失忆

……诚然，要想在戏剧中更

快地引发冲突、推动情节，

“失忆”无疑是个好的选择，

也不能光挑韩剧说事。

而“铁蜻蜓”为什么要将

围观者的记忆擦除呢？没有

这个桥段丝毫不影响剧情发

展啊？有一种可能就是，侠

女考虑鱼妖形象太恐怖，怕

大家留下恶心的记忆。

无独有偶，科幻电影《黑

衣人》中，黑超特警们总是会

使用一种特制的闪光手电来

删除那些看见“外星人”的人

意识中不好的记忆。

电影中，英雄们不仅要

拯救世界，还要对世人有人

文关怀。确实，人们有了痛

苦、惊恐等等经历，往往会造

成心理创伤，有的人甚至会

不断“反刍”，一而再，再而三

地给自己造成伤害。

《聊斋志异·农人》说了

这么一个故事：一只惯于在

地里偷吃农夫剩粥的狐狸，

有次被发现了，遭农夫用锄

头暴打。狐狸惊慌逃窜中又

被陶罐套住了头，难以挣

脱。后来连蹦带跳碰碎陶

罐，才逃出命来。

多年以后，这狐狸已成

了精，迷惑了一富家女。诸

般作法都不管用。富家女就

套狐狸精话，你有没有惧怕

的人呢？狐狸精说，别人都

不怕，就是以前偷粥吃，被一

个头戴大苇笠，手持弯脖子

兵器的人追打，想想还胆颤

啊。最后，农夫出马，成功吓

跑狐狸精。狐狸精甚至没敢

想施展法术报仇，可见当初

的心理阴影面积有多大。

成了精的狐狸犹且如此，

更何况普通人类。因此，在一

条关于十项最令人期待发明

的新闻中，“记忆擦除器”赫然

上榜。这也反映了人们对擦

除不好记忆的渴望。

维修人员告知，电脑硬盘

上被删除的文件，用专业软件

也可能重新恢复，如果想真

正删除，那必须格式化后，再

用新的文件将硬盘填满。新

数据覆盖了旧数据占据空

间，才是真正的删除。在随

心所欲擦除记忆还是个梦想

的今天，面对痛苦经历，不妨

一边学会淡忘，一边积极生

活，用新的美好充盈自己的内

心。就像看到满屏“铁蜻蜓”，

便难以想起“玉墨”一样。

姑妈年逾七旬，最近

几年饱受失眠困扰。对于

她的痛苦，我感同身受。

现代社会，许多中老年甚

至年轻人睡眠都不好。

“你有空多看看越剧，

让自己有点事做，精力有

地方散发，这样或许就能

睡得好一点……”我向姑

妈建议。然而她虽然是越

剧迷，却并没有达到脑残

粉的地步。这些年新剧目

很少，老的看过无数遍了，

她不想再看。

学弹琴、学书法，姑

妈没这雅兴；跳广场舞，

她又不合群……我想起

了我们小区有位王大妈，

曾经和她很相似。

王大妈8年前丧偶，有

条腿略有残疾，上下楼很

吃力。从8年前开始，她一

直照顾着方圆三百米内的

流浪猫。前些天本地下起

了10年一遇的大雪，风雨

严寒的夜晚，都十一点了，

我还遇见过她几次，她一

瘸一拐在喂屋檐下、墙角

边蜷缩着的流浪猫们。

王大妈的这种举动并

没有感动多少人，不少人还

说她脑子有病。然而在我

看来，她不仅没病，还通过

这种善举改善了自己的身

体、精神状况。作为一个无

儿无女的独居老人，王大妈

的生活原本应该十分孤

独。但那些流浪猫让她心

有牵挂，它们成为了她的家

人，彼此给予着温暖。

和某些独居老人一

样，王大妈疑心比较重。

我们曾帮她买了一些打对

折的猫粮，此后买不到了，

价格自然贵了许多，她似

乎怀疑我们吃了回扣。有

一回，我们帮她网购的猫

粮晚了 3 天送到。这 3 天

里，王大妈天天来我家催，

好像唯恐我们席卷了她的

一百元钱搬家跑路。

一度我们很生气，好

心没好报，可想想王大妈

平日里的为人，便原谅了

她。后来王大妈向她侄儿

了解到网店价格起伏很

大，而快递的快慢也不是

我们能决定的，便主动与

我们和好。我们不计前

嫌，依然帮她网购。

因为王大妈善良，所

以我们会从善良的角度推

断她的举止，换成一般人，

有过一回不愉快的经历，

肯定不会再与之交往。

电影《芳华》热映之

后 ，网 络 上 曾 经 展 开 过

“好人为什么没好报”的

讨论。有位鸡汤作家的

文章一度热传，大意是好

人有好报，好报在哪儿？

他的回答是“善良就是善

良者最好的回报”。读起

来很绕人，仔细一琢磨，等

于什么也没说，纯属以哲

理的名义玩文字游戏，骗

骗某些脑子不好使的半文

盲。这不由让人想起后梁

太祖朱温厌恶文人，有一

回找茬杀了几个，理由就

是“书生辈好顺口玩人，皆

此类也”！

当好人的回报，不是堆

在桌上的真金白银，而是一

些更有价值的好处。比如

王大妈睡得好、吃得香，精

神充实，这岂是钱财可以

买得来的？在许多人习惯

以恶意揣度他人的都市

里，王大妈能让人以善意

揣度她，这也不是花钱就

能办得到的。好人的好

报，并非虚幻得要靠玩文

字游戏才附会得出来，你看

不到好人的好报，只是缺少

一双善于观察的眼睛。

多笑笑，会慢慢让
自己真的快乐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