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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傳統戲曲舞台上，
有一出保留劇目叫《打
金枝》，包括京劇在內
的全國地方劇種幾乎都
有展演。「金枝」一詞
是皇室子嗣的專有稱
謂，這裡是指唐代宗的
女兒昇平公主。那麼，
是什麼人吃了豹子膽，
敢打皇帝女兒呢？這個
人叫郭曖，官拜駙馬都
尉，大唐名將郭子儀的
兒子。
在我國歷史上，駙馬

爺固然風光，但畢竟處
於賓從地位。在皇權遮
天的陰影下，即便與公
主琴瑟不調，也只能忍
氣吞聲則個，怎敢對金
枝玉葉實施家暴呢？昇
平公主缺席公爹壽誕於
倫常有虧，換作別人也
不高興，但還不至於動
手，郭曖之所以敢打
「金枝」，與他父親煊
赫的地位有很大關係。
否則，他酒膽再壯也會
有所顧忌的。
郭子儀地位到底有多

高，權勢到底有多大
呢？有兩個典故也許足
以服人。一是說郭子儀
平叛勝利後班師還朝，
皇上親自為他卸甲；一
是說郭子儀一家高官，
七子八婿前來祝壽時笏
板堆滿了床榻。在封建
朝堂上，位高權重的將
相風光一時並不難，難
的是將無尚榮寵保持終
生。郭子儀做到了，他
歷事玄、肅、代、德四
朝，不僅生前備受寵
遇，而且死後累享殊
榮，就連墳墓也被特許

破例加高一丈。歷朝歷代的史官、史書以及帝
王將相對其讚譽有加，後世的官員們無不奉其
為楷模。《資治通鑒》在採納《舊唐書》、
《新唐書》評價的基礎上，將郭子儀一生功業
概括為：「天下以其身為安危者殆二十年，功
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眾不嫉，窮奢極
欲而人不非之，年八十五而終。其將佐至大
官、為名臣者甚眾。」這樣的評價，翻遍史書
絕無僅有。那麼，歷史真相如何呢？
「天下以其身為安危者殆二十年」，這話大
致不錯。郭子儀戎馬一生，屢建奇功，力挽李
唐江山於既倒，舊唐書稱他「再造王室，勳高
一代」。這話原本出自唐肅宗之口，看來並不
誇張。「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眾不
嫉」，這兩句就值得推敲了。收復兩京之前，

戰事尚在進行中，唐肅宗李亨就開始犯愁了，
他對李泌說，「今郭子儀、李光弼已為宰相，
若克兩京，平四海，則無官以賞之，奈何？」
言外之意是：他們的功勞再大下去，朝廷就容
不下了，總不能禪讓他們當皇帝吧。什麼叫功
高震主？這明明是有了心病，怎麼能說不疑
呢？如果說郭子儀第一次被解除兵權是因兵敗
相州所致，那麼他被罷免副元帥之職，充任肅
宗山陵使，督建皇陵，則是屢遭詆毀的結果。
嫉妒並進讒郭子儀的人不僅有奸宦李輔國、魚
朝恩、程元振，還有宰相元載，唐代宗李豫若
真不疑他，怎麼會讓他坐冷板凳呢？由此可
知，郭子儀的功業並非「主不疑」、「眾不
嫉」，只是被他小心翼翼地化解了而已。
在郭子儀看來，化解的最好方法就是把自己

全身心地袒露於光天化日之下，讓眾人有眼可
鑒，無嘴可說。他府上的大門鎮日洞開，什麼
人都可以自由出入。郭子儀的家眷正在梳洗打
扮，有部將、屬員前來拜謁、稟報或辭行，郭
子儀不但不讓她們迴避，還讓她們端茶倒水遞
手巾。家人不解，他笑着解釋說：你們都沒想
到吧？咱家吃官糧的馬五百匹，吃官飯的人上
千。進無所往，退無所據。假若森嚴壁壘，內
外不通，一旦有人結怨，誣我不軌，其中再有
貪功嫉賢之人坐成其事，咱全家就會被碎為齏
粉。到那時，就是咬着肚臍後悔都來不及了。
現今院落蕩蕩，四門大開，即便有人想要羅織
罪名也沒證據，我為的就是這個啊。
郭家大院妻妾姬侍成群，來人多不迴避，唯

獨對大臣盧杞例外。史書上說，盧杞那張臉就
像藍精靈似的，人們都視他如鬼。因此，每當
盧杞來訪，郭子儀都要屏退陪侍的姬妾。面對
家人的疑惑，郭子儀解釋說，盧杞這個人，外
貌醜陋而內心陰險，女眷見了他必會發笑，他
焉能不記恨在心？一旦他大權在握，咱家一個
都活不成了。不久，盧杞做了宰相，果然大肆
誅除異己，只有郭家得以倖免。比盧杞更難纏
的，是專權跋扈的奸宦魚朝恩。魚朝恩妒嫉郭
子儀的軍功，屢進讒言阻止皇上重用他，總想
找機會擠兌他。魚朝恩邀郭子儀同遊章敬寺，
人們都認為魚朝恩沒安好心，勸他不要去，非
去不可也要多帶扈從，最好內穿鎖子甲之類的
護具。郭子儀執意前往，只帶了幾個僕人，也
沒穿什麼鎖子甲。魚朝恩見郭子儀這副樣子，
感到很奇怪。郭子儀就說，您不知道吧，外面
謠言中傷我倆的交情。這次來，還聽說您要加
害於我，但我根本不信。說着解開外衣，您看
看，我裡邊什麼護具都沒穿。魚朝恩哭着對郭
子儀說，若不是郭令公您這樣寬厚的長者，這
種謠言能不讓人起疑嗎？！這兩件事加起來有
一說，叫作「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溪」。
能堵住眾人的嘴，不一定能穩住皇帝的心。

為了讓皇帝放寬心，郭子儀每次出征歸來，都
及時向朝廷交出兵權。好容易前方戰事和緩了
點兒，就有人告郭子儀謀反，皇帝放心不下，
就詔令他回朝述職。不管在哪裡，只要他一接
到詔書，就立馬回到皇帝跟前。皇上見他風塵
僕僕的樣子，哪裡還好意思懷疑他呢？《新唐
書》讚揚他：「及大難略平，遭讒甚，詭奪兵
柄，然朝聞命，夕引道，無纖介自嫌。」一個

功勳之重、威望之高、際遇之奇、福澤之厚遠
在他人之上者，能做到「主不疑」、「眾不
嫉」，談何容易？
「窮奢極欲而人不非之」，這句話就更值得

琢磨了。人們眼中的好官，哪個不是廉潔自
守、清正無慾，怎麼可能是窮奢極欲之輩呢？
郭子儀並非被物慾所吞噬的人，他所以要「窮
奢極欲」，就是要防備別人「非之」，防備皇
帝「疑之」。說穿了，他這是做給別人看的，
以表白自己沒有野心。一個蓄有「十院歌姬」
的人，怎麼會戀棧權力呢？在封建官場上，面
對嚴酷的生存法則，「窮奢極欲」也是一種選
擇，甚至是很明智的選擇。如此一來，皇帝也
就不會「疑之」，眾人也就不會「非之」了。
人一生要經歷數不清的選擇，人生的歷程就

是由無數個選擇連接起來的。有些選擇無關宏
旨，有些選擇卻事關生死。在我國古代，那些
躋身宦海，站在風口浪尖上的人，活得並不輕
鬆。沒功時拚命建功，官小時奮力進身，功多
了，官大了，又擔心大禍臨頭。與功成名就相
伴而來的是莫測的風險，選擇不慎，就有可能
跌入深谷，甚至身首異處。李白詩云：「吾觀
古來賢達人，功成不退皆殞身！」像范蠡那樣
的識時務者選擇的是離開。像郭子儀這樣選擇
不離不棄能夠終其一生無大禍，實屬不易。但
是，處處賠小心，事事裝孫子，不惜以「窮奢
極欲」來偽飾沉淪，以「自污」求自保，正常
嗎？靠偽飾換來所謂的善終，不能不說是歷史
的悲哀。其實，更不正常的是封建官場秩序，
是畸形的官場生態倒逼和催生了郭子儀這樣的
「怪胎」。請原諒本文在這裡用了「怪胎」一
詞，但這只是對歷史解讀的需要，並沒有對郭
子儀不恭的故意。

畫 中 有 話

有扣人心弦的
賽事，就有刺耳
的尖叫和球迷的
裸奔。
本次世界盃期

間，一名40歲的
男人一絲不掛地
奔上了大街。在
裸奔的時候，他
遇 到 了 一 名 教
師，面對教師希
望他穿上衣服的
提議（教師嘛，
總是比較正統一點），這名鎖匠揮起
了老拳，並因此被警方帶走和審訊。
按照某些人的理解，足球運動是冷

兵器時代結束以後最體面的一種戰
爭。這種不流血的運動，把力與美的
結合發揮到了極致。攻與防，防守與
反擊，無不體現出人類數千年以來關
於戰爭的深刻理解。這種「球場上的
戰爭」雖然極少流血，但是球場外的
喧囂卻始終屢禁不止。所以，儘管巴
西投入了10萬人的警力，配備了地對
空武器、反生化武器甚至防核武器專
家小組，但是他們防不住裸奔的球
迷。原因是，足球太令人着迷了。
按照馬斯洛的需要層次理論來講，

球迷裸奔或許不僅是一種發洩，更多
的是一種自我展示與實現。試想，在
數十億人面前，在眾人狂歡的時刻，
撕去外衣的包裹「瘋」他一次，該是
多麼令人難以忘懷的事情！
或許正是出於這種考慮，足球場上

的裸奔反而成了一種常態。無足球不
裸奔，但凡癲狂，必以在足球場上的
裸奔為最有風度……我這麼寫，估計
很多人會表示反對：「你還嫌球場上
的麻煩事兒不夠多啊！」
面對這種質疑，我突然想起了經典

影片《七年之癢》開頭的一個場景。
在素食餐廳中，有位女招待慷慨激昂
地進行了一番演說，那個花容月貌的
丫頭片子說：「衣服是人類的敵人，
沒有衣服就沒有戰爭和疾病，你能想
像戰場上兩群赤身裸體的人會相互廝
殺嗎……」女招待的觀點讓不少人拍
案叫絕，其中有男人，自然也包括大
批的女同胞。衣服是靈魂的面具，有
了這層面具，人類的私心和私慾才得
以掩藏。所以，《聖經》中說，亞當
和夏娃在伊甸園裡的時候，一開始是
赤身裸體的。按照宗教的解釋，彼時
彼刻的他們是幸福的，因為他們沒有
私慾和牽掛。

古希臘時代是雕塑的黃金時期，那
個時期的雕塑無不以展示人體的美為
宗旨。此後的美術作品中，衣服漸漸
多了起來，自然人類自身的花花腸子
也就多了起來。在古代西方的體育賽
事期間，各個國家都要停止戰事。有
時想起那座著名的雕塑《刮汗運動
員》，看到那健壯的男子，你會油然
而產生一種聯想：這個男子，分明就
是一個剛從戰場上歸來的戰士，他摘
掉頭盔、卸去鎧甲，赤身裸體參加比
賽。——是比賽讓他成了一個力度與
美的展示者，而不是冷酷無情的屠殺
者。
如此一番囉嗦，不知是否可以成為

大家理解「球場上的裸奔」的一個合
理理由？
關於足球的裸奔，也有另外一層意

思。
來自媒體的報道稱，澳大利亞一家

墨爾本郊區的足球俱樂部日前作出決
定，強迫在訓練期間表現不佳的選手
裸奔作為懲罰。這種體罰+心罰的做
法據說已經引發了抗議，澳大利亞的
東部足球聯盟稱，他們正在就此事件
進行調查。隨後，又有消息稱，這支
名為公羊隊的球隊自2000年以來就沒
有贏過一次高級聯賽。
上述報道，讓中國的球迷們驚訝了

一把。有球迷因此發表評論說，如果
把公羊隊的遊戲規則引入中國足球，
估計不出10年我們的國家隊就能衝出
亞洲。不過，也有球迷為此擔憂。他
們說，國內的臭腳太多了，如果讓他
們排着隊裸跑，實在有礙觀瞻，沒準
全體國民都會抗議的。
——在世界盃賽場上，中國足球一

次次地裸奔着。這確實有些讓人心
寒。儘管我們都是進化論的信奉者，
都認為這個世界會越來越好。但是，
對於中國足球而言，希望究竟在何
方？我們確實不知道啊不知道。

小的時候貪玩，每每都是放學後玩得
昏天黑地，這才想起來還有課餘作業。
儘管百般不情願，仍然無奈地趴在小桌
子上手忙腳亂地趕作業。
一見到我這樣子，坐在炕沿縫衣服的
祖母總會忍不住地感慨道，「白天遊遊
串串，晚上借油紡線。」平和的語調
裡，透露出輕微的責備和勸勉。祖母的
這句格言就這樣，從少年起時常出現在
我的耳畔。
祖父很早便去世了，去世時父親尚在
襁褓之中。而那時祖母已經是四個孩子
的母親了，父親是老么，上面還有我大
伯和兩個姑姑。
由於祖父去世得很突然，家裡又沒有

什麼積蓄，一下子拉扯四個孩子的重擔
便落在了祖母肩上。加上，同一個屋簷
下，又住着祖父那幾個兇悍的弟媳婦
兒。家裡少了主事的，祖母的日子便過
得異樣艱難。妯娌之間的白眼，受的着
實不少。
那個時候，鄉下人家除了侍弄田地

外，鮮有別的出路。除非出門學個手
藝，才能養家餬口。而祖母一個人一年
四季，不但要忙活着灑麥種、收秋。還
要想別的辦法來應付家裡的柴米油鹽和
孩子們上學，從來難有半天閒工夫。更
別說「白天遊遊串串」了。
等到後來上中學，讀到白居易的「復

有貧婦人，抱子在其旁。右手秉遺穗，

左臂懸敝筐」的句子時，便突然想到，
這不是祖母當年的情形嗎！一個無依無
靠的婦人，在那樣一個饑饉的年歲裡，
將四個蓬頭稚子撫養成人，並且有了各
自的家室。這樣的平凡與偉大，令自己
對於祖母，也便漸漸起了一層深深的敬
意。
如今，自己早已一天天長大，已不再
是當初的那個懵懂的混小子了。對於自
少年時代便常常響起在耳邊的祖母的那
句格言，也就多了一些理解和感動。因
為，這是一位飽經滄桑的老人，對所疼
愛的晚輩最真摯的勸勉，是她人生所琢
磨出的最樸素的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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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間祖母的格言
■王江鵬

外埠人到蘇州無錫觀光，問起當地有什麼美
味可品，「太湖三白」是必定會被推薦的。所
謂的「太湖三白」指的是出產於太湖的銀魚、
白蝦和白魚。銀魚白得銀光閃閃，白蝦和白魚
也都白得晶瑩剔透，「三白」都讓人看着養
眼，吃着可口，與太湖山水一樣討人喜歡。如
果說太湖山水是眼的「美景」，那麼「太湖三
白」是舌尖上的「美味」啦。
從前太湖裡「三白」資源極為豐厚，並且品

質一流，自從近年來太湖富營養化日趨嚴重，
「三白」資源便大打折扣，品質也有所下降。
政府部門採取了一系列優化水質和休漁措施，
「三白」總算得以延綿不
絕，還能時見於百姓的餐
桌。
「三白」中銀魚最為嬌

嫩，傳說是西施投太湖後其
瑩潔的肌膚所化。這傳說美
則美矣，但讓人在品嚐銀魚
鮮嫩美味時會引起異樣的聯
想，——「吳越春秋」造就
的絕世美女竟然幻化成了絕
世美味，可見「食色」相
通，皆人之大欲。銀魚作
羹、炒蛋、炸脆皮銀魚等都
是吳地名餚。其中最出名的
是銀魚蓴菜羹，墨綠的蓴菜
配上潔白的銀魚，都是太湖
特產，都透鮮柔和，最典型
的吳餚口味。晉人張季鷹見秋風而思蓴鱸，也
許思的是銀魚蓴菜羹，因為他的故鄉太湖之畔
最著名的就是這道名羹哩。
白蝦同樣的鮮嫩，是穿了「軟鎧甲」的銀

魚，如果逢上初夏時節，白蝦雪白的身體裡有
了胭脂紅的蝦子和蝦肝，美貌更美味。吳人除
了剝食本色的鹽水、生抽或油爆白蝦，最多的
是出蝦仁吃。這白蝦「出肉率」特高，十出其
六七，蝦仁細嫩鮮美，來一盆清炒蝦仁或雙色
蝦仁，那一桌菜餚便身價陡升。太湖畔的主婦
還喜歡將白蝦煮曬成蝦乾，就成了一年四季男
人的啜酒菜呢。一次我在無錫品嚐太湖船菜，
會做生意的老闆娘臨別給每位客人附送一隻迷
你篾籃裝的白蝦乾，讓你回家後依然可以品嚐
美味的湖鮮，你這不將「太湖三白」帶回家了

嗎？
比之銀魚和白蝦，太湖白魚堪稱是湖中的巨

無霸啦，我見過最大的野生白魚達三十斤左
右，翹着嘴巴瞪着眼睛煞是霸氣。這魚體態頎
長，狀寒光閃閃的一把大刀，於是湖畔就有了
附會白魚的民間傳說。說的是清初太湖漁民起
義領袖赤腳張三神勇無比，一次在太湖被清兵
團團包圍，在船上赤手空拳無法脫身，清兵一
聲令下，施放亂箭，赤腳張三突然從湖面上取
過一把雪白的長刀飛舞起來，亂箭遂不得近
身、紛紛掉落，一個間隙，張三跳水扎猛子逃
遁，清兵近船視之，船上唯餘一條喘息的大白

魚在。原來，張三適才擋箭之
刀乃白魚也。我比較長江刀魚
和太湖白魚，長江刀魚充其量
只能是「水果刀」或「匕首」
一類，太湖的大白魚才算得上
威武雄壯的「大砍刀」也。白
魚肉質類江之鰣魚、海之鯗
魚，細膩肥嫩鮮美，以清蒸而
得其本色。上世紀七十年代後
期我在師範讀書，有位副校長
是位美食家，每天都吃清蒸白
魚，偏偏把鹽漬的魚段放在窗
口晾着，看得我等窮學生羨慕
眼饞不已。那時我遐想，將來
有了錢，也一定天天吃白魚。
但過後很長一段日子，錢也許
是有了，白魚則罕有；終於最

近幾年，得以人工培育白魚了，並且口味與野
生白魚相彷彿，真是功德無量啊。由於經常能
吃上白魚，也覺得平常不稀奇了，還遐想着如
今白魚能家養了，還不知有沒有老一輩說起過
的「白魚陣」生成？
老一輩津津樂道的「白魚陣」可是太湖和江

南其他河湖之一大壯觀極了的自然生態現象
呢，——每年初夏，白魚集中交配產卵，大規
模洄游，不知其幾千幾萬尾白魚順着一個方向
推波助瀾在水中游弋，奔騰着、翻滾着、呼嘯
着、魚鱗閃耀着，浩浩蕩蕩，勢不可當，若一
條銀白色的激流，連捕魚高手也瞠目結舌不敢
靠近，甚而還要焚香禱告，視為神靈。
——吁，大自然傑作「白魚陣」何時能重現
啊？

生 活 點 滴

太湖三白
■吳翼民

薄 扶 林 故 道 之十三
■木 木

寒空萬里無痕，一彎冷月含情，淡了天涯

旅塵。三更燈盡，閒看昨夜星辰。

歸意起蘭亭，欲把滄桑作笑吟。偶夢兒時淘

氣處，熒熒。月灑村頭小樹林。

歸夢了無痕，卻見青春伴遠行。自古輪迴家

國事，縈縈。老邁還鄉少啟程。

南鄉子南鄉子．．思歸思歸

■圖：張小板

天淨沙天淨沙．．北國冬夜北國冬夜

古風古風．．鴻雁鴻雁
鴻雁凌虛，俯仰天地，風塵茫茫，但求知己。

鴻雁欲飛，罡風勁吹，前路有險，後路無歸。

鴻雁回首，燕雀啾啾，相諧成趣，其樂悠悠。

鴻雁翼展，不忍留憾，春蠶絲盡，蠟炬淚乾。

滄桑欲說還休，離情別緒悠悠。遙想海天

徑頭，月圓時候，幽泓玉露清秋。

天淨沙天淨沙．．南海清秋南海清秋

南國中秋，長洲怒岸，如煙海霧心頭漫。

憑欄小酌話清輝，伊人已去誰添盞？

風起山阿，波興水面，濤聲陣陣依稀怨。

孤帆闌夜佇飛鴻，千般念想一聲嘆！

踏莎行踏莎行．．夢迴長洲夢迴長洲

反
法
西
斯

■網上圖片

■■太湖的銀魚太湖的銀魚。。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