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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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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稿于乾隆十五年七月编造，

孙嘉淦任工部尚书的消息，以当时最

快的驿马传递速度算，传到江西起码

要到八月，刘时达等人不可能在七月

二十日之前就预知孙嘉淦任工部尚

书，编造时间上说不过去。

其次，伪稿大肆指责的大学士

鄂尔泰、张廷玉、徐本，尚书讷亲等

人，多人于伪稿编造前一年甚至三

年就已故去，刘时达等人没必要冒

着杀头之罪来抨击一群已经死去的

权臣。

更可疑的是，整个审案过程混

乱无序，刘某等人指东指西，后又全

部翻供，忽而又全部承认编造。蹊跷

的是，审理过程中皇帝还特发《现当

紧要之时务虚镇静办理谕》，告诫临

近省份浙江不要节外生枝，疑似担忧

过多线索会再让该案拖入泥淖。结

果出来后，乾隆帝不似前案屡次追

问，而是立即说“全行昭著，无可候

质”。刘时达等人很可能不幸沦为替

罪羊，首犯仍是个谜。

“真相”大白后，虽已意识到帝

国官场弊端，皇帝却无力改善，仅对

查办官员略示薄惩。皇权与官僚机

器的较量，在十几年后爆发的“叫

魂”案中更为激烈。

荒唐的“谋反”

乾隆十七年（1752 年）四月，乾

隆帝为追查“孙嘉淦伪稿案”焦虑不

已，湖北罗田县农民马朝柱“谋反”案

又摆上案头。湖广总督永常告诉乾

隆帝，其属下在罗田县天堂寨拿获一

批“反贼”，他们集资造兵器、编写口

号、拟定仪式，意图光复大明。

党羽抓了不少，但为首的马朝

柱逃了。于是，与“孙案”相似的情

节又开始了，乾隆帝与督抚们一道，

重演“切责、抓人、无果、再切责、制

造冤案、切责”的闹剧。

“行动”失败后，马朝柱始终没现

身，但他的故事不断流传，几十年后，

竟以创始人的身份，被江西的一个天

地会组织供奉起来。而再回头来看

马朝柱的所谓“起事”，更像一个彻头

彻尾的骗局，该案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成为乾隆帝的一块心病。

对农民马朝柱谋反这事儿，朝

廷的官员慢了可不止半拍。从密谋

搞事到乾隆十七年被发现，马朝柱

及其同伙在官府眼皮子底下活跃了

五年之久。据湖广总督永常奏报，

早在乾隆十二年，天堂寨两大核心

人物——马朝柱与正修和尚发布了

第一个耸人听闻的传说。

马朝柱说，自己 16 岁时，神在

梦里指示他去护国寺找一位姓杨的

师傅，结果真的找到了。20岁那年，

神又说安徽桐城万山九龙洞有兵

书、宝剑，“往取得之”。

把自己描述成能与神沟通的

人，通常是搞事的第一步，第二步

就是亮出有影响力的领导名头与

旗号。马朝柱说，西洋住着一位前

明后裔，名叫朱洪锦，手下有大学

士张锡玉、吴三桂的子孙吴成云，

麾下更有三万七千大兵，他自己则

是这支队伍的军师。他们的目的

是光复大明。

这些故事被制成书籍、传单在

天堂寨下传播。为了让人信服，马

朝柱还托人打造令旗、宝剑、铜镜、

令牌，刻“太朝军令”“并金枪”字样，

预先放入山洞中，约人去取，力证所

梦不虚。马朝柱还说，他能用遮天

伞、撑天扇将士兵从西洋运送到中

国，声称大乱来临，交钱入伙，可保

平安。

很快，“被诱上名者众”“各歃血

吞符”。乾隆十六年五月，马朝柱的

兄弟以及行医胡济修，各担任心腹

与“谋士”之职，组织初具雏形，并派

人大造舆论，写赞词、檄文，托言得

自“西洋大都督吴成云”，在洞里向

信徒展示能施法术的镜子、旗子，还

要求信徒统一发型，“以发辫外圈蓄

发为记”，并在庙宇、商店设点招收

信徒。

看起来有模有样，但也曾露出

马脚。马朝柱曾向信徒拿出暗中

制好的蟒袍、补褂、顶帽等服饰，托

言是西洋所赐，然而明眼人一瞧就

知道那是戏服，称是“本朝服色”，

“疑之”。

为了释疑，马朝柱伪造一份诏

令给他的心腹，秘密赶往黄鹤楼，说

西洋人乘云驾雾来到黄鹤楼颁诏，

已托胡济修去拿，久候多时的心腹

将100张刻好的诏书交给后者。回

到天堂寨，胡济修“对众开读，众果

不疑”。这在如今看来匪夷所思之

事，当时的人真的相信了。在他们

的认知里，现实中代表合法性的诏

书与所信仰的神力，同样不可质

疑。哪怕是“前明诏书”，百年之后

仍能让民众相信并顺从。

收服人心后，马朝柱开始谋划

更大的发展。他先是敛财，诏书分发

给信徒胡南山、吴方美、吴方曙等人，

每张收了20两银子；然后委托铁匠

造兵器，支使信众购买硫磺，刻下“统

掌山河、普安社稷、既受天命、福禄永

昌”的印文。 (连载12）

这家医院里到处是铁

门，护士进病房时，手里还

拿着绳子……你肯定猜出

来了，这是一家精神病专

科医院。

我从病区出来，保安

很快将铁门“砰”地合上，

我站在大厅里，有些喘不

上气来。几分钟前，我看

到了自己非常熟悉的一个

人，在病房里喃喃自语、然

后情绪失控地大喊大叫。

医生说，她得了严重

的抑郁症。她的“心病”在

于觉得自己比以前赚钱少

了，比不过她的妹妹，妹妹

前段时间在城里开了一家

店，姐姐于是日思夜想，觉

得有压力，竟然“疯”了。

我坐在大厅休息室想

不明白一个人竟有这么奇

怪的思维方式。座位边有

一个书架，上面放着一些

自办杂志，我取出来翻看，

上面有一个“90/10 原理”

的故事，我觉得很有意思。

有一个人，与家人共

进早餐，结果女儿打翻了

咖啡，弄湿了白衬衫，他勃

然大怒，责骂起了女儿。

太太看不下去了，与他争

吵起来，太太很生气，气乎

乎地上班去了，让他把女

儿送到学校。他回房间换

了衬衫，看到女儿还在哭，

没有用早餐，他看看女儿

上学的时间快到了，着急

地让女儿吃点东西，然后

拖着女儿去等校车，但校

车已经开走了。他不得不

开着车子送女儿去学校，

路上车子开得快，被警察

拦了下来，不仅罚了款，而

且还耽误了不少时间。终

于将女儿送到了学校，但

却发现因为走得急，没有

带公文包，而公文包里有

今天急待处理的文件，于

是他开始驾车往回赶……

这一天，因为那杯咖啡变

得十分糟糕。

其实，在女儿打翻咖

啡后的五秒钟内，你做好

以下的选择，就会是另外

一种情形。

女儿打翻了咖啡，弄

脏了白衬衫，你说：“没关

系，以后小心点。”你回房

换了衬衫，回到餐桌前用

餐。十几分钟后，妻子带

着女儿出门，去等校车，她

们微笑着和你说再见。你

用罢早餐，轻松地拎着公文

包出门，驾着车去公司，你

打开车载CD，晨风从车窗

吹进来，一切是那么美好。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人生中只有很少的事件是

你无法掌控的，但绝大部

分事情却在你的把握之

下。女儿打翻咖啡你无法

预料，但女儿打翻咖啡后

的一切，你却是可以完全

掌控的。许多事情之所以

变得那样糟糕，那是因为

你放弃了那么多机会。

我把这个故事讲给病

人的妹妹听，她说这是一

个好故事。从医院里出

来，她告诉我，姐姐几年前

买了一套房，现在涨价五

十多万。她虽然开了一家

店，但每月才赚三千多元，

她得不吃不喝多少年才买

得起像姐姐一样的房子。

但是她的姐姐没有这

样想，而是陷入了一种攀

比的情绪中，最终被恶劣

的情绪所伤。或者说，姐

姐从来没有为自己的糟糕

情绪努力改变过，放弃了

拯救自己的机会。

冬天来了，小时候没有现在电暖

气片这么方便的取暖设备，更没进过

城里暖气把房间烧得像春天的房子，

冷的时候就往奶奶烙煎饼的“锅屋”里

跑，奶奶把干草全塞进鏊子底下，几乎

没有火苗露出来供热，所谓的暖，多是

让人掉泪的烟雾带来的错觉。

上中学时有段时间学生轮班看守

教室，因为总有人夜里进来偷桌椅板

凳，几个孩子到半夜实在冻得够呛，就

把教室里最破的课桌拆了，点起了篝

火，第二天被班主任痛斥一顿，说“家

贼难防”。

在住进有暖气的房子之前，最幸

福的记忆，一是来自于暖脚瓶，睡前奶

奶把废旧的玻璃盐水瓶灌进开水扔到

我的被窝里，钻进去之后把瓶子踢到

脚边，时不时用脚心触碰一下瓶子的

热烫程度，从脚暖到头顶。

另外，便是电热毯了。一张廉价

的电热毯不过二三十块钱，但通上电

之后，整张床都变得暖洋洋的，像是躺

在夏天正午被阳光晒过的水泥地上。

不过电热毯有一点不好，就是一夜下

来烤得人发干，起床后得猛灌一肚子

温开水。

夏天的热，有许多解决办法，冬天

的冷却让人无处可躲。实在冷的时

候，忍不住为古人担忧，现在全球气温

升高，极寒天气很少见了，古人在古代

怎么取暖？每每想到杜甫的句子“路

有冻死骨”，都忍不住打哆嗦。

看《甄嬛传》《如懿传》等电视剧

时，发现富贵如皇宫，在解决取暖方

面，也只能用脚炉、手捧炉，还给供应

的炭分了等级，只有位置足够高，才能

使用最高等级的“红罗炭”。电视剧除

了在嫔妃们争炭方面大费笔墨刻画

外，并没有对其他取暖方式进行介绍。

比如最古老的取暖方法叫“火

塘”，这个方法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就有

了，一群古人在屋子最当中点起一堆

木头，形成的火红的炭灰就叫“火塘”，

可以烤火，也可以烤各种食物。我上

初中时在教室里烧的课桌，也算是对

新石器时代取暖方式的一种“继承”。

公元前的宋国，有人在“火塘”的基

础上进了一步，把“火塘”变成了“烤

地”，先把火在地面上烧起来，烧热之后

迅速打扫干净，人赤脚走在上面也不怕

冷。据《左传》记载，宋国国君宋平公去

世后，他那怕冷的儿子宋元公守灵，就

有人拍马屁给烤了地，守完灵之后宋元

公立刻给“烤地”的人升了官。

秦朝时，人们发明了壁炉，咸阳宫

旁边的洗浴池就有壁炉设施，这样一

来，古人冬天的洗澡问题便解决了。

到了汉代，出现了名为温室殿的

宫殿，史料记载长乐宫与未央宫就是

温室殿。通俗一点讲，温室殿就是把

墙做成空心墙，用炉膛烧火，烟雾经过

空心墙循环后由烟囱排出，形象地看，

就是一个加大号的“憋气炉子”，也和

现代城市供暖系统异曲同工。

还有一种防寒房叫“椒房”，据《汉

宫仪》记载，“皇后称椒房，以椒涂室，

主温暖除恶气也”，花椒除怪气味是可

以的，但究竟有没有除寒效果，这值得

怀疑。“椒房”暖和，估计更多是因为房

间内壁挂满了进贡来的西域毛毯，并

且还烧起了火屏风。

要说在取暖方面有什么花边新

闻，唐代贵族的事可以拿来说一说。

唐玄宗的弟弟李范发明了一种取暖方

法，就是把手放在妙龄女郎的怀里进

行取暖，杨贵妃的哥哥杨国忠更过分，

每逢冬天出行，总要从嫔妾里面挑选

身形肥大者，替他在前面挡风，堪称

“移动人肉取暖墙”。用现代眼光看，

这简直是不可思议，鄙视！

在漫长的古代，取暖方式也就那

么简单几种，就算到了明清时代，也只

发展到了用名贵貂皮、狐皮制作豪华

衣装以弥补供暖不足。在那时候给夫

人送个貂，比现在给老婆买个貂，显得

更有诚意。

再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上个

世纪五十年代末，蜂窝煤炉盛行全国，

每到囤大白菜的季节，也是囤蜂窝煤

的时候。蜂窝煤可以自制，一只铁做

的模具狠狠地砸向糯湿的煤堆，排出

来就是一个蜂窝煤。

蜂窝煤我做过，讲究力度、技巧，

每拍出一个蜂窝煤，就要把模具放在

水桶里湿润一下，润得不能太多也不

能太少，只有水分适当，制作出来的蜂

窝煤外表才光鲜好看。据说当年岳父

们在女婿第一次上门时，就用做蜂窝

煤来考验他们，如果能把蜂窝煤都做

得漂亮，说明这人还行。

有几代人，是在蜂窝煤的呛人味

道里度过了童年，有人喜欢闻蜂窝煤

的味道，就是因为这个味道是伴随着

他长大的，与母亲做的棉袄、蒸的馒头

一道，深深地写进了记忆里。

取暖的变迁，让我们回望历史的

时候，忽略了诸多冷意，有了些温暖的

烟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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