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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相

精品连载

皇后之死

乾隆帝与发妻富察氏的感情

很深。

富察氏是名门之后，曾祖父随

皇太极征战有功，顺治时任一品内

大臣、议政大臣，祖父米思翰是康熙

帝亲信，父亲官至察哈尔总管，兄长

当过巡抚，弟弟又是当时的政治新

星傅恒。一家四代，衍成满洲贵族。

在皇帝眼中，皇后对太后很孝

顺，又“崇节俭”，史称其不戴“珠

翠”等名贵首饰，视皇帝荷包上的

“金银”镶嵌为“暴殄用物”。帝、后

相互敬爱，感情特好。大学士阿桂

曾提及，乾隆帝因患病调养期间，

皇后每天在寝宫外服侍。皇帝夸

她“德钟勋族”，并非套话。

恩爱秀尽，却躲不过家庭悲

剧。早前，皇后所生两位皇子皆是

皇太子之选，却均未成年即夭折，

其中一位皇子永琮仅 2 岁，恰死于

乾隆十三年东巡之前。

连丧幼子，皇后哀痛不已，皇帝

意图东巡转移其注意力。然事与愿

违，皇后含悲上路，突然逝去，与丧

子之痛不无关系。乾隆帝后来叹

息，“一女悲何恃，双男痛早亡”，“早

知失子兼亡母，何必当初盼梦熊”。

皇后死后第二天，皇帝告知群臣“永

失内佐，痛何忍言”。11天后，皇帝

又“良深痛悼”，赋诗抒怀，“圣慈深

忆孝，宫壶尽称贤”，“恩情廿二载，

内治十三年”，“愁喜惟予共，寒暄无

刻忘”；又作《述悲赋》思念，“呜呼！

悲莫悲兮生别离，失内佐兮孰予

随？入椒房兮阗寂，握凤幄兮空

垂”。诗作水平一般，但情真意切。

皇帝的心情，官员不必揣摩即

可知，但偏不能阻止其更进一步。

皇后死后第八天，总理丧仪的大臣

建议各省文武官员应在圣旨到达

之日起，“摘冠缨，齐集公所，哭临

三日”，27 天后才能脱下丧服。随

后又建议，“在京王公百官，咸缟素

二十七日，百日剃头”，皇后丧期一

百天后，方准剃头。皇帝“依议”。

官员以为丧仪越重，越能迎合

上意，不料却提醒了皇帝对于“剃

头”之俗的注意。

雷霆之怒

点燃皇帝怒火的第一根柴，是

皇室至亲。皇后去世，由于并非生

母，皇长子永璜没有哀伤。皇帝大

怒，训斥他“于皇后大事。伊一切举

动，尚堪入目乎？父母同幸山东，惟

父一人回銮至京，稍具人心之子，

当如何哀痛，乃大阿哥全不介意，

只如照常当差，并无哀慕之忱”，

“于孝道礼仪，未克尽出甚多”。而

“三阿哥”亦于“人子之道毫不能

尽”，“年已十四岁全无知识”，为人

为学都比不上当年的自己。“夫不孝

之人，岂可以承大统？”便提前剥夺

其继承权，并告诫不许乱动：“朕

以父子之情，不忍杀伊等，伊等当

知保全之恩，安分度日。”

揆诸情理，对非生母去世尽子

职之哀，要么是报抚育之恩的真情

流露，要么就是弄虚作假的表演。

涉世未深的大阿哥、三阿哥都有各

自的母亲，做不到弄虚作假，实属正

常。乾隆帝以其12岁时恪尽孝道为

例反驳尽孝无关阅历，属于举例失

当，因为他之尽孝对象是有血缘关

系的祖父，而阿哥不是，既无大错情

形，皇帝以其未能哀伤而责以“不孝

之罪”，甚至说出“不忍杀伊等”的

话，不得不说是小题大做，反应过

度。乾隆帝还对官员的一些小过失

吹毛求疵，惩罚甚重。光禄寺准备

的祭礼用桌，皇帝嫌不干净，五名官

员降级。工部制作的“皇后册宝”，

皇帝觉得“甚属粗陋”，尚书哈达哈

革职留任（官职免去，仍留任所办

事），四名侍郎革职、降级。皇帝发

现江苏巡抚安宁对皇后之丧“漠不

关心”，将其解任。老臣张廷玉亦未

能幸免，其因翰林院的一篇皇后祭

文用词不当而被罚俸。

最倒霉的是翰林院学士阿克

敦。皇帝在翰林院提交的皇后册文

内，看到“皇妣”满文译成了“先太

后”，认为是一处错误，正待要叫住

阿克敦问话，他却提前跑了。皇帝

大发脾气，认为他因“不得升用”而

心怀怨恨，实属“大不敬”，立即将

他革职，交刑部拟罪。刑部会意，

以“增减制书违例律”拟绞监候。

这已属重罚，但皇帝还不满意，发

谕旨，长篇大论斥责刑部官员与阿

克敦结党，将谕旨当耳边风。刑部

遂照“大不敬”罪改，终获准。但麻

烦并未结束，皇帝又追究了其拟罪

时“故为宽纵”的责任，一众刑部尚

书、侍郎等官员遭革职留任。

诡谲之辩

丧期百日后，皇帝并没有捋平内

心的伤痕，一件“剃发”案再度让他

发飙。六月十二日，接举报，山东沂

州营都司姜兴汉、奉天锦州府知府金

文淳在百日内剃头，乾隆帝立即声称

这是违背“祖制”的大罪。 (连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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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的黄昏：乾隆（1736-1757）
乾隆十三年（1748年），官僚机器遭遇了一场大地震。这一年，两

名内阁大学士一个被处死，一个差点丧命。两名总督一个自尽，一个
被处死，还有一名巡抚自尽。诸事不顺，皇帝情绪糟糕透顶，动辄暴
怒，屡屡作出极端决定，亲人与臣仆成了出气筒。这一年，是皇帝愤
怒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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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年，我两岁，

大哥七岁，二哥五岁，

我妈领着我们仨去姑

姑家送米，路过县城

国营照相馆，狠了狠

心，领我们仨迈进了

照相馆的门，让照相

师傅给我们仨拍一张

二寸黑白合影。我紧

拉着我妈手，害怕地

问，照相疼吗？

我妈回答，不疼，

咔嚓闪一下就完事了。

那是我们仨第一

次照相，大哥和二哥

分站在我旁边，因紧

张一个劲儿动，我人

小鬼大，吆喝他们，别

动，照相啦。

那 时 我 们 家 里

穷，照相花了七毛五

分钱，着实让我妈心

疼了半月。

后来，村里经常来

胸前挂着相机的师傅，

我们一听到吆喝“照相

了……”便赶紧跑出

来，跟着照相师傅看他

给村里人照相。照相

师傅的箱子里有几本

样册，都是平时给人拍

照时他认为拍得比较

好的。村里小丽的头

发是自来卷，模样长

得也秀气，她的照片

也被选入样册里。被

选入样册的照片，照

相 师 傅 是 不 会 收 钱

的 ，底 片 、照 片 免 费

送。我非常羡慕小丽，

觉得那些样册照片上

的孩子像电影明星一

样被大家喜欢，最关键

的是照相不花钱呀。

我 也 想 照 免 费

相，这个秘密一直藏

在心底，谁也没有告

诉。村里再来照相师

傅，我会央求我爸把

他请进家里。我越紧

张越不会笑，我妈说：

“张开嘴笑。”我把嘴

张开了，我爸冲我喊：

“再张大一点。”我把

嘴张成了 O 型，他们

又说不对，僵持了十

几分钟，照相师傅有

点儿不耐烦了，众人

见状也闭了嘴，不再

指点我的表情。

那 张 照 片 送 来

后，我像个傻瓜一样

张着大嘴。这张照片

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了

大家谈笑的话题。从

那以后我开始反感照

相，村里再来照相师

傅，我便躲得远远的。

上五年级那年，我

妈的同学李姨从省城

来我家玩，她特意带来

了她家的相机，要给

我们照相，吓得我赶

紧跑同学家里了，直

至李姨走了我才溜回

了家。小时候拍的丑

照留下阴影了。

参加工作后，我用

第一个月的工资买了

一台傻瓜相机，和发小

互换着拍照，冲洗出来

后，不好看的立马撕

掉，满意的照片放大摆

在相册里。故意搁置

在茶几上，让来家串门

的亲朋浏览，一洗小时

候被嘲笑之耻。时间一

久，我妈就吵我：败家

子，一月发的工资都浪

费在胶卷上了。奈何自

己脸上死角太多，拍一

个卷儿能选出两三张

说的过去的就不错了。

2007 年我家买了

电脑，我又买了一台

数码相机，省了不少

胶卷钱，拍完传网上

保存。旅游外出，同

事们都不愿意和我一

起走，因为我太喜欢

拍照，老让他们帮我

拍。每次拍完我都会

数 落 他 们 把 我 拍 丑

了，贬低人家的拍照

技术。费力不讨好的

事儿，大家都躲得远

远的。我只好买好吃

的贿赂他们。这样一

来，拍照也是一件“费

钱”的事儿。

后来，智能手机

出现后，我立马买了

一个，手机有自拍功

能，还有美图软件，随

手一拍，就把自己拍

得美美的。自拍杆出

现后，自己拍照更便

捷了，对着镜头，摆出

最满意的动作，各个

角度拍。一杆在手，

走遍世界不求人。

前几天，我刚下载

了一款美颜相机，自拍

一张做了微信头像。

初中同学看到后，立

马微我，说我二十岁的

样子真好看。我回，美

颜相机拍的。他说，美

颜美回二十岁的样子，

也是你呀。

我再看自己头像，

越看越欢喜。我妈说，

现在手机还有治疗抑

郁症的功效，真好。

见我诧异，我妈

撇嘴说，四十多岁的

人一拍照，穿越回二

十岁，心情能不好吗？

嘿，感谢科技进

步。自拍无丑人，都

是大明星。

1939 年从镇上学

堂考入嘉兴中学，15岁

的金庸便孤身离开了

海宁老家，之后 80 个

春秋的风雨人生中，他

一直念念不忘儿时故

乡的味道。以至于在

他的武侠小说中，那温

馨的江南风味时常萦

绕于笔尖，当有意无意

写出来的时候，非但陶

醉了千万读者，他自己

或许也早已心往神驰。

江南多莲藕，无论

是花叶茎实，水乡人家

都能将它们料理得风

情万种。不用说烹调

什么列鼎而食的大菜，

就算闲来无事随手拈

来的小吃，荷藕也无疑

是十分理想的食材。

金庸本姓查，查氏

家族曾被康熙皇帝称

为“唐宋以来巨族，江

南有数人家”，其祖辈

素有铁肩担道义妙手

著文章的情怀，这也是

莲藕所蕴含的高风峻

节，因此碧绿的荷叶雪

白的藕，金庸想必没少

吃，而且很喜欢写的。

最先要说的当然

是黄蓉。金庸将“蓉”

“芙”分别给了她们母

女做名字，便于不知不

觉中透露出了内心的

偏爱。黄蓉，这个在桃

花源里长大的女孩，聪

明绝顶，学识武功自不

必说，居然还熟谙烹饪

之道。头一回遇见九

指神丐洪七公，两三道

菜就将这位曾饱啖御

厨珍馐的老饕摆平了。

做菜如吟诗作画，

构思极为重要。黄蓉做

的一碗好逑汤就出手不

凡，充满诗情画意。“碧

绿的清汤中浮着数十颗

殷红的樱桃，又飘着七

八片粉红色的花瓣，底

下衬着嫩笋丁子，红白

绿三色辉映，鲜艳夺目，

汤中泛出荷叶的清香，

想来这清汤是以荷叶熬

成的了。”樱桃中镶嵌的

斑鸠肉，合着碗中碧绿

的清汤，构成了“关关雎

鸠，在河之洲”的境界，

而花瓣樱桃借代美人，

竹笋荷叶隐喻君子，似

乎娓娓讲述着“窈窕淑

女，君子好逑”的故事。

这道奇思巧作的绝妙好

汤，称以“美食”未免太

过普通，唯有用“神味”

二字方可形容。也难怪

洪七公感叹不已：“有这

么稀奇古怪的汤，便得

有这么一个稀奇古怪的

名目，很好，很好，你这

稀奇古怪的女娃娃，也

不知是哪个稀奇古怪的

老子生出来的。”

有其父必有其女，

洪七公当时虽还不知眼

前这个女娃娃竟是黄老

邪之女，但他的猜想一

点都没错，黄蓉对于饮

食的领悟的确自小就受

到桃花岛主的熏陶。桃

花岛上除了桃花，还有

成片的竹林和荷塘，既

清心养眼，也是取之不

竭的绝好食材。后来相

聚岛上，黄岛主摆酒款

待西毒、北丐等人，黄蓉

因婚事已定，喜不自禁，

便要下厨亲手做几个

菜，她对洪七公说：“这

儿岛上的荷花极好，荷

花瓣儿蒸鸡、鲜菱荷叶

羹，您一定喜欢。”

《书剑恩仇录》取

材于海宁流传的一个

民间故事，因而陈家洛

是与金庸在心理上更

亲近的人物。身处大

漠穷荒十载之后，陈家

洛回到阔别已久的江

南老宅，幼年时服侍他

的小丫鬟晴画也长成

亭 亭 玉 立 的 大 姑 娘

了。面对晴画捧来的

银盆中的两只细瓷碗，

“一碗桂花白木耳百合

汤，另一碗是四片糯米

嵌糖藕”，红花会总舵

主 竟 有 恍 若 隔 世 之

感。这几片糯米糖藕，

陈家洛吃得十分仔细，

还不忘跟身边的童年

玩伴一起慢慢分享。

“他把糖藕中的糯米球

一颗颗用筷子顶出来，

自己吃一颗，在晴画嘴

里塞一颗。”

江南好，风景旧曾

谙，风味亦是旧曾谙。

杏花烟雨江南，但其

实，江南最动人的色彩

是一个“绿”字，最诱人

的 味 道 在 一 个“ 神 ”

字。阿碧，单单名字就

容易让人想起明山秀

水的梦里江南。这个

蕙质兰心的女孩和黄

蓉一样，身怀绝顶厨

艺。琴韵小筑里，待客

的点心清雅脱俗——

玫瑰松子糖、茯苓软

糕、翡翠甜饼和藕粉火

腿饺，段誉一尝之下赞

不绝口，觉得大快平

生；在听雨居，席上的

江南时鲜精致无比，

“鱼虾肉食之中混以花

瓣鲜果，颜色既美，且

别有天然清香。”而阿

碧出手的几道菜，如荷

叶冬笋汤、翡翠鱼圆，

更是“碧绿清新”，蕴蓄

着人间天堂的神韵，让

人深感此身既在江南

岸，更有江南入心间。

人世沧桑，江湖险

恶，腥风血雨，惊心动

魄，然而，金庸笔下的

那些莲藕神味，其浓郁

的江南风情却筑起宁

静淡泊的意境，其深厚

的人文底蕴则带来立

身处世的启示，字里行

间也融进了金庸在“江

湖”中一路走来连绵不

断的侠骨柔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