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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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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写作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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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少年李渊就具备一

个成功男人必备的素质——亲和

力和宽容度，以及由此带来的良好

人缘。

李渊作为出身于北朝的关陇

贵族子弟，如果说，他的人生还有

什么可遗憾的，那就是过早地失去

了父母之爱。这种亲情上的缺失，

深刻地影响着他后来在处理家庭

与子女问题上的态度和做法。李

渊七岁的时候，父亲李昞去世，母

亲去世似乎更早一些。这个世界

的孤儿有很多种，对于朱元璋那样

一个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孤儿来

说，生存才是第一位的。而对于生

来显贵的李渊来说，则又是另外一

番情形，毕竟不用为衣食所忧。于

他而言，如何摆脱生存环境所带来

的不利因素，实现自身价值的最大

化才是第一位的。

所幸的是，李渊虽然失去双亲

之爱，却有一个待他视如己出的姨

妈。而他的姨妈能够为他提供的

不仅仅限于亲情上的慰藉，因为他

的姨妈有一个强势的身份，那就是

隋国公杨坚的妻子。随着南北朝

在政治、经济上逐步衰落，身为北

周辅政大臣的杨坚于公元581年二

月迫使年轻的周静帝让位，自立为

帝。因杨坚曾官居隋国公，故改国

号为隋，年号开皇，建都长安。

杨坚登基后，果断地进行了一

系列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社会改

革，巩固了隋朝的统治，并于开皇

八年十二月攻占了南朝的最后一

个王朝后陈的都城建业（今南京），

进而宣布了南朝政体的消亡。至

此，长期分裂的中国又复归统一。

在政治变革风生水起的大时

代背景下，李渊的姨妈独孤伽罗也

妻凭夫贵成为大隋王朝的一国之

母。此时李渊刚满十六岁，正步入

一个男孩向男人蜕变的人生阶

段。独孤氏是个强势的女权主义

者，十四岁时嫁与杨坚，就逼着自

己的丈夫对天起誓：一生只爱她一

人，坚决不与其他女子生育子女。

成为皇后的独孤氏牢牢地控

制着隋王朝的后宫，成为历史上最

为出名的“妒”后。而杨坚的表现

也符合一个好男人的标准，始终恪

守着自己所发出的那句不靠谱的

誓言。对于一个帝王来说，这句誓

言过于严格，可杨坚还是遵照执

行，他的五子五女都是独孤皇后一

人所生。史料记载：“独孤后性妨

忌，后宫莫敢进御。”

独孤氏的“妒”达到了一种心理

扭曲的状态，说是变态也不为过。

独孤皇后每次见到朝野大臣家养有

娇妻美妾或妾室生了孩子，一定要

隋文帝将那人贬官。有一次，隋文

帝宠幸一个官员的女儿，独孤皇后

得知后，命人将其活活打死。隋文

帝心中有着百般愁苦，也只能私下

叹息：“吾贵为天子，不得自由！”在

感情的世界里，杨坚真是个万里挑

一的好男人；对于帝王来说，他对

待感情的态度更是难能可贵。

父母双亡之后，李渊大部分时

间都寄养在独孤皇后身边。父亲

去世的时候，李渊只是七岁的孩

子，正是承欢父母膝下的好时光。

李渊虽然没有从父母那里得到更

多的爱与关怀，却继承了他们高贵

的血统，袭封唐国公。独孤氏（他

的母亲家族）的祖先为漠北的鲜卑

族，后来随北魏拓跋氏入主中原而

南迁，最终定居在中原境内。李渊

身上流淌着汉民族、鲜卑、突厥的

混合型血液。

对于一个孤儿来说，除了要面

对外部世界的纷繁复杂，更要战胜

内心世界的孤独，让自己变得更加

强大。在那样一个世道里求生存，

没有强大的内心，就不可能拥有强

大的生存能力，想要走得更远几乎

是不可能的。李渊显然做到了这一

点，他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拓展了

适应社会的综合能力。成人后的李

渊是一个为人潇洒，性情率真，善于

搞好各种人际关系的公关型人才。

人际关系是中国社会生存和发展中

最重要的软环境，无论是经商中投

资的机遇，还是权力场上的竞技，人

际关系都起着无可取代的作用。

李渊后来的妻子窦氏是隋定

州总管神武公窦毅之女，其母为

北周武帝的姐姐襄阳长公主。因

此李渊与隋朝上层统治集团有着

极为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确保了

李渊不同于那些身世飘零的孤

儿。至少在一个王国的权力世界

里，他并不是一无所有的孤儿。李

渊在隋文帝杨坚身边做了一名侍

卫——千牛备身。

对于中国历史而言，隋开皇九

年（589年）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

年份。在这一年里，平陈之战结

束，持续分裂了近三百年的中华大

地终于重归一统。这一年，李渊刚

满二十三岁，青春正当时，也正是

一个男人干事创业的黄金阶段。

自古以来无数人的实践证明，

一个人的出身虽然不能决定他的

人生之路，但二者之间却有着莫大

的关系。要探究李渊所走的人生

道路，就绕不开社会阶层划分这一

规则体系。 (连载11)

一个珍爱自己思想的哲学家就应该这样写作：一方

面，努力让那些精致的耳朵听懂每一句话；另一方面，决

不为了让那些粗糙的耳朵听懂（它们反正听不懂）而多

说一句不必要的话。如此写出的作品，其风格必是简洁

的，这是一种有着深刻内涵的简洁。

梁章钜，是一位深受

百姓拥戴的廉洁官员。当

年，他不仅与林则徐一起

十分坚定地抗英禁烟，同

时又是一位很有情趣的对

联大师。他一生著有诗文

近 70 种。所编著的《对联

丛话》《对联续话》《对联三

话》《巧对录》等著作，创立

联话文体，保存历代资料，

首建分类体系，开中国对

联史之先河。尤其是《对

联丛话》，堪称中国第一部

系统研究对联的著作，共

十二卷，分别为故事、应

制、庙祀、廨宇、胜迹、格

言、佳话、挽词、集句、集

字、杂缀、谐语等，收入联

话 600 余则。在清代文人

中，他无疑是别具一格的。

显然，梁章钜为官很

注意自律，他在对联创作

时，有数十副题署、酬赠、

庆挽联，都寓寄了廉政涵

义。例如湖北江陵官署题

联：“政惟求于民便，事皆

可与人言”；题苏州况钟祠

联：“姓字播弦歌，韦白以

来成别调；功名起刀笔，肖

曹自古是奇才”；赠林则徐

联：“帝倚以为股肱耳目，

民望之若父母神明”；苏州

沧浪亭集欧阳修、苏舜钦

句联：“清风明月本无价，

近水遥山皆有情”等，巧妙

地表达了清正廉明的从政

思想，也显现了渊博深厚

的文学功底，蕴意深远，脍

炙人口。

我在他的《巧对录》等

著作中，读到了不少与生

肖有关的联句。比如他用

昆曲中的许多折子构成对

联，“打虎”（《义侠记》）对

“骂鸡”（《白兔记》），即是

一对。至于“兽蹄鸟迹之

道；鸡鸣狗吠相闻”之类，

更俯首皆是——而狗年恰

好紧接在鸡年之后。金德

辉，是清代乾隆、嘉庆年间

的昆曲名伶，擅长扮演《疗

妒羹·题曲》的乔小青、《牡

丹亭·寻梦》的杜丽娘，以

缠绵悱恻之情，被《扬州画

舫 录》比 喻 为“ 春 蚕 欲

死”。后来年纪大了，以老

病乞退。他喜欢跟文人交

游。一次，他对严问樵说：

“某老矣，业又贱，他无所

愿，愿从公乞一言，继柳敬

亭、苏昆生后。”严问樵为

他书写了一副对联：“我亦

戏场人，世味直同鸡弃肋；

卿将狎客老，名心还想豹

留皮。”梁章钜在《巧对录》

中，记载了这段轶事。借

一副对联，形象地勾勒出

了昆曲伶人的卑贱人生，

读来令人感慨。

《巧对录》卷之八记

载：“同年宗室果益亭将军

果齐斯欢，以善射名。余

尝于园值时，亲见其射鹄，

二十发而中心者十九，故

有‘果羊眼’之称。弱冠选

入，十五善射，例戴花翎。

京师俗呼翎为‘草鸡毛’。

朱咏斋戏之曰：‘果羊眼，

草鸡毛’。正是天成对语，

不料乃合于一人之身也。”

这里，他借用对仗很工整

的三字联句“果羊眼，草鸡

毛”，巧妙而辛辣地讽刺了

一位不务正业的昏聩官

吏，真是让人忍俊不禁。

比这更尖锐的，还有

一则故事。有一个县令，

姓王，名寅，为官极其贪婪

鄙劣，什么都想捞，老百姓

敢怒而不敢言。然而有一

个夜间，不知是谁题写了

一副对联，贴在了他家的

门上。对联是这样写的：

“王好货，不论金银铜铁；

寅属虎，全需鸡犬牛羊。”

看见对联的人，无不发出

会意的笑声，觉得十分解

气。梁章钜没有写县令王

寅是如何的恼羞成怒，然

而一切早已是不言而喻。

对于梁章钜，对联不

仅仅是鞭挞时弊的工具，

也是怡情养性的方式。他

说，民间一直流传着一句

话：“羊肚石边栽虎耳”，很

久未曾找到与之相对的。

有一个扶乩者，忽然在沙

盘上画一条船，船头放一

只木桶，人们都觉得很奇

怪。后来走到溪流边，无

意中看见驶来的船儿，恰

恰像扶乩者画的那样。问

船儿去哪里，船主说：“将

往‘鹅肫湖里种鸡头’去。”

鸡头，即芡实，俗称鸡头

米，一种水生植物。羊肚

石边栽虎耳，鹅肫湖里种

鸡头，真是绝对。

每逢佳节倍思亲，过年了，

又让我想起了妈，有妈才有家。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出生

在一个大家庭，妈妈养活着

我们八个孩子，大哥比我大

了20岁，弟弟小我3岁，在我

能记事的时候，大嫂子已经

进了门儿。四哥和我跟老兄

弟挨肩。

记得那年过三十，我们

仨穿着新衣裳围着妈妈的屁

股前后跑，妈妈忙着做年夜

饭，我们抢好吃的、放鞭炮，

太阳落山后一家人围在炕桌

前一起吃年饭。吃年饭的时

间要比平时长得多，爸爸盘

腿打坐在正中间，用一把小

酒壶把酒烧热，倒进小酒盅

呲溜一口酒吧嗒一口菜，满

脸的笑容。到了晚上八九点

钟后，爸爸已经喝得眼睛都

睁不开了，他往后一挪身子

就歪在了炕上，姐姐们开始

收拾桌子，然后在炉子上炒

花生和瓜子。

妈妈给爸爸盖上被子，

陪在身边，为了不影响爸爸

休息，她让姐姐先把炒熟的

花生瓜子端到嫂子的屋里，

等到点儿了回来包饺子。为

了能熬到半夜包饺子，嫂子

又添了些甘蔗、冻梨和糖块，

只靠吃食还不够，她又拿出

来一副新扑克牌。一家老小

打牌凑趣，是当年熬五更黑

夜的一种习俗，赌资很小，妈

妈早就在压岁钱之外又准备

了一二十个一二分钱的钢镚

子装在了我们仨的兜里。大

哥是从来不玩牌的。听说嫂

子和我们在屋里玩牌，住在

一个院子里赌瘾很大的老叔

领着两个堂姐也来了。老叔

人很随和，他见在场的有十

一个人，建议玩“十点半”的

玩法。这种玩法特别简单，

三张牌计数比大小，其中有

计算的环节，很适合我这么

大的孩子们玩，还能让一大

家子人都能参与。

老叔年年哄着我们过年

玩牌已经形成了习惯，可是

妈妈平时是不允许我们玩钱

的，她说喝酒喝亲了，玩牌玩

远了。没错，虽然是为了凑

趣玩上的两把小牌，有时也

会为输赢争得脸红脖子粗。

我和四哥就因为一把牌谁输

谁赢打了起来，我觉得心里

委屈，就去找妈妈告状。妈

妈拉着我回来，故意板起脸

来说，要玩就好好玩几把，不

想玩就赶紧散，都不知道谦

让点，知道啥是兄弟吗？兄

弟是血水相融能够谦让和担

待的那几个人。

几个年龄接近的兄弟

间，小时候因为琐事打打闹

闹是难免的事，妈妈平时常

教我们做兄弟的道理。在我

们兄弟间有了隔阂，她是非

常严厉的，绝对不允许我们

互相咒骂，更不允许动手打

人，有时在劝我们不听话时，

气得骂我们不像兄弟，肯定

是上辈子的冤家。

当年妈妈是“压得住点

儿”的，她的话没人敢不听。

听了妈妈的教训，谁的脾气

也没了，比在冬天时嘴里冒

出的哈气没得还快。我和哥

哥的气消了，又快乐地玩起

来，直到妈妈来叫吃饺子。

吃五更黑夜的饺子时，我吃

到了妈妈包在饺子里的一个

钢镚儿，哥哥姐姐们都很羡

慕，说有福的人才能吃到它。

我是手里攥着它睡着的，老

叔和哥哥他们这些大人，又回

去接着玩，整整玩了一宿。

第二天早晨，我们集体给爹妈

拜年。初一聚在一起给长辈

们拜年的传统，一直延续到妈

妈离开的那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