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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过分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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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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吃喝送礼成为惯例，上行下

效，整个国家之腐败，便已不可逆

转。嘉靖朝时，抄没了严嵩家产，

其数目可谓触目惊心：

净金共重一万三千一百七十

一两六钱五分；纯金器皿共三千一

百八十件，重一万一千零三十三两

三钱一分；金镶珠宝器皿共三百六

十七件，重一千八百零二两七钱二

分，坏金器共二百五十三件，重四

百零三两九钱二分；金镶珠玉首饰

共二十三副，计二百八十四件，共

重四百四十八两五钱一分；金镶珠

宝首饰，共一百五十九副，计一千

八百零三件，共重二千七百九十二

两二钱六分。

净银二百零一万三千四百七

十八两九钱；银器皿共一千六百

四十九件，共重一万三千三百五十

七两三钱五分；银嵌珠宝首饰计

六百二十八件，共重二百五十三两

八钱。

以上所列，不过是金银首饰，

尚有名家字画、贵重家具不曾计于

其中，据说黄花梨木的大床就有六

百余张，若是加上桌椅，开个家具

市场亦绰绰有余。

最为关键也最为贵重的田产，

也未曾计算在内，仅在山西，严嵩

就有三十六幢豪门大院，在全国各

地，在严家名门下的房舍有六千六

百间，土地两万七千余亩……

这些数字折合起来，何等可怖！

众所周知，晚明亡国乃是腐败

所致。崇祯帝自己省吃俭用，衣服

上打满了补丁，所过的日子不及中

等人家，却还时时感到无可用之

人，底下之官员为了各自的私利，

忙着明争暗斗，甚至开始给自个儿

准备后路，最终导致大明朝这架庞

大的机器轰然倒塌。

袁秀才救母陷囹圄

古往今来，天下生民，忙忙碌

碌，四处奔波，无非为家。

何为家？但有一席地，檐下有

烟火，厨内婆娘忙，屋中儿女闹。

再苦再累，回到家中，见此情此景，

一身之疲惫，亦能付诸一笑！

家，于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

中，于百姓之生活中，乃是头等大

事，故而有无居住之所，所居住之地

的大小，关系到是否安逸，是否幸

福，是否真正成家立业等根本事体。

说起住所问题，涉及方方面

面，并非在下统计一下从太祖到崇

祯各个时期的房价，便能让列位看

官了解彼时社会的综合情况。要

说清楚房价，以及百姓对房价的承

受能力，需要从彼时的收入、物价、

职业，甚至是户籍制度、人口流动

等各个方面说起。

这是一个非常大、非常烦琐的

话题，容在下细细道来。从明朝的

户籍制度谈起。

话说在京师，有位袁姓秀才，

为人至孝，从小丧父，亦无兄弟姐

妹，与六旬老母相依为命。

明朝对读书人颇为尊重，考

上秀才，朝廷有专款供养，称之为

食廪。《明史·食货志六》载，廪膳

米人日一升，鱼肉盐醯之属官给

之。故秀才凭着朝廷供给，即便

是不出去谋营生，亦能供二人生

活，只不过这所谓的生活，也仅仅

是聊以度日。读书人手无缚鸡之

力，又无其他技能，要想谋个职

业，也是不易。何为百无一用是

书生？便是为此。穷秀才之说，

也是因此而起。

却说袁秀才一介书生，寻不得

一个谋生所在，便在家专事老母。

其母殷氏，年迈体衰，一年四季少

不得生些病，袁秀才请不起郎中，

平时只靠着省吃俭用，在药铺里抓

些药，予母将养身体。

这一日，殷氏忽病重，袁秀才

大急，因家无余银，京师的郎中费

用又高，想到京师外三里处的应家

村有个赤脚郎中，便与殷氏交代

道：“儿这就去应家村请郎中，请母

亲撑着些，儿请了郎中即回。”

殷氏躺在床上，点头称好，交

代袁秀才路上切要小心些。袁秀

才转身跑将出来，出了城就往应家

村赶。

那应家村属良乡地界，袁秀才

跑了几里路，及至良乡时，已是上

气不接下气，要入城时，城卒叫他

出示路引，袁秀才往怀里一摸，脸

色为之一变，出门匆忙，竟是忘带

了路引。便向城卒解释道：“家中

老母病重，急切间忘了带在身上，

望差役大哥通融一些，教我速入了

城去，好救我母亲性命。”

城卒问道：“你家住何处？”

袁秀才道：“乃在京师。”

差役闻言，冷笑道：“家住京

师，往良乡请郎中，且忘带了路

引，好你个小子，当良乡城头是你

的说书场了吗？弟兄们，将此流

民逮了！”

袁秀才叫苦不迭，然秀才遇着

兵，纵使有理亦说不清，硬是教他

们请去了牢房。 (连载25)

自从有了孩子，他就是天和地。每天诚惶诚

恐。他很小很小的时候，连袜子也要反过来给他

穿，因为曾听闻有人家的宝宝被袜子内的线头割

伤了脚趾头。你看那粉粉的小脚趾头能承受什

么？所以一个线头也是大敌。后来上幼儿园，那

就更操心了。费尽心思的挑幼儿园，找好老师，置

顶幼儿班级的群消息，生怕漏了一个重要的通

知。披星戴月心存敬畏地认真完成幼儿园布置的

每一项事情。当看到一些妈妈云淡风清地让感冒

的孩子不吃药就那么挂着鼻涕、让他们去玩泥巴、

去踩水、接送上学也不是那么足下生风，一问才知

道，她们当妈很久了。还有一种妈妈叫二胎妈妈，

她们基本走过了一条“第一胎照书养，第二胎照猪

养”的路，渐渐的，她们开始“不用过分用力”。

秋天来了，叶落纷纷，地上空中，浑然一

景，秋晴时分，落了的和没落的叶子都灿然成

诗，走过去有沙沙的声音。秋雨时分，走过掉

落一地的叶子也别有一番滋味。怕就怕那过分

用力的环卫工人，成天哗哗地扫，他们的抱怨都

显在脸上——“这叶子什么时候才掉完？”办公室

外的马路上有两行银杏树，秋天我宁可绕道也要

走这条路，就为了看看黄叶翩翩而下。负责这一

带的环卫工人大概没觉得美来，他一刻不停地

扫，终于忍不了了，开始摇起树来，没过两天，这

一带的树便光秃秃了。我当然能理解环卫工

人，他们按标准来打扫，我心里有点希望那些制

定标准的人能知道，秋天的环卫工作是不必这

样过分用力的。

不用穿着邋遢，扎个辫子，留点胡子来证明

是一个画家，这想法本身就是内力不够形式来凑

了。当他是个画家时，他的画在那里，好就是好，

即使他不出现，他也是个画家。同理，一个诗人

也并不需要一天一脸便秘的面孔，也不需要在人

前总夹一支烟临窗坐着，作孤独状，好些有才华

的画家、诗人，他们的穿着打份、行事作风跟普通

人也没什么不同。说到这里，近年品茶的、玩串

的、玩香的、谈禅的，为了证明自己，都在表面上

用力过猛了些。

写作时要表现一个人孤独，未必要写他脸上

的落寞，甚至眼泪要掉下来……描画一个孤独的

背影也算用力。一个酒杯尚可。可不可以一个

茶杯呢？我看不可以，能一个人饮茶的人是得了

大自由的人，未必可以称孤独。

爱上了尤其不用大喊大叫，歇斯底里。真正

爱了，谁不知道啊。

我喜欢粮食。经过超市

粮食摊的时候，总忍不住要停

下脚步，对那些堆放在木格框

里的各种粮食打量一番，大

米、红小豆、绿豆、花生……有

时候也忍不住用大勺子把粮

食抄起又撒下，内心忍不住发

出一两声赞叹，这是粮食啊！

什么是粮食？粮食就是

一口吃的东西，在超市里它是

最便宜的售卖品了，消费者脚

步匆忙地奔向花花绿绿的货

架，没几个人愿意在买粮食时

多花几分钟享受这个过程。

粮食买回家，用电饭煲做

熟了端上桌，孩子不爱吃，对

他生气不也行。自己把碗端

过来装作很饥饿的样子扒拉

几口，也产生了疑惑，怎么不

再是童年吃的味道了？粮食

的那种独特气息怎么消失

了？粮食怎么只是有了“食

粮”的功用，原来承载的那些

由香味、自然、情感等元素构

成的滋味为何不见了？

我的记忆里，储存着粮食

的味道。童年时一个大家庭

用一口大铁锅做饭，半锅的水

抓一把大米扔进去，快熟了的

时候再浇一瓢磨好的豆浆进

去，煮沸腾了就是一锅稀粥，

那碗稀粥的滋味已经是不错，

但粥锅里的布袋捞出来，才是

真正的美味，因为布袋里装的

可是货真价实的米团，用小钢

勺挖一小口放进嘴里，大米与

大豆融合后的香味直冲鼻腔，

经历过柴火的熬煮之后，米团

的糯软通过舌尖一直传递到

内心深处……可惜，这样的米

团只有家里最小的孩子才能

吃到，我好像只吃过几次就失

去了资格。

一直觉得，粮食不仅仅简

单的只是食物，它们还是大自

然的子孙，是有生命的。在田

里劳动的时候，我经常可以感

受到粮食的生命韵律，比如割

麦子的时候，一颗颗饱满的麦

粒，藏在一穗结实的麦穗里

面，剥开来看，麦粒还带着一

点点青涩，在凝目观察这些麦

粒的时候，总觉得它们像是要

急不可待地逃离“家园”，想要

在太阳的照射下晒一个肆意

的日光浴，要在滚烫的麦场上

开心地打几个滚。

过去品尝粮食，麦子也

好，水稻也好，玉米也好，都

能尝出它们的成长经历，觉

察到它们是如何在暗夜中随

着“母体”摇曳的，当风暴来

临时，它们又是怎样紧紧挨

在一起相互扶持的。它们在

细雨中聆听骨节生长时所发

出的声音，在阳光灿烂的时

候随风舞蹈……它们也会相

爱吧？两株植物的恋爱多么

美好，它们不说话，时而靠近，

时而分离，借助风传递心声，

一同守望朝阳夕阳。

母亲总是能把各种各样

的粮食，做出令人感到温暖

与幸福的味道。不止我的母

亲如此，村庄里的每一位母

亲都可以。小时候总爱闻远

远飘来的炊烟，一点儿也不觉

得呛的原因是，那炊烟里总

是带着粮食的香气，比如我

家的炊烟，就时常掺杂戗面

馒头的味道。

母亲把揉了整个下午的

一个个面团放进锅里，一捆麦

草烧完，掀开锅盖，先是要眯

起眼睛，等待扑腾起来的蒸汽

消散，再小偷一样快速地把手

伸进锅里，捏起一个白胖的馒

头就跑。在院子里，把那只烫

手的馒头从左手倒到右手，从

右手倒到左手，等不及凉到可

以入口，就迫不及待地大口咬

下去，馒头的热度会把牙齿也

微微烫到，这样的馒头，才是

最好吃的。

有时候母亲着急下地干

活，来不及熬米粥或者做馒

头，就会从锅里煮的地瓜挑几

个好看的给我们当食物。每

次我都吃得心满意足，地瓜皮

软瓤红，从内到外都甜丝丝

的，但又不是冰糖式的那种齁

人的甜，是吃完后打个饱嗝都

会涌到嗓子眼的美味的甜。

这样的地瓜，已经有一二十年

吃不到了。从超市里买来的

地瓜，在粥里煮熟了之后，入

口一点儿味道也没有。它不

是经历过日月风雨洗礼的地

瓜，不是在土壤里做过美梦的

地瓜，也不是母亲栽种的、收

获的、煮熟的地瓜。

现在的社交媒体上，经常

看到有人形容美食用到这四

个字，“好吃到哭”，一般这样

的形容可信度不太高，你若

去 尝 试 一 下 ，发 现 不 过 如

此。真正“好吃到哭”的，还

是过去的粮食啊。你去翻翻

莫言、贾平凹、路遥的书，那

里面有描写吃食的片段，才

会让人流泪，只不过，不止是

为他们描写吃到好东西时流

露的感激而流泪，更是为他

们这一代人所承受的饥饿与

苦难而流泪。

也有可能是，粮食本身

的味道并没有太大变化，而

是我们的味蕾变了，因为品

尝到世间太多的美味，而失去

了对粮食的感受力。我们已

经不用再闭上眼睛，去体会粮

食在舌尖上打转的滋味，如同

不用时时回头去翻阅过去那

几段食不果腹的历史。我们

对包括粮食在内的诸多事物，

也不再有那份小心翼翼的珍

惜，这样的状况下，粮食的味

道能不变吗？

珍惜血汗钱珍惜血汗钱 远离非法集资远离非法集资

养老理财 别被非法集资迷了眼

在审理爱晚公司非法集资案

件中，海淀法院法官发现，养老类非

法集资案件中双方签订的协议一般

存在以下特征：第一，以变相高收益

为诱饵，以老年群体作为主要融资

对象;第二，融资主体欠缺相关资

质，收取款项后无法按期返还本金

及支付投资收益;第三，如出现到期

无法兑付的情况，一般以承诺分期

还款或者提高回报率等方式要求投

资者延长投资期限。

对此，民政部相关负责人坦言，

目前一些养老投资或收费行为涉及

多个部门和行业，协调监管难度

大。特别是一些养老服务机构并不

开展以集中生活照料为主要内容的

养老服务，不属于民政部门行政许

可范围，也不在民政部门登记，其涉

嫌非法集资等行为很难发现和监

管。“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养老

机构是指为老年人提供集中居住和

照料服务的机构。未经民政部门设

立许可和有关部门依法登记前，不

得以任何名义收取费用、收住老年

人。”江西省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江西省公安厅、

江西省民政厅在今年6月联合发布

的警示信息中称，经许可设立的养

老机构，也“不得以任何名义，以承

诺高额回报为诱饵，采取公开宣传

方式，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

致诚公益律师张志友说，防范

养老非法集资，要提升老年人的法

律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不能识别

就不参与”。

据悉，民政部已于今年 8 月下

旬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将养老服务

领域非法集资行为纳入行业监管范

围，加强宣传引导，积极排查清理，

加强监测预警，提升防范和处置非

法集资的能力。据《中国消费者报》

随着我国老龄化日益加剧，不少非法集资开始打着“养老服务”的旗号，
专门忽悠老年人。近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就审结了一起以承诺提供
养老服务作为变相高回报吸引老年人群体投资的案件。记者调查发现，类
似的案件不在少数。专家表示，提升老年人的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是
有效抵御非法集资风险的“防火墙”。

年近70岁的王老太与被告爱晚

公司签订了《养老服务协议》，约定在

一年有效期内，王老太可以选择入住

爱晚公司在全国范围内经营的养老

服务连锁基地。该基地可以提供生

活起居、文化娱乐、康护保健、每日三

餐等服务，服务期限为20天。王老

太只需要向爱晚公司一次性支付履

约保证金10万元及综合年费500元。

同时，双方签订的《产品补充协

议》约定，如果王老太及其指定人员

未入住养老服务连锁基地，协议期

满后，爱晚公司将给予王老太所交

纳保证金年化收益率 8%的现金消

费补贴。

上述协议到期后，爱晚公司称

因其资金问题无法如期兑付本金，

并向王老太出具还款计划，承诺分

期支付投资本金及承诺的现金消费

补贴。后王老太多次催要未果，并

已无法联系到爱晚公司，故将爱晚

公司诉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要求其依约履行还款承诺。

海淀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本案中

所谓的养老服务及现金消费补贴就是

吸引老年人群体投资的变相高收益承

诺。与之前简单的高回报率宣传不

同，双方签订的养老服务协议采用了

一种变相承诺高息的方式，给予投资

者选择权，可以选择消费抵扣投资，也

可以选择不消费从而收取高回报。

这样的宣传方式更容易使得老年人

群体放松警惕，最终上当受骗。最

后，法院支持了原告王老太的诉求。

王老太只是爱晚公司“养老”非

法集资的受害者之一。根据媒体

2016年对爱晚公司涉嫌非法集资案

件的调查，至少有1387位北京老人

家庭从陆航控制的爱晚公司购买了

长期养老服务，有大约2.5亿元至2.8

亿元的养老储蓄因此“蒸发”。另有

200多名老人投资了中融爱晚(北京)

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据估计，未

兑付的本金总额约为1.8亿元。

与爱晚公司一样，江西南昌市

天地自然养生庄园也将目光瞄准了

老年人。天地自然承诺，老人成为

会员后，每年能获得6%到14%的返

利。同时，根据会员缴纳钱数的不

同，分为银卡、金卡、钻石卡，存的钱

数越多，在养生庄园消费时享受的

折扣就越多。整个过程中，养生庄

园看上去经营正常，甚至买来了直

升机，声称可以随时提供医疗保障，

然而，就在今年4月26日，公司的实

际控制人李国建突然消失了，公司

银行账户的钱也所剩无几。

通过分析近年来的养老非法集

资案件，民政部门概括出了养老领

域涉嫌非法集资的主要特点：一是

以提供“养老服务”名义吸收资金。

明显超过床位供给能力或者承诺还

本付息,以办理“贵宾卡”“会员卡”

“预付卡”等名义向会员收取高额会

员费、保证金或者为会员卡充值,非

法吸收公众资金。二是以投资“养

老项目”名义吸收资金。打着投资、

加盟、入股养生养老基地、老年公寓

等项目名义，承诺高额回报，非法吸

收公众资金。三是以销售“养老公

寓”名义吸收资金。以返本销售、售

后返租、约定回购等方式销售养老

公寓、养老山庄，非法吸收公众资

金。四是以销售“老年产品”等名义

吸收资金。不具有销售商品的真实

内容或者不以销售商品为主要目

的，以免费旅游、赠送实物、养生讲

座等欺骗、诱导方式，采取商品回

购、寄存代售、消费返利等方式吸收

公众资金。

案例——10万元养老保证金打水漂

调查——非法集资披上“养老”新衣

提醒——
提高防范和维权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