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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后，想必大家
並不陌生，電視劇
《美人心計》、《楚
漢風雲》和《呂后傳
奇》等熱播電視連續
劇，塑造的都是一個
美麗又兇殘的呂后屏
幕形象，但歷史上真
實的呂后是什麼樣？
她和劉邦最早生活在
一個怎樣的歷史環境
中？她如何成就了劉
邦的一代帝王？客觀
來看，呂雉的一生是
豐富複雜而傳奇的一
生。從為人女善良天
真，到後來為人妻、
為人母勤儉持家；歷
經秦末戰亂的顛沛流
離和楚漢鬥爭的風風
雨雨，下過大獄，作
過人質，九死一生；
為消除割據勢力，誅
殺功臣；大封諸呂，
臨朝稱制，成為中國
歷史上第一位經過不
懈奮鬥由平民一步步
走到權力頂峰的偉大
女性。特別是聰慧的
她成就了一方豪俊劉
邦，是我們看待當時
歷史最不應忽視的。

呂父相面定婚姻
呂父擅長相術，當看到劉邦的狀貌時，他
感覺劉邦器宇軒昂，與眾不同，讓他入堂坐
下。劉邦也是個不羈之人，來到便坐在了上
首，還招呼大家喝酒吃菜，似乎這頓飯是他
請的一般。喝酒時，呂公不斷對劉邦使眼
色，意思是讓劉邦酒後留下來。酒後，待客
人都走了，呂公拉近了劉邦，說道：「我從
年輕時候就喜歡給人相面，相過的人太多
了，但還沒有見過像你這麼富貴的相貌，希
望你自己珍重。我有個女兒，想讓她去伺候
你，給你當妻子。」呂父心裡的算盤早已算
得一清二楚，便趁熱打鐵，要將愛女呂雉許
配給劉邦。劉邦早年也是個貪財好色之輩，
想是天上掉了個餡餅，不但賺了頓酒飯，更
是賺了個如花似玉的老婆，二話不說，欣然
接受。
秦朝的時候重女權，當時的婦女地位是較
高的，能夠發揮較大的影響，這個觀點得到
中國內地秦漢史學者林劍鳴、秦漢史研究會

薄 扶 林 故 道

副會長王子今等先生認
同，旅美著名歷史學家
黎東方先生在其「細說
中國歷史叢書」裡面也
表達了同樣觀點。可以
大膽推斷，呂雉應該見
到了劉邦，哪怕只見了
一面，也是從心裡面認
可了劉邦的。

看出劉邦、呂雉這個小家庭是有
牢固感情基礎。這個小故事中我
們不但感悟到司馬遷描繪的寧
靜、純美的天地，還可以領略到
明淨的心靈和淳樸的感情，看到
幸福小家庭平淡中富於情趣，柔
和中體現醇美。在這自然平實、
親切友好的意境裡，我們還驚喜
地發現劉邦和呂雉樸實無華、相
映生輝的一面。

隴畝相面連富貴

相面激勵成霸業

結婚後的呂雉，孝順
父母及養育兒女，也要
「觀雲尋夫」是呂后直接激勵
親率子女從事農桑針
劉邦有所成就的一個顯著案例。
織，過着自食其力的生
劉邦的藏身之處，在芒碭山澤
活。有一天，呂雉帶着
中一個名叫黃桑峪的地方，這裡
■網上圖片
兩個孩子在田裡辛勤勞
後來改稱「皇藏峪」，這是一條
作，有一個過路的老頭，口渴了，向呂雉 東北—西南走向的丘峪，南北長約二十公
「請飲」。善良的呂雉不但提供給老人水， 里，東西長約五公里，海拔高度三百三十
還拿出自帶的食物給老人充飢。老人就給呂 米，坐落在現在徐州西南三十五公里的蘇皖
雉相面。老人說：「夫人的相貌，是天下的 兩省的交界地帶。這地方谷幽林深，山勢峭
貴人。」呂雉又要老人相兩個孩子，老人看 拔，峪內長滿了黃桑。《漢書．地理志》
看孝惠皇帝，說：「夫人所以能夠大貴，就 載：「漢高祖微時常隱芒碭山間，即此山有
因為這個男孩子的關係。」老人又相魯元公 皇藏峪，漢高祖劉邦避難處。」現在的皇藏
主，也說是貴相。等老人走了之後，劉邦正 峪瑞雲寺西南百餘步，峭壁中有一個天然洞
好從田舍來，呂雉便將老人相面的事，說給 穴，洞深數十米，有一塊大石頭迎洞而立，
劉邦聽，說老人路過此地，相孩子和我都是 石壁上刻有「洞天飛來」四個大字，四周群
大貴之相。劉邦便問，老人在哪裡。呂雉 山擁翠，流水潺潺，怪石嶙峋，山洞玲瓏天
說：「剛走，不會走遠。」劉邦便追去，果 成。傳說這個山洞就是劉邦隱身的主要所
然追上。劉邦問老人相呂雉和孩子的事，老 在，所以就叫「皇藏洞」。秦始皇也經常
人說：「方纔我相過的夫人和小孩，相貌的 說：「東南有天子氣。」古人觀天象而知萬
高貴都像你，你的狀貌，貴不可言。」劉邦 物，但《史記》記述的呂雉所言是真是假？
便道謝說：「如果真如老先生所言，這相面 我們不可得之。但不論是真是假，呂雉如此
誇讚鼓勵之德，絕不敢忘。」後來，劉邦當 一說帶來的效果就大不一樣了。一是給落魄
了皇帝，曾派人找尋這位老人，結果卻是不 的丈夫一些心理安慰，繼而讓劉邦想到呂公
知去向。老人何出此言？俗話說，吃人家嘴 看面相嫁女兒、過路老翁「貴不可言」的傳
短，自然是要說幾句好聽的話來感謝施主 奇往事，暗示自己此生不凡，給自己一份信
的，再者，或許老人善相面，見呂雉及其子 心，在形勢艱難的情況下必然會給予劉邦一
女狀貌，皆有富貴之相，說出此話也並非信 定的鼓勵，使他走出困境，成就功名。呂雉
口胡說。
是一個有着深謀遠慮的人，知道給劉邦身上
這一段很平淡地描寫了鄉居生活的寧靜和 塗上越多的傳奇色彩，越有利於劉邦出人頭
田園勞作之樂，與充滿機巧虛偽的官場相 地。「得道者多助」，當時的人們把一些不
比，這裡別有洞天。這時展現在我們面前的 能解釋的異象認為神奇，認為是天的旨意，
呂雉是一個善良、有同情心、喜歡善待人的 是天道。劉邦從出生就天賦異稟，從一開始
勞動婦女，路過老人只是向她討水喝，而呂 起義就傳奇不斷，所以，聽說過傳奇劉邦宣
雉卻是很富善心地主動給他飯吃。劉邦與呂 傳的老百姓都認為劉邦將來不凡，能得到天
雉在當時的夫妻關係也是很好的，劉邦至少 道幫助，也都紛紛願意追隨劉邦幹一番大事
對妻子疼愛，對兒女重視。劉邦到田裡去幹 業。這種變相的宣傳鼓動讓劉邦的兵員得到
什麼？不可能只看呂雉母子幹活，必然要竭 源源不斷的補充，劉邦的起義隊伍相信上天
力幫助的。這反映出劉邦也不是好吃懶做之 庇護，所以無所畏懼、作戰勇猛，接連的勝
人，對田間農活還是比較熟悉。呂雉在田間 利更使劉邦得到軍民的擁護和愛戴。呂雉看
勞作，還要同時照顧兒女，孝敬公婆。她作 雲尋夫，給丈夫的是事業上的信心和雄心，
為媳婦、妻子、母親也是盡職盡責的。可以 帶來更是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忠心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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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來案牘思清遠，綠野丹霞似夢還。
四水托峰高峽出，一雞走地滿城鮮。
湯池臥看浮雲醉，古剎神遊細雨閒。
若是前庭人太擠，勸君多去後花園。

惠州印象
惠州人常以「一自坡公謫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而自矜。其
實，羅浮山獨步百粵，西子湖名動嶺南，這方好山好水相逢，已
然蘊含無窮魅力，實非蘇東坡之功。惠州市倚山面海，客家人敢
為天下先，「四東文化」不斷譜寫新的傳奇。

河源是一個安靜的小城，小城的故事卻十分悠遠。恐龍之鄉，
嶺南文化的濫觴之地，客家南遷的歷史見證，都掩映在萬綠湖的
碧波和蒼松翠柏之間。
大河初起碧雲天，一片清波萬綠間。
人道嶺南風水好，始於佗令鎮龍川。

韶關印象（外一首）
韶關在中國地理、歷史、人文上的獨特性，在當今文化快餐時
代，大有被忽略的趨勢。如若成為記憶的塵埃，被鋪天蓋地信息垃
圾的狂風席捲而去，對於常常緬懷於歷史滄桑的文化人，終有些不
忍。
梅嶺關前風瑟瑟，珠璣巷裡雨紛紛。
猶聞邊將催征鼓，化作農家啜酒聲。
漫野丹霞禪祖位，無言宗廟老苔痕。
由來偉業豐功事，半是滄桑半是塵。

外一首：陽元石
陰陽盤古開，玄妙眾人裁。
一柱擎天起，八方動地來。
迢迢阡陌路，眷眷寸心哀。
可惜江山大，無非禮拜台。

宅居僧珍宅側。僧珍問宅價，曰：『一
千一百萬。』怪其貴。季雅曰：『一百
萬買宅，千萬買鄰。』」南朝梁時，宋
季雅為了與呂僧珍做鄰居，花一千一百
萬錢買下與其相鄰的宅院，呂僧珍覺得
房價太貴，比正常市價高出了許多。宋
季雅說，其中一百萬錢是買房子，一千
萬錢則是揀擇鄰居的花費。言外之意，
他不惜破費千萬擇地而處、擇鄰而居，
是為了獲得更具質感、更富有人情味的
生活。
而這種睦鄰之愛是普世的，不論古今
中外，鄰里關係都是最為樸素、也最具
生活氣味的一種人際關係，鄰居交好，
勝於遠親，是被廣為認同的至理。畢竟
人在生活當中，都難免會遇到一些窘境
或難處，有時事生肘腋，想要即時得到
親友的幫助，是不現實的。這時候若有
嘉鄰及時施以援手，或予以撫慰扶持，
無疑是一種很溫暖人心的精神互助。
我少年時，鄰街有一個孤寡老人。她
早年擺一個小攤，售賣自己醃漬的酸品
小食度日，後來年紀大了，行動不便，
意識也有些模糊，失去了生活自理的能
力。所以在她生命的最後幾年，生活完
全是靠鄰居一家襄助。我每次經過，經
常會看到一個年紀與我相仿的女孩，捧
一個裝滿了飯菜的大碗，到鄰屋給老人
送飯。那時候，我覺得那個姿色平平的
女孩就是天底下最美的人，她仁心施愛
的身影，就是最美麗的市井風景。心中
曾無數次想，她是我的女朋友就好了。
只不過事情發展的結果，與澳洲老婦
將遺產贈予鄰居完全相反。老人去世
後，社區的工作人員在老人屋內的瓦壇
裡找到了10萬元錢的現金，這在上世紀
90 年代初，並不是一個小數字。錢是老
人之前擺小攤，一分一分掙下來
的。由於陳放有年，瓦壇內又太過
潮濕，這筆錢都被漚至腐朽了，只
要手一碰，就化為了一灘腐泥。知
情人聽說以後都覺得可惜，認為老
人到死都不肯把錢留給幫助過她的
鄰居，有些不近人情。但我相信，
出於人性之善幫助老人的鄰居一
家，並不會看重這些，因為她們從
這個實現自我價值的過程中獲得了
精神的快樂。而這種快樂，又豈是
網上圖片 用錢能夠買得來的呢？

看到一則域外媒體報道的新聞：一個
澳洲獨居老婦過世，人們清點遺物時發
現一紙遺囑，老婦將價值1250萬美元的
財產全部留給了鄰居，作為平日對自己
關心和照顧的報答。獲得巨額饋贈的鄰
居也很意外，一來他們並不知道老婦這
麼有錢，二來他們照顧老婦完全是源自
人的善良本性，從沒想過要謀求任何回
報。
而這件事情的戲劇性，是老婦的侄兒
原為財產的第一繼承人，他也不知道姑
姑這麼有錢，加上老婦又很長壽，活到
了95歲，久候之下侄兒就失去了耐心，
為了卸去照顧和探望老人的責任，他想
把姑姑送到養老院去，交由他人照管。
見侄兒只對自己的房子和財產感興趣，
毫無親情的閃現，老婦一怒之下悄悄更
改了遺囑，把所有財產都留給了平日經
常照顧自己的鄰居。整個事情的發展走
向及細節，幾乎就是美國電影《老爺
車》的翻版：退伍老兵沃爾特年邁獨
居，他的兩個兒子及幾個孫子孫女，都
在明裡暗裡覬覦他的房產和一輛福特老
爺車，想盡辦法怎樣弄到手。
沃爾特深感厭煩，對親情已不抱期
望，在殘餘的人生歲月裡，他與鄰居的
一戶亞裔家庭發展出了友誼。為指引鄰
居的亞裔少年走上正路，沃爾特為他找
工作，指導他如何與人相處，最後還在
遺囑中把最珍貴的一輛1972年版的福特
老爺車，留給了已成為忘年交的鄰居少
年。我剛看到這部電影的時候，認為類
似的情節在現實裡很難發生。如今這個
澳洲老婦饋贈鄰居千萬遺產的新聞，印
證了這樣的事情是存在的，「千萬買
鄰」並不只是故紙裡記載的一個典故。
《南史》載：「宋季雅罷南康郡，市

■俗話說，遠親不如近鄰。

■鄧忠強

唐代李生行騙記

廣東清遠，別號鳳城。珠江三角洲與粵北山區在這裡交匯，風
景與人文俱佳，向來被稱作珠三角的後花園。2007 年，中國城
市國際協會首批授予清遠「中國宜居城市」稱號。

河源印象

千萬買鄰

亦 有 可 聞

清遠印象

煙水雲山樂與逢，揚名何必看坡公。
西湖冷月東樵觀，萬頃清波百仞松。
數碼化工今日事，大開大合五洲雄。
客家兒女行天下，一脈風流繼四東。

■青 絲

豆 棚 閒 話

詩 意 偶 拾

低語
向着你
以音階
緩緩鋪排
被風吹斜的藤蔓
以格律
認真填寫
花苞就座的桌籤
然後安靜下來
然後擰小傍晚
然後放低塵埃
等着草木的香杖
推開重重花門
等着花朵的燭台
端上翠綠席面
等着你

■陸 蘇

唐代科舉考試實行不糊名的辦法，
主考官評閱公開姓名的試卷時，往往
參考甚至完全根據舉子們平日的聲望
來決定取否。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
士人在應試前便各顯神通，紛紛向顯
貴名流「投獻」自己的詩文，想得到
他們的賞識，從而提高自己的聲譽。
這種「毛遂自薦」方式，倒也使得人
才活躍，不失為一件好事。
然而，人上一百，種種色色，唐朝
郎中李播在湖北蘄州當州官時，就遇
到了一個可笑可鄙之人。一天，有一
個姓李的書生自稱是「舉子」前來拜
見。正巧李播有病，子弟們會見了李
生，看了李生投獻的詩卷，發現全都
是李播作的詩，心裡不禁犯疑。會見
後，子弟把詩卷交給李播，李播看
了，驚詫地說：「這是我以前應舉時
投獻的詩卷呀，只是換成他的名字
了。」李播的詩卷怎麼會到了李生手
裡呢？原來，李播年輕時窮困潦倒，
無奈之下曾經忍痛割愛，把自己的詩
作賣給了京城的書舖……孰料李生竟
是李播作品的買主，而他現在卻冒用
李播的作品來向李播炫示，這真是從
何說起喲！
李播決定讓兒子去問個究竟。第二
天，李公子奉命約請李生，和緩地問
道：這詩卷也許不是秀才自己創作的
吧？「李生聞語，色已變」。聽了這
話，李秀才慌得臉上變了顏色。但仍
強作鎮定說：「這是我平生苦心創作
的，不是假冒的。」李公子見李生仍
在撒謊，便據實反駁：這是我父親當
年應試時的行卷，「箋翰未更」，連
紙張筆墨都沒有改變，還是請秀才不
要妄言！鐵的事實如板上釘釘，李生
頓時傻了眼，不得不承認這是自己二
十年前，在京城書肆裡用一百文錢買
來的。他自知理虧，末了又故作可憐
兮兮地說：「我根本不知道這是您父
親的佳作，實在不該冒犯了郎中大
人，如今我真是愧悔莫及啊！」
至此，好比宋朝的李鬼遇到李逵，
李生這個唐代「李鬼」，終於假象戳
穿露出馬腳。李播聽了兒子的回稟，
笑着說：「這人大概是無能之輩而
已，做出這種事來，又有什麼可奇怪
的呢！不過，飢餓窮困到了這種地
步，也真是可憐呀！」或許李播遙想
自己當年的境遇，對李生的困窘不免
有些惺惺相惜，所以，不但沒有追究

李生的冒名行騙，反而送給他一些生
肉，並讓兒子請他在書房美美地吃了
一頓飯。
數日後，李生又來李播府上辭行。
這一次，李播才接見他。李生對以前
的事道歉以後，又說：「我帶着郎中
大人的大作，來往於江淮一帶，已有
二十年了，現在我想求您把它送給
我，使我『光揚旅寓』（在旅途中增
加光彩），不知可否？」李生這話冠
冕堂皇，表面上說的是喜歡李播的
詩，其實，不過是想把詩卷據為己
有，繼續去幹假冒的勾當罷了。可李
播卻答應得很爽快：「這個詩卷是我
過去沒有考中時帶在身邊的，現在我
老了，當着州官，衣食無憂，要它又
有何用？既然你喜歡，就送給你
吧。」說罷，便拿出詩卷給了李生，
李生就像取回自家東西似的，「亦無
愧色，旋置袖中」，臉皮簡直比城牆
還厚。
臨走時，李播又贈給李生一些絲
綢，並隨口問了一聲：「秀才現在打
算去哪裡？」李生答：「我想去江
陵，拜訪表丈盧尚書。」李播問：
「貴表丈做什麼官？」回答道：「現
在任荊南節度使（治所在江陵）。」
李播問：「名什麼？」回答說：「名
弘宣。」李播拍手大笑說：「秀才又
錯了，荊南盧尚書恰恰是我的親表丈
啊。」
李生哪會料到自己假冒官親又撞在
了槍口上，驚懼了好一會兒才緩過神
來，便又請求道：「大人既然把詩卷
都送給我了，不妨連您的荊南表丈，
也讓我一起將錯就錯地借走吧。」說
完，拜了兩拜就跑掉了。眼望李生離
去的背影，李播萬分感嘆：「世上居
然有這樣的人呀！」
這個小故事，可謂一波三折，實在
令人警醒。李生這個「白衣秀才」先
是冒用詩卷，後是冒認官親，如此不
擇手段，怙惡不悛，已是不可救藥。
然而，李播卻一味寬容，致使行騙醜
劇的結局餘波未盡，令人笑過之後陷
於沉思。顯然，古人李播的做法不值
得效仿，當今時代的官場文場商場
中，何嘗沒有厚顏無恥、弄虛作假、
抄襲剽竊、投機鑽營、招搖撞騙、欺
世盜名、冒功邀賞之輩？倘若「寬
容」，則無異於姑息養奸，貽害於
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