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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齐生与“大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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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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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扳倒张廷玉，仲永檀也得

到升职，但并没有阻止他的厄运降

临。皇帝对其奏折中“向来密奏留

中事件，外闻旋即知之。此必有串

通左右，暗为宣洩者”一语起了疑

心，认为把密奏留下不发的事只有

皇帝本人自己知道，何以“外闻旋即

知之”？“暗为宣洩者”是谁？经调查

发现，此事由两江总督鄂容安泄露

于仲永檀，两人密谋利用俞君弼案

来打击张廷玉。皇帝指责二人结

党，还斥责鄂尔泰荐举非人，张党乘

势要求将鄂尔泰革职。

鄂容安是鄂尔泰的长子，皇帝

自然不能遽然动摇这名满洲权贵的

根基，便将其从轻发落，而仲永檀则

下狱，遭另一名政敌刑部尚书张照

在狱中设计毒死，而张照又曾与鄂

党首领鄂尔泰有过节。仲永檀以生

命的代价，全盘承受了二人的恩怨，

死得很冤。

不过乾隆帝并没有放弃追击鄂

党的意思，乾隆十年鄂尔泰死后，皇

帝以贻误军机为由诛杀大将张广

泗，鄂党为之震动。而张党毫发无

伤，但并未乘机扩张势力。一方面，

张党本身低调，多加约束，皇帝不满

之处仅限于张廷玉本人的礼节有亏；

另一方面，雍正帝许诺给予张廷玉附

祀太庙（汉臣仅有）的待遇，皇帝不好

擅加贬斥；更重要的是，张党虽众，但

是文吏，没法威胁到皇权；而鄂党多

是军功起家，鄂尔泰本人又在雍正

帝死后，对乾隆帝甚为轻蔑，常常自

比诸葛亮，功高震主，这与当年雍正

帝杀年羹尧的背景十分相似。

到乾隆十八年发这道谕旨时，

张廷玉并未故去，鄂尔泰党势力仍

在。在此前后，虽然并没有发生足

以威胁皇权的大臣与王公结党事

件，但对于热衷独揽大权的乾隆帝

来说，二者之间的一切走动，哪怕是

正常的诗酒唱和，都是可疑的，都是

不安全感的来源。何况，前朝旧臣

仍在，自己有意提拔的人羽翼未丰，

皇帝借助看起来并不相干的朝臣结

交王公之事发布谕旨，似更有敲打

张、鄂两党的意味。

待两年后，鄂尔泰门生内阁大

学士胡中藻陷于“文字狱”，他在数

年前任广西学政时写下的诗文被人

翻了出来，发现其中“一把心肠论浊

清”中里的“浊清”二字有意讽刺本

朝，是为大逆。这件罪责可轻可重

的大案，皇帝选择从重，胡中藻被斩

首，又再借机牵连鄂尔泰家族，鄂党

几乎被连根拔起。历经二十年，皇

帝踩在“满党”之上，最终确立至高

无上的权威。

满洲诗案

乾隆十九年（1754 年）九月，乾

隆帝回东北老家盛京（今沈阳）祭

祖，他看到祭祀仪器准备得很不用

心，就将主管此事的一名满洲官员

发配黑龙江。

这名官员名叫世臣，是名满洲

进士，官居盛京礼部侍郎，乾隆十七

年，调任离京千里之外的盛京。其

间，世臣过得并不开心，更糟的是，

这种“不高兴”被皇帝发现了。

皇帝在世臣的一首诗中发现了

他的负面情绪，并逐句批判。诸如

“霜侵鬓朽叹途穷”“秋色招人懒上

朝”“半轮秋月西沈夜”“应照长安尔

我家”，乾隆帝看到了抱怨、狂妄甚

至对满洲龙兴之地的诋毁，认为世

臣“居心不可问”。乾隆帝如此定性

这首诗，不啻宣告了世臣仕途的终

结。被贬第二年，世臣忧愤而死，而

他的案例被传遍满洲旗人世界，“诗

酒陶情，废乃公事”，诗歌巨子乾隆

帝看不惯诗与酒，意在告诫满人，要

警惕汉化。

世臣并不冤。

乾隆帝对诗歌有着持久的兴

趣，写诗五万首，其鉴赏水平当然不

差，他在“霜侵鬓朽叹途穷”中，看出

世臣自比苏轼贬谪，看出他仕途的无

望，的确摸准了世臣的心。追溯世臣

来到盛京之前的履历，会发现他的悲

观是有理由的。他本有着很好的仕

途资本，出身满洲正白旗，雍正五年

中了进士——舍旗人入仕的诸多特

权不用，偏选最难的科举，而且还成

功，这在满洲人当中非常少见。

中进士同一年，授翰林院庶吉

士，终雍正一朝，世臣一直在翰林院

待着，充任起居注官。乾隆帝即位

初，世臣担任侍讲学士，任皇帝经史

顾问。在一次翰林院考试中，与清

代著名词人朱续晫同列二等，可见

其文学造诣并不低。按照惯例，翰

林学士在观政一段时间后，会调入

六部充当侍郎，再外放知府、知县、

按察使，若办差得当，官居封疆大吏

不是没有可能。然而这一标准的升

迁路线，与世臣无缘。

皇帝在最初几年，通常派遣世

臣做一些祭祀古圣王陵墓、稽查八旗

学校等杂活，乾隆十三年，世臣终于

有了一份实职——任通政使臣，掌校

阅题本；同年十月，调任内阁学士兼

礼部侍郎，此时距其进士及第已过去

了18年。 (连载18）

提起黄齐生，知道的人并

不多。假如说他是王若飞的舅

舅，且一起遇难，我们顿时会肃然

起敬。

中共早期领导人王若飞幼

年丧父，受到舅舅黄齐生的关

爱。黄齐生曾把他从安顺接到

贵阳医治耳疾，并送入达德学堂

读书，接受良好教育。舅甥两人

还一起去日本、法国留学，不难

想见彼此的感情。在法国，王若

飞有机会结识周恩来、邓小平、

赵世炎等革命家，并经阮爱国

（胡志明）介绍参加了共产党。

党组织派他前往苏联学习。从

苏联回国，王若飞在内蒙古做地

下工作不幸被捕，在法庭上宣传

抗日，在监狱组织群众斗争。黄

齐生不顾年老体弱，三次赶赴绥

远，探视王若飞，并设法将他营

救出狱。

黄齐生给孙女的信札，用毛

笔写在九行笺纸上，全然是和蔼

语气：

晓柔如话：
听三姑说你有信给我，不知

转到哪里去了也，但其中大意我
已听到。旧的（历）新年抢狮子，
小鹤名下，是不是已够他欢喜得
起一双圆溜溜的眼睛呢。

和家里人乃至和同学们相
处，第一要大度量。要等人家爱
我、敬我，不要等人家讨嫌我。
像我们有了点年纪的人，尚且感
到要处处留神，何况你们呀！

写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初的

信，晓畅平易。显然因为像平常

说话一样，告诉孙女，希望她学

会与别人相处，听起来，就像是

老师的谆谆教导，没有一丝长辈

对小辈训导的意味。

事实上，“第一要大度量”恰

是他自己的体会。

黄齐生祖籍江西抚州，后移

籍贵州安顺。早年热心开展业

余教育工作，主持兴办贵州达德

学校。积极倡办勤工局、农事试

验场、商品陈列所和妇女习艺所

等实业场所。1913 年为庆祝达

德学校建校十周年，由黄齐生执

笔，集体编写了贵州第一部话剧

剧本《维新梦》，宣传戊戍变法六

君子的故事，并在达德学校十周

年校庆纪念会公演。

1917年，他率贵州学生赴日

本留学，后又组织赴欧洲勤工俭

学，结识蔡和森、李维汉、徐特立

等人，接触马克思主义，支持共

产主义革命主张和留欧学生革

命活动。

回国后，黄齐生任贵州省视

学等职。1926年任贵州省立第三

中学校长。延请名师执教，倡导

白话文，宣传新文化，开新学风

尚，倡导男女平等。三年后在上

海与陶行知创办晓庄师范。1931

年，经黄炎培介绍先后往江苏昆

山、山东邹平、河北定县开展乡村

教育。后在中华职业教育社和广

西基础教育研究院任职。

“七七”事变后，任四川歇马

乡村建设育才学院文史教授。

这封给孙女的信，就是他在歇马

场写的。他曾经赴解放区考察，

在延安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

1946年4月8日，黄齐生与叶挺、

王若飞、秦邦宪返回延安时，在

山西兴县黑茶山飞机失事中不

幸遇难。

我在四川游览胜地青城山

天师洞茶楼，悬挂着一副木质

对联：“事在人为，休言万般都

是命；境由心造，退后一步自

然宽”。这是 1927 年黄齐生游

览青城山时所作。我们从中可

以看出黄齐生为人处世的理

念。他一生自学成才，足迹踏

遍日本、西欧和国内二十多个

省，与各种各样的人交往，“大

度量”无疑是放在首位的。（信
札由青年收藏家夏子魁提供，
谨致谢忱）

半年前，小姨父又丢了。没惊

动朋友和亲属，他儿子大龙一家三

口找了七个小时，未果，晚上报警，

又联系义务救援队，当夜，救援队

在一座拆迁楼里找到了小姨父，他

被绊倒后一直匍匐着，胳膊腿肿

了，说话没力气，送到医院检查，还

好，没大碍，输了三瓶液，到家已凌

晨五点。

这样的情景已是第N次了。

小姨父小脑萎缩，糊涂时多，

明白时少。第一次丢了三天，亲戚

三十多口人寻找，小姨父却跑到了

一条正施工的高速公路上。我们

去派出所领他，他说警车比大龙的

破车强多了，不上大龙的车，最后

大龙找来出租车的顶灯说这是警

灯，扣在车顶上，小姨父信了，让大

龙载着他在马路上遛，直到睡着。

那一次，我们都吧啦吧啦劝

大龙别让小姨父老出门，这太让

人担心了，万一出意外……

大龙媳妇就辞职专门看着小

姨父。小姨父孩子似的，不让出

去就吼，摔打东西，有一次还打

110 报警要人身自由。大龙给小

姨父弄来只泰迪解闷，他居然跟

泰迪一起地上爬，蹭得到处是狗

粪。有一次还跟泰迪一起跨在窗

台上说透透气。

每周大龙带小姨父下楼遛弯

一次，回来小姨父不上楼，拽着楼

栏杆往后缩，跟玩得不尽兴的孩

子一样，有时干脆就一屁股坐地

上耍赖。大龙没办法，只能说：

“好，接着玩。”于是，瘦高的小姨

父和高胖的大龙喊着“一二一”口

号上街了。

小姨父爱捉迷藏，本来好好

的，一会儿就不知道溜达到哪儿

去了。大龙家里，门厅衣架永远

挂着三件军大衣，只要小姨父有

“行动”，三口人第一时间跟消防

队员一样，迅速穿大衣，下楼，撒

丫子奔向三个路口，遇见熟人打

招呼现在都成了：“找爹去呀？”

“嗯嗯嗯。”这要是以前，有人这样

跟大龙说话得掐架，在我们这“找

爹”是骂人的话，意思是“火急火燎

的，你丢了爹呀”。可大龙现在就

喜欢人家这样问，因为常有邻居提

供线索，“找爹”，这是多让人心头

一亮的信息呀。

以前小姨父丢了，我们做亲属

的，第一时间把保存的小姨父的资

料发朋友圈，然后上二环的上二

环，上三环的上三环，跑市内的跑

市内，分工明确但多是漫无目的地

瞎找，次数多了，大龙就不好意思

老招呼我们了，只在朋友圈发“老

爹，又玩嗨了”，心酸的幽默。我们

又是一面念叨着小姨父的不听话，

一面“搜城”。

那次我大姨去世，大姨的孩

子说特后悔，大姨糖尿病，最后要

吃这吃那，孩子们都怕她血糖高，

根本不敢给，最后大姨生生“饿

死”了。大龙听了，打了下楞，说：

“我也想明白了，老爹 78 岁了，趁

着他能走能跳，不限制他了，愿意

下楼就下楼，愿意玩就玩，玩嗨

了，接着找。”

回家，大龙就给小姨父的衣服

上绣联系卡、贴二维码，戴黄手套、

定位仪，装零钱、手机、水壶、零食，

一切就绪，打开防盗门，跟小姨父

说：“现在，‘装备’齐全，老爹您大

胆地往前走吧。”小姨父却怯怯地

说：“我不走远，我会回来的。”

大龙呢，业余时间加入了救援

队，一个专门寻人的公益组织。这

几个月，他参与寻找了九位走失老

人，当然，里面没小姨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