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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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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拉的宽容
在南非北部的比勒陀

利亚近郊矗立着一座气势

宏伟的建筑，这一建筑因

其独特而举世闻名，它就

是南非最大的纪念馆——

先民纪念馆。

1838年12月，已经将开

普敦纳为殖民地的荷兰人后

裔（布尔人）被英国人打败，

只得向南非内陆逃离。12

月16日，面对当地土著祖鲁

人1万之众的顽强抵抗，布

尔人以数百人之力，战而

胜之。那一战，3000 余南

非原住居民——祖鲁族黑

人战死，血染恩科姆河，此

河被后人称为“血河”。

布尔人以此役为傲，

视12月16日为“最神圣的

日子”，并定为全民公共假

日。不过对世居此地的黑

人来说，布尔人的所谓拓

荒史、迁徙史，就是他们的

一部血泪斑斑的被侵略

史、被殖民史。这一充满

血腥和仇恨的历史也奠定

了后来布尔人后裔种族歧

视政策的根源。

此后1个多世纪，布尔

人后裔（南非白人）成为南非

这块土地上高高在上的统治

者，而南非黑人以及其它非

白人则低人一等，备受欺凌。

1949 年，布尔人后裔

建立了这座颇具争议的纪

念馆，当时的南非正处于

种族隔离制度时期。纪念

馆由 64 块巨大的花岗岩

围绕而成，其中心主题锋

芒毕露：“20世纪的南非白

人——灯塔和桥梁。”纪念

馆外墙四周雕刻着许多石

像，而最大的石像就是指

挥那场血战的布尔人首领

“英雄”比勒陀乌斯，后来

他的儿子建造了比勒陀利

亚（比勒陀利亚——就是

以他们父子而命名）。纪

念馆英雄大厅内的中楣

上还详细刻画了布尔人

在那场生存争夺战中，杀

戮 了 万 名 祖 鲁 人 的 故

事。而馆前的117级台阶设

计即是寓意当年的布尔人先

驱者——117人的先遣队。

毫无疑问，这样的一

座纪念馆成为南非黑人被

征服的见证，如同悬在他

们头顶上的一把屈辱之

剑！建馆伊始，纷争不断，

许多人甚至试图捣毁它。

1994 年，走出监狱后

的曼德拉当选南非总统，

上台后第一件事就是废除

种族隔离制度。这座纪念

馆越发成为非议的焦点，

有人再次动议要将其拆

除。然而，曼德拉最终不

仅没有对这座纪念馆动过

片瓦，而且还保留了布尔

人定下的这个假日，并将

其改名为“种族和解日”。

南非政府曾在一份公告中

说：“勿需讳言，我们历经

苦难。而在人类所有的爱

恨情仇、恩恩怨怨中，没有

什么比宽容更值得纪念！

没有宽容就没有未来。”

退 休 老 人 们 发 挥 余

热，带孙辈似乎成了一件

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老 徐 却 大 声 地 说

“不”。老徐有俩孩子，女儿

刚结婚生娃，儿子在武汉上

大学，她新近又未雨绸缪，

按揭给儿子买了婚房。老

徐决定上自己的班，挣自己

的钱，还自己的房贷，让一

心指着亲妈带孩子的女儿

自己想辙去。

老徐说：“我养大了你，

供你上了大学，读了研究

生，责任和义务都尽到了

位，你和弟弟今后各人生娃

各人带，爹妈有自个的生

活，请不要打扰。”

女 儿 请 个 保 姆 花 钱

3800，老徐月薪 3000。老

徐说：“我挣的是我的，你

花的是你的，两码事，没啥

便宜吃亏的说道。人家家

政有专业技能，比我这业

余老妈子更具职业精神。

再说亲妈带孩子还伸手要

钱，女婿和亲家那边说起

来都不好听。”

于是，那边请了个家

政保姆，彼此客客气气，该

干干，该给给，方便；这边

老徐打着一份工，做得认

真，拿的安心，两两相宜。

老王就不同了，她是那

种甘心为家庭付出一切的

女人。她有两个儿子，老大

结婚两年，新给老王添了个

大胖孙子；老二在国外打

工，恋爱中。老王每天清晨

即起，洒扫庭院，接着是洗

衣买菜做饭洗碗，稍有点闲

暇的功夫，儿媳牵着孙子就

过来了，小家伙刚会走路，

跌跌撞撞，步步需要人跟

着，儿媳虽然也是个全职妈

妈，但也想有个人替换一下

打个小盹不是？

老王瞅着身上新长的肉

直犯愁，缺乏系统运动啊，加

上全家人吃不完的菜她吃，

喝不完的汤她包圆了。想晚

上出来跳广场舞，等她洗完

碗再给孙子洗完澡，跳舞的

人群已散去半小时了。

老王说自己太爱孙子

了，太爱家人了。有人反问，

“那他们爱你么，你爱你自己

么？”她沉默。儿子、孙子、儿

媳、老公，个个都伺候好了才

轮到她自己，偶尔有恙，不

太想动，全家人都不适应

了，活没人干不说，连饭都

没得吃了。

老胡是位乡村厨师，

那种拎着“装备”去别人家

做席的大师傅，家里还有

十亩地，老两口每年收入

不菲。女儿来求她，“妈，

你供我大学毕业，不是让

我在家带孩子吧？”

老胡郑重地对女儿女

婿道，“我们抛家舍业地

来，不是来蹭吃蹭喝的，不

是来当老妈子的，是去给

你们帮忙的，这一点，你们

一定要清楚。”

这 边 摆 明 了 身 份 地

位，那边摆正了心态姿态，

相处起来就容易多了。每

逢六日，是休息时间，歇班

的女儿女婿都主动买菜做

饭，老胡去和小区姐妹们一

起打拳，练瑜伽。小两口下

班回来，吃完老胡做的丰盛

的晚餐后，剩下的活，洗碗

带孩子，都归他们了。偶

尔小两口加班开会，回来

晚了，女婿还表示抱歉：

“ 耽 搁 妈 跳 舞 了 。”每 逢

节 假 日 ，小 两 口 都 会 带

着老胡夫妇去旅游，逛商

场，买衣服。老胡说：“妈

付出不需要回报，需要尊

重，对不对？”

我的祖父是民国初年的

师范生，终身在乡镇小学从

教，人称“老先生”。记忆中，

我每次去他那里，往往会发

现桌上的闲书。廊檐下有几

只兔笼。在兔子咀嚼嫰草的

嚓嚓声中，翻读撕破了封面

的书，是我少年时代最愿意

做的事。那时候读过什么有

趣的书，全都忘记了，而几本

失之交臂的书，至今却仍然

记得。

当年，无意中看见了一

本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

忍不住翻开。见书中说，李

白不是出生于四川江油，而

是西域的碎叶城，让我十分

讶异。他又说，李白一生游

山玩水从来也不为生计发

愁，后来却成了道士。李白

斗酒诗百篇，杜甫更喜欢喝

酒，丝毫也不亚于李白……

对于十几岁的我，这些引经

据典、反复考证实在是太艰

涩、太费解了，然而又隐约觉

得，这是一本讲学问的书，将

来一定要读懂它。实际上，

尽管我心里一直牵记这本

书，却始终没能找机会再读。

后来，在一堆杂志中发现

了一套线装书《六书通》。书

上印的全都是古体字，很多字

来自古代器物和秦汉印章，几

乎都不认识。祖父喜欢用黄

杨木刻印章，书柜里刻床、刻

刀、印泥一应俱全。这套书正

是他的工具书，印象中似乎有

六册。不久这套书就归我所

有了。进入初中的我，开始

兴致勃勃地学习篆刻。然

而，学了没多久，兴趣就转移

了。当我真正想读这套研究

汉字字体演变和书法篆刻的

好书，已是“文革”以后，这套

书早就不翼而飞。痛感丢

失，才愈加令人留恋。

我们这一代人，当然知

道读书的重要，偏偏生不逢

时，遭遇十年动乱，教室里放

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实在

太渴盼读书，就偷偷溜进图

书馆去。那时的图书馆门口

贴 着 封 条 ，窗 户 用 铁 钉 钉

死。但只要想读书，总能找

到破解之法。我借着窗户透

过旧报纸射进的光亮，特意

找来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

尼娜》、莫泊桑的《俊友》、普

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

贪婪地读着，读到夜幕降临

才罢休。心里明白，这不是

禁书，而是世界名著。然而，

光是外国人一长串的名字，

就把我搞糊涂了，更不必说

时代背景、社会矛盾、人际纠

葛和隐藏在故事背后的深邃

含意。我不愿意承认自己浅

薄。越是这样，越是对此耿

耿于怀。

参加工作后，我一度在

电信局当工人。因为爱读

书，也写了点文学作品，被调

入文化馆。那时候的文化馆

与图书馆、博物馆合在一起，

算一个单位，有得天独厚的

读书条件。一次，看了根据

法国作家让·保罗·萨特的剧

作改编拍摄的影片《被侮辱

和被尊敬的》，很为之震撼，

于是设法买来了萨特的《存

在与虚无》。这是他的一部

哲学专著。他把自己多年来

对人与世界关系的思考都写

了进去，其基本观点是存在

先于本质。这本当时内部供

应的灰皮书，不容易得到，至

今我仍保存着。坦率地说，

我试着读过几次，并没有读

懂，或者说没有产生阅读兴

趣。它跟我有些隔膜，虽近

在咫尺，仍失之交臂。

看来，读书与交朋友也有

共同之处。世界上有很多书

可以翻阅，却难以读懂；可以

结识，却无法神交；可以占有，

却不能共鸣。但，人生有一二

知己、二三老友，足矣。读书

难道不也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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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到极致便是害。

李元吉身上的确存在不少缺

点，但他也算是帝国的一员猛将。

用当时观察家的话来说，他“力敌

十夫”（《隋唐嘉话》），在军事上不

是无能之辈。他喜好舞枪弄棒，常

认为自己天下无敌。此人是个战

争狂人，经常将自己府上的奴仆、

宾客、婢女、侍妾们聚集在一起，让

他们身披甲冑，真刀真枪地来一场

军事演习。一场演习下来，这些下

人死伤无数，就连李元吉本人也曾

经在这种民兵武装演习中被误伤

过。然而，他并不以为意，依然对

这种刺激的血腥游戏乐此不疲。

李元吉痴迷于打猎，他的捕兽

工具能够装满三十车。宁愿三天

不吃饭，也不能一天不打猎。他喜

欢在鹰飞狗逐、纵马疾驰中获得强

者的人生体验。他时常带着亲信

组团出去游逛狩猎，践踏农家的田

园和庄稼，放纵左右亲信掠夺百姓

的财产。

自由而放荡的狩猎生活，让李

元吉无法抑制内心对于权力的欲

望。按照现代心理学分析，喜欢狩

猎的男人，通常不是安分之人，他

的血液里与生俱来渗透着冒险基

因。在李元吉看来，父皇的宫殿也

是猎兽的场所。他坐在齐王府的

太师椅上，并不满足于眼前的荣耀

和权力。他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太

子，一个手握权柄的帝王，他并不

觉得这想象不真实。

李元吉排行老四，喜欢冒险的

他，始终活在两个哥哥的阴影之

下，这让他觉得自己的人生不够尽

兴。皇子的身份，既是无法突围的

宿命，也是一切皆有可能的梦想之

阶。如果一个有着权力欲望的人

长期蛰伏着，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最

亲近的人跑马灯似的你来我往，内

心肯定会生出无数愤怒、嫉恨的小

虫子。

李元吉不是头脑简单的猎人，

而是一个政治敏感度极高的人。

军事方面的才华虽然不及他的两

个哥哥，但也可圈可点。武德二

年，并州被刘武周攻陷时，李元吉

只有十七岁，这个黑锅不应该由一

个不成熟的少年来背。后来，李世

民和窦建德决战时，“留元吉与屈

突通围王世充于东都，世充出兵拒

战，元吉设伏击破之，斩首八百级，

生擒其大将乐仁昉、甲士千余人”，

这时候的李元吉只有十九岁，算是

帝国的一名早熟型军事人才。

李渊太原起兵后一直让李建

成、李世民共同充当统帅，直到正

式称帝。这一阶段李元吉年龄尚

幼，在父兄刚开始打江山的时候，

经常留守太原。武德元年，李元吉

做了一出应景的好戏给他的皇帝

老子看。李元吉对外宣称，他在太

原发现了一块天然奇石，石头上面

有“李渊万吉”的字样。

这的确算不得什么新发现，每

当天意难决的时候，总会有人炮制

这种低级趣味的游戏，而且大有市

场，屡试不爽。这是一块普通的手

工刻石，李元吉却用它做了一篇天

降祥瑞的文章。这篇为皇帝登基所

做的应景文章，哄得李渊心情舒畅。

既然是上天对自己的肯定，只

有承天应命。李渊甚至命令李元

吉在太原建了一个亭子，记录这块

石头的不凡来历和天授意义。由

此可见，李元吉并不是一个四肢勤

快、大脑简单的三号皇子，至少他

懂得如何把一块破石头炒作成政

治试金石。混迹于权力世界，能够

熟练地驾驭这一切就足够了。

权力不过是一场定好规则的

游戏，而游戏的玩法有千百种，李

元吉要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那一

个。李渊如此慎重地对待他的这

块小石头，那么他就有可能制造出

更大的政治陨石。他实在不相信

命运，否则，他就会安于做他的齐

王。前面有大哥李建成这位太子，

有名望甚高的二哥李世民，就算争

得头破血流也轮不上他来当皇

帝。可是他偏偏不是一个安生的

人，他将自己的权力之路分为两个

阶段。首先是帮助大哥李建成收

拾二哥李世民，然后才有可能取代

大哥当皇帝。权力王冠上的那颗

宝珠在他梦里反复出现，晃得人睁

不开眼。

李元吉之所以选择联合大哥

李建成，共同对抗二哥李世民，是

因为在他看来，三兄弟之中，真正

的实力派兼偶像派的人气巨星是

李世民，他不和李建成联手就无法

消灭李世民。相较于李世民，他认

为取代李建成是一件容易的事。

他这么想，还出于一些客观因

素。一是大哥李建成的地位正统，

联合他就是联合朝廷的主流派，可

以获得名正言顺的话语权。二是李

渊在起兵之前经常带着李世民在外

面做官，而李元吉一直跟着大哥李

建成生活，情感甚笃。三是李元吉

与李世民地位相似，只能兼并，无法

做到真正的联合。还有一个小事件

在李元吉与李世民之间留下阴影，

那就是秦王集团旗下的猛将尉迟恭

与李元吉的比武事件。 (连载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