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果然如此吗？是的，与宋朝的

高薪比较起来，明朝官员的俸禄端

的少得可怜。到底有多可怜呢，不

妨来看一下：

洪武二十五年，各级官员的俸

禄正式定下来，正一品月俸米八十

七石，从一品七十二石，正二品六

十一石，从二品四十八石……如此

一级一级递减，到了七品知县，只

有七石，而县丞、主簿这些八九品

的，只有五六石。此俸禄定额后来

虽略有变化，却变动不大。

那么这样的俸禄，能过上怎样

的生活呢？在下不妨来草算一下，

太祖时期，一两银子可购两石米，

那么七品知县每月三四两银子，生

活足够了。可是随着时代发展，到

了宪宗成化年间，一石米仅值一二

十钱了，到了万历年间，一石米跌

到六钱左右。

纵然如此，官员的生活依然是

可以勉强维持的，以知名的清官海

瑞为例，虽是一穷二白，可也没听

说过他饿肚子。

但是，无论是作为一省之巡

抚，还是一县之知县，总也不能光

顾自个儿吃饱，不为民办事吧？

还是以知县为例，按照明朝的

体制，每一个县只外派一个正式官

员，余下的便是当地的小吏，称为

三班六房，如辅助知县的县丞，掌

文书的主簿，管刑名的典吏，总计

不到十人。

偌大一个县，让十来个人管理，

大体是不太可能的。倘若收赋税

只让县丞一人负责，即便跑断了

腿，这月尚未收齐，下月的又可以

收了。抓捕犯人，只让典吏一人

去干，即便不被打死，也抓不回疑

犯来。

于是乎，便只能招收编外人

员，这些人的一应开支，朝廷是不

负责的，只能县里自个儿解决。

师爷的产生，也是源于在职人

员不足，加上知县一般从外地调

来，人生地不熟的，若是给三班六

房的那些地头蛇压制或玩弄，可不

是闹着玩的，因此须有一个体己的

可信之人跟随在身边。师爷一职

应运而生，始于明代，而盛于清朝，

属于知县的贴身谋士，其一应开

支，自也由知县负责。

知县本来的俸禄就低，编外人

员还要靠知县生活，再加上后期物

价飞涨，生活之窘迫，可见一斑了。

人只要活着，生活到底还是得

过下去。靠什么过呢？无非灰色

收入也。

一般的地方长官，对于底下人

的行动，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

要不闹出事来，权当不曾看见。

那么知县本人呢？身在官场，

免不了迎来送往，且官服都得自个

儿置办，平时要跟达官贵人交往，

常服也不能过于寒酸，如此大的开

销，知县要怎生经营？

在下不曾去明朝当过官，不知

具体细节，在此给列位看官大体举

些例子。比如，收取正常的手续费

用，收各项钱粮每一百抽五两，造

黄册每里（里为户籍单位，每里为

110户人家）银二两，审里甲丁田每

里银一两，审均徭每里银一两。另

每年每季的农桑绢、夏绢、秋粮等

征收时，均要收取一定的手续费

用。另评定桑、绢时，评级完成之

后，桑、绢样品自也归私家所有了，

哪个也不敢去讨要回来。如此这

般，每年的正常收入应在两千至三

千两之间，打发人员的工钱及县里

的一应开支，应是差不多了，但想

要吃喝享乐，却还远远不够，如何

是好呢？当官的无非有权，权之一

字，价值千金，想要吃喝玩乐，有两

个法子：

其一是坐等人上门请吃饭。

商人想要做点官方的生意，或是

县里有修河铺路之工程，自会找

上 门 来 ，哪 个 侍 候 得 县 太 爷 舒

心，交给哪个去做；平时那些当地

的乡绅、财主，一举一动，都可能会

牵涉官府，为了日后好办事，平时

不得好好奉承招待着？且这些都

不过是正常的活动，构不成贪污。

到了后期，吃喝之风盛行，官员的

日常活动也多了起来，只要为官者

愿意，夜夜笙歌也不成问题。

其二是日常的孝敬。新官上

任有接迎银，调任时有送别银，过

年过节亦免不了各种孝敬。万历

朝时，有一年除夕夜，应天府有位

百姓外出，将近衙门时，只见车马

阻塞，道路上人满为患，等闲车子

绝不过去。细看方才知晓，原来是

各级官员或士绅贵人前来教敬送

礼，因来人过多，不能全请进去，只

得排队，一一接见，级别稍低的，还

不一定能见着大老爷的面，礼物只

让门房收了。

又如明朝官员，三年一次入京

述职，陈述三年以来之政绩，为了

更进一步，述职往往成了官员向上

送礼的时机，有人笑称为收租年，

几为官场惯例。海瑞便因没有按

规矩办事，曾遭罢黜。 (连载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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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兄弟

精品连载

大明梦华：明朝生活实录
任何一个朝代，能在历史上屹立数百年，自有其存在的理由。若是有一王

朝，生活贫困，食物匮乏，且无福利，尚能存在几百年，那才叫咄咄怪事。因此，好
的方面，自不消说，而今人看史，则需要在古人的一言一行、一茶一饭之中，看到
今天的自己以及所生活的时代，以史为鉴，这才是今天写史者以及读史者真正该
去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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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 80 年代初，我

考入本市一家重点中学。

那时候没有学区房，小升

初只看成绩。一入学就发

现父亲平日常说的一些话

与事实有出入，比如穷人

家的孩子读书更行，文盲、

半文盲父母往往能培养出

状元……我们班 55 人，只

有我一个人的父母都是工

人，其他同学均出自知识分

子或干部家庭。

有人说前世五百次回

眸，才能换来今世擦身而

过，这话当然没有什么科学

依据，不过人与人之间确实

有一些说不清的吸引力或

排斥力。入学几个月后，我

就有了一些朋友和“对头”，

形成这些关系只是源于彼

此看着顺眼或者看不对眼。

一个初春的中午，同桌

小武领着我、老汪、子清、宇

阳，鬼鬼祟祟来到校园里的

一座小丘上。小武点燃了

三根卫生香，插在他事先堆

好的一个小土包上，我们按

照他设计的简易程序义结

金兰。

年少不懂事，后来五个

人内部分化，老汪、我、小武

关系一直紧密，其他两位渐

渐就疏远了。

一晃到了上世纪80年

代末，我们已经不在同一座

城市了。有一阵子，老汪和

我通信很多，他想和我一起

做点生意。那时我刚工作，

他还在杭州一所大学学习。

他要我去汉正街批一些翻新

的空白磁带，然后寄给他。

他录一些流行歌曲，在校园

贩卖。他粗略算了一下，可

以获利八到十倍。我们家没

有人经过商，习惯于省吃俭

用拼命存钱。老汪的设想对

于我风险太大，万一磁带卖

不出去怎么办？思来想去，

我拒绝了。后来老汪找别

人干，据说赚到了第一桶

金。许多年后，我和他已经

没什么联系了，某天搜索了

一下，知道他已是一家大公

司老板。假如当初我跟着

他干，肯定会沾点光，如今

恐怕最少也身家数千万了。

小武在我们几个中学

习最差，不过他人生目标最

早明确，就是要当一名刑

警。他初中时就苦练自由

搏击，为此牺牲了部分对学

习成绩的追求。持之以恒，

后来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

想。前些年偶尔能在报上

看到关于他的小通讯，诸如

带着人去扫黄什么的，如今

他也算事业有成。

当年各阶段的同学，现

在都已初老。闲时聚聚，不

少如我这般“文不成武不

就”者，常哀怨在家被儿女

吐槽。儿女们通常会说我

们年轻时处于一个遍地机

会的年代，随便抓住一个就

能获得成功。现在回想一

下也确实如此，我就有过面

对空门的机会，没有选择射

门。不过也并不觉得有多

遗憾，说到底都是实力使

然。实力包括学历、技能，

更包括思想、意识、毅力。

“钱还是捏在手里最稳

当……”近几年我们两口子

进行了一些投资，赚过也亏

过一些钱，两边的父亲常这

么劝我们，我们没打算听。

虽然转变观念比人家晚了

二三十年，但生命尚有余

额，一切还来得及。如果自

己没有梦想，没有承担风险

的勇气，遇上再好的时代也

是枉然。

在生我养我的黄岭

村，以前家家户户都有水

缸。在我的记忆中，我家

的那口水缸很大，大概一

米五的直径，一米左右的

高度，敞口大肚，能装满满

的四担水。放在厨房土灶

的一角靠墙方便取水的地

方，做饭炒菜用水时，只要

一转身就可以用瓢从缸中

将水舀出，倒进锅里。

水缸见证了农家生活

的艰辛。记得当年父亲在

公社码头装卸站里卖苦力，

水缸里的水几乎都是靠母

亲挑满的。偶尔碰上母亲

又来不及挑水就到生产队

上工去了，就由兄长和我去

门前的兴隆河去弄水。我

只有八九岁，兄长也不过十

一二岁，个子都矮小得刚及

水桶高，哪挑得起大人挑的

水桶？在不得已的情况下，

我们只好把桶耳下面再捆

绑一根桶绳，兄长在后面，

尽量把重心放在自己的肩

头，我在前面摸索，抬着水

桶一脚高一脚低地往家

走。大人挑一担是满满的，

而我们抬一担仅是大人挑

的二分之一。

那水清澈倒好说，若是

碰上夏天暴雨过后，那水就

浑浊得不能饮用，就只能取

备用的明矾净水，待水用完

后再淘缸底的臭淤泥。桃

花汛过后，河水上涨，可以

站在岸上取水；如果是冬季

枯水期，河水一退再退，还

得挽起裤腿到河中心找积

水洼去一瓢一瓢地舀。家

里没钱买雨靴，即使数九寒

天冰雪刺骨，也得是赤脚踩

着泥泞。我们生活在平原

水乡，从家里到河岸不过百

米之遥，称得是枕水人家，

没想到吃一口水竟是如此

之难，所以每当我们洗脸刷

牙，用水稍微多一点，外婆

总会嘀咕：“莫浪费呀，热水

要人烧，冷水要人挑。”

我们是在外婆身边长

大的。外婆年事已高，用

水非常吝啬，即使是伏天

洗澡，盆中的水也不超过

一口杯。遇到天气炎热，

我们放学回来，或者是从

外面归家，喉干舌渴，我们

走向水缸，随手掀开缸盖，

拿起瓢，舀上水，咕咚咕咚

地喝个不停，那股沁人心

脾的清凉比现在喝矿泉水

还要爽。每每这时，外婆

就会期期艾艾地说：“我们

要是城里人就好了，他们

有自来水，用手一拧就不

缺水。”

改革开放进入第十个

年头，我真的进城用上了

“用手一拧就不缺水”的自

来水。就在这个时候，兄

长和弟弟分了家，家里那

口祖辈传下来的大水缸分

给了弟弟，但我还是时常

为弟弟担心，因为弟弟是

残疾人，出生七个月因一

场高烧而落下小儿麻痹

症，导致他右腿严重萎

缩。脱贫致富不敢说，只

说每天一担水，爬堤上坡

就够他喝上一壶的。

水是活着的诗，水缸

是 一 个 日 夜 静 悟 的 诗

人。水缸之水，仿佛是大

地深处一条血脉奔涌的

河流，哺育着我们成长。

苦难的日子终将过去，进

入新世纪的第一春，弟弟

搭车进城，喜形于色地告

诉我，黄岭村要安装自来

水了，只不过每家要交一

千元的入户费。我说，那

就交吧，我们盼水盼了多

少年，有了自来水交多少

钱都高兴。

当洁净卫生的自来水

从水龙头里哗啦哗啦流了

出来，家里那口不知用了

多少年的水缸“退役”了。

放在空荡荡的院子里，它

显得是那样苍老，黑褐色

遍布岁月沧桑，仔细看一

下缸身，好像还有用水泥

填补的漏砂眼和洗不净的

白灰痕迹。

前不久，我抽空回了

一趟黄岭村，在弟弟的院

子里惊喜发现，那口“退

役”的水缸竟然长出了荷

花。一朵朵、一簇簇的荷

花，或雪白、或粉红，好似

一位位脉脉含羞的姑娘，

亭亭玉立在水缸之上。

弟弟眉飞色舞地说，

水缸种荷花挺简单，院子

里日照充足，水缸底部垫

上厚厚的泥塘土，买现成

的藕芽清明前后栽下去，

盖上一层带肥的淤泥，再

注满自来水就行了。当

然，若是搭建一个完整的

生态系统更好，在水缸里

面养几条锦鲤。要不蚊子

会经常飞到上面，锦鲤不

但可以吃飞蚊的幼虫，粪

便还可以作肥料。太阳暴

晒容易出绿藻，还可以放

几个田螺进去，田螺会吃

掉缸壁上的绿藻。

如此说来，这口“退

役”的水缸你不打算扔

了？我问。

当然，水缸又派上了

新用场，我怎么舍得扔

哪！以前的水缸盛的是辛

酸，现在水缸盛的是芬

芳。弟弟不假思索。

弟弟命运多舛，当年

家里困顿，他初中没有读

完，就踏入社会闯荡天下，

以一手裁缝手艺博得了多

家服装商的青睐，却不想

他的骨子里也潜藏着诗人

的基因。面对派上新用场

的“退役”水缸，他竟然在

不知不觉间诗兴大发。

你妈妈总抱怨带孩子累，那是
她的方法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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