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文6
滨
州
网
手
机
客
户
端

2022年11月30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王光磊 程海莉
电话：3186761

第七十四回“抄检大观园”
是《红楼梦》里相当热闹的一
出。黑更半夜，自抄自家，文武
带打，沸反盈天。

其实说来这场风波是由邢
夫人搅起，目的原不过是想给桀
骜跋扈的儿媳妇王熙凤一点颜
色看，捎带也警告一下王熙凤背
后的王夫人、贾政等一伙当权
派：瞧你们当的好家！替老公贾
赦，也包括自己，出口在野党的
恶气罢了。

谁也没想到的是，烧来烧
去，烧出两个最无厘头的结果：

一个结果超可乐。当晚最
大的战果，就是查出了司棋私通
潘又安。戏剧性的是，司棋却是
邢夫人陪房王善保家的外孙女。
而且，作为邢夫人派来监督王熙凤
的搜查队长，王善保家的刚刚才在
探春那里挨了一记响亮的耳光。
这等于两巴掌都扇在了邢夫人脸
上，这把火烧到了纵火者自己身

上！所以凤姐“不怒而反乐”，
只瞅着王善保家的“嘻嘻的
笑”；“众人俱笑个不住”。

还有一个正好相反
的、很有些可悲可叹的结
果，那就是竟然在惜春的
贴身丫鬟入画那里，“箱中
寻出一大包金银锞子来，
约共三四十个；又有一副

玉带板子并一包男人的靴袜等物。入
画也黄了脸”。

小题大做逐入画
贾家四位小姐，元春、迎春、探春、

惜春（“原应叹息”），她们的四个丫鬟，

分别叫作抱琴、司棋、侍书、入画，正好
凑成“琴棋书画”。惜春善画，所以她
的丫鬟叫“入画”。这妮子命也苦。她
父母在南方，她和哥哥跟着叔叔过日
子。可叔叔婶子只知吃酒赌钱，她哥
哥只好把跟贾珍做小厮所得的赏赐，
托人交给她保管。

当然入画当场申明了这些“赃物”
的由来——是她哥哥寄存在这里的，
这自然也不合规矩，但不是什么了不
得的事。

本来凤姐不想把这事闹大，还替
入画说好话，“素日我看她还好。谁没
一个错，只这一次”“下次万万不可”，就
想轻轻放过去。不料惜春却来了劲——

“嫂子别饶她这次方可。这里人多，若不
拿一个人作法，那些大的听见了，又不知
怎样呢。嫂子若饶她，我也不依。”

说来惜春是宁国府的小姐（贾珍
的妹妹），入画也是宁国府的人。第二
天，惜春把她嫂子尤氏请来，鼻子不是
鼻子脸不是脸一通闹，一定要尤氏把入
画带走。入画跪地、哭求；尤氏等人也都
劝解，说“她从小儿服侍你一场，到底留
着她为是”。惜春却“咬定牙，断乎不肯”
松口，话里夹枪带棒。尤氏实在气不
过，抢白了惜春几句，矛盾双方倏然由
主仆转变成嫂子和小姑子——

尤氏讽刺惜春“这会子又作大和
尚了，又讲起了悟来”。

惜春却又把话拐回原点：“我不了
悟，我也舍不得入画了。”

气得尤氏骂她：“可知你是个心冷
口冷、心狠意狠的。”

……

“口冷心狠”为哪般
我们知道，金陵十二钗中，有佛缘

的不在少数，真出了家的只有两位，一
个是妙玉，一个是惜春。虽说都是出
身“读书仕宦之家”，归宿也都是出家，
但惜春和妙玉终究还不太一样。

妙玉是身在空门，心驰红尘，对宝
玉是有着热烈的爱情幻想的。但惜春
却是人在红尘，心向空门，当真是勘破
了幻象，如尤氏所骂，“心冷口冷心狠
意狠”。她对待贴身丫鬟入画的态度
之冷、处置之狠，便是实证！

一个人的性格，与其成长经历、生
活体验密不可分。惜春“自幼无母”；
她那考中进士、“袭了官”却又“一味好
道”的老爸贾敬，整天在城外和道士胡
羼；她的比她大将近三十岁的“正紧亲
哥哥”贾珍，又“每日家偷狗戏鸡”，只
顾着和儿媳妇“爬灰”、跟小姨子暧昧
……可怜这位贵族小姐，从小既缺母
爱又少父兄之疼惜。所幸有贾母把她
接到身边，可老太太绝大部分的注意
力，都给了两个“可恶的玉儿”和一个

“猴儿”似的凤丫头。
这么个成长氛围、这么个原生家

庭，叫她如何“暖”得起来、“恋”得起来？
但曹雪芹写她的“冷”和她的“狠”，偏在
此时、在此处突然发作，却不是信马由
缰、一时兴起。此时突然“了悟”，以致
于断然“舍得”入画，是基于惜春对当
下家族形势的绝望判断。

勘破三春景不长
原来就在头一天，也就是“抄检大

观园”当天，与贾家既是“老亲”、“又系
世交”、“两家来往极其亲热的”钦差金
陵省体仁院总裁甄家“坏了事”的消息
传进贾家——

七十五回，尤氏从惜春处赌气回
来，与身边的老嬷嬷说起，昨日听见贾

珍说，“看邸报甄家犯了罪，现今抄没
家私，调取进京治罪”。

其实我们如果再读得细些，就在
上一回，“抄检”当晚，探春已经说及此
事：“你们今日早起不曾议论甄家，自
己家里好好的抄家，果然今日真抄
了。咱们也渐渐的来了……”

可见，当日刚刚获知，甄家被人家
“真抄”“大抄”，到了晚上，贾家就实兵
演习，自家“假抄”“小抄”起来。

甄家的下场震惊了探春，也极大地
刺激了惜春。探春只是做口头上的警
告、哀叹，惜春却已开始行动，提前做“树
倒猢狲散”的具体安排了——

这就上演我们看到的那激烈一
幕，像尤氏所说，“这会子”惜春急赤白
脸、疾言厉色，撵走入画、逮谁咬谁，突
然“了悟”，要做“大和尚”——她的反
常表现，让我们不仅替可怜的入画大
感冤屈，也和尤氏及在场一众人等一
样大感困惑，甚至大感气愤。

但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惜春心里
却同明镜一般：“勘破三春景不长，缁
衣顿改昔年妆。可怜绣户侯门女，独
卧青灯古佛旁”。

就是因为小小的惜春早早地“勘
破”了好景不长、风波迟早要来，晚散
伙不如早散伙、让人家打散不如自己
遣散，所以就借此时、就在此处，牙关
一咬心一横，借题发挥、小题大做，拿
入画“作法”——不仅赶走丫鬟，连她
嫂子尤氏，带宁国府一大家子，一齐捎
上，聚而歼之，集中骂个遍、得罪
个彻底，趁早而干脆地撇清于宁
国府、决裂于老贾家、自绝于
污尘浊世，一点儿念想、后路
都别留，落个“清清白白”“大
家清净”……

前几日，穿越护城河，来到
惠民县城西北角，懒懒的阳光
透过稀疏的叶子洒落下来，一
处明清建筑群落在衬映下愈显
古香古色。这里便是渤海革命
老区机关旧址。

渤海区成立于 1944 年 1
月，由原冀鲁边区和清河区合
并而来，版图最大时北抵天津
南部，南至淄博北部，西到冀鲁
边境，东达潍坊西部，有5万余
平方公里，人口1100多万，党
政军机关就设在今惠民县境
内。1950年5月，为适应新中
国成立后大规模经济和社会建
设需要，渤海区撤销，所辖县市
分别划归新建的山东省惠民、
德州、淄博、昌潍、济南、泰安等
专区和河北省沧县专区。从
此，渤海区成为消逝在历史深
处的一个特定区域和特定名
词。

“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
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
一个老棉袄放在担架上。”来到
滨州工作之前，我就时常听起
老渤海军民的感人事迹，一直
向往着到这里走一走、看一
看。在一个周末，我驱车专程
来到这处机关旧址，透过历史
的印记，走进血火交织、硝烟弥
漫的峥嵘岁月。

临门而立，“渤海革命老区
机关旧址”匾额映入眼帘。进
入正门后，走过通道区，便是
渤海革命史第一院落、第二
院落、渤海革命老区机关旧
址院落、主题广场和英烈碑
廊等 5个展区。那一张张泛
黄的照片、一件件真实的文
物，讲述了渤海区军民一心
支前抗战、夺取胜利的光辉
历程，让人感受先辈们的大无
畏革命精神。

让我触动最深、最为震撼
的便是英烈碑廊。这条廊道的
一侧，是由黑色大理石拼接而
成的长碑，碑上刻着1982个名
字，那是抗战和解放战争中英
勇牺牲的惠民籍烈士。其中最
小的一位是全国罕见的“婴儿
烈士”，牺牲时才出生三天，是
一位刘姓大娘的孙子。大娘为
了保护八路军战士托付给的孩
子，在日军逼迫下忍痛交出了
自己的亲孙子。

这般军为民、民爱军的场
景就在渤海区土地上上演着。
作为解放战争时期山东唯一没
有被国民党军队占领的地区，
渤海区近 20 万子弟踊跃参
军，80 多万民众推着独轮小
车支援前线，成为华东战场
的“兵源地”“大粮仓”，55308
名革命烈士血洒疆场。董存
瑞式爆破队长、刘胡兰式女
英雄吴洪英……英烈们诠释
了何为“不屈不挠、艰苦奋斗、
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老渤海
精神。

一座丰碑斗争史，千秋伟
绩渤海魂。硝烟早已远去，历
史不会忘记老区军民付出的热
血和汗水。老渤海精神将永远
激励渤海子弟在新时代新征程
上拼搏奋进、建功立业。

探寻
老渤海印记

范志宏

无棣海丰吴家不仅是仕宦世家，
更是值得推崇的文化世家。吴绍诗
与他的儿子吴坛，都是法律专家。吴
式芬是著名的金石学家。吴重憙是
地方文献的整理者，中国红十字会的
创始人之一。

至今，无棣城里还保留有相对完
整的吴氏故居。吴氏故居在无棣县
城南门里，旧称“尚书第”。吴家大院
最早的主人是明朝英宗正统年间的
户部尚书王佐。到清朝康熙初年，该院
被吴家购得并不断扩建，因为吴式芬的
名气大，后代人丁兴旺，所以定名为“吴
式芬故居”，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吴家大院分南院、北院，两院相
连，均坐西朝东。北院门楣上悬“尚
书第”横匾一方，乃清朝大学士于敏
中所书。楹联是“四省承宣三掌节
钺，九封光禄两列史晟”，框对是“忠
贞世胄”“恭定家风”。

吴家墓地分布在无棣县城周边，
最著名的有三处。城东十八里的韩
家村有十世吴永孕、十一世吴自肃、
十二世吴象默、十三世吴绍诗的墓
葬；城南五里处有湖北道台吴之勷
墓、内阁学士吴式芬墓、江苏巡抚吴
坛墓、监察御史吴峋墓；城北一里处
有翰林院编修吴熙曾墓等。在新中
国成立后的平坟运动中，吴氏家族墓
地全被平毁，原墓地的具体分布结构
已不清楚。近几年，位于韩家村附近
的吴氏墓地出土石马、石羊、碑帽各
一件，吴式芬墓地发现石虎一件，还
可略见当年吴氏墓地的模样。

精美石刻因村民取土
被发现

2012年4月6日，无棣县文物管
理局接到群众举报，棣丰街道韩家村
韩姓村民取土时发现一大型石马，并
用车拉走藏匿，情况十分危急，如果
把石马拉到外县售给文物贩子，后果
不堪设想。

时任无棣县文物管理局局长刘
震接到举报后，立即向无棣县文广新
局汇报，并联系公安部门及时赶到韩
家村。首先向当地村民了解当时的
情况，然后向当事村民讲解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及《山东省
文物保护条例》有关规定，并着重指
出：出土文物属于国家所有，发现文

物隐匿不报或拒不上交者，是违法行
为，情节严重的要受到法律制裁。当
事村民当即表示愿意主动上交给县
文物管理局。随即，县文物管理局工
作人员联同公安干警将石马安全运
抵县文物库房，登记入库，保证了该
文物安全。

据当地群众反映，在数十年前石
刻还保存得较为完整，种类也多，除
石马、石羊外还有石狗、石狮、石龟、
石人等，但在“文革”期间这些石刻均
遭到毁灭，现在保存下来的仅是极少
部分。随后，县文物管理局工作人员
对出土石马的周围地方进行了详细
勘探，又发现了石人与石羊。石人与
石羊均刻画精细，但都已残缺。

据载，帝王将相陵墓前安设的石
人、石兽统称石像生，又称“翁仲”，是
皇权仪卫的缩影。这种做法始于秦
汉时期，此后历代沿用不衰，只是数
量和取象不尽相同。清代规定，二、
三品官员准立石马、石虎、石羊各一
对，一是显示墓主人身份等级地位，
二是有驱邪、镇墓的含义。

精美石立马为黄河三
角洲地区仅见

石立马通长250厘米、通高182

厘米、宽60厘米，重约4吨，为整块
青石雕刻而成。刀工精良，刻工流畅
细腻，四足直立，双目炯炯有神，即使
马身上的鬃毛和眼睫毛都刻划得细
腻到位，惟妙惟肖。马身上则采用浮
雕与线雕相结合的方式，雕刻有马
鞍、马鞯、马镫、马辔等纹饰，每个配
件环节都雕刻得细致入微，一丝不
苟。特别是马鞯上的纹饰，刻划得十
分复杂。其中一侧刻有单龙戏珠，下
方则为海水江崖纹，周边云纹缭绕，
一派祥瑞气象；另一侧也是刻有一条
云龙，与坐狮正在嬉戏，下方亦为海
水江崖纹，周边亦是祥云缭绕。如此
完整、雕工如此精细的石像，在黄河
三角洲地区尚属首次发现。

石羊，通长115厘米、通高75厘
米、通宽32厘米，重约726千克。从大
尾巴、大肥臀等整体造型看，雕刻的应
是一头绵羊。从头部弯曲长约0.20米
的羊角看，应是一头公绵羊。该石羊通
体呈青黑色，由青石雕成，雕工精细，造
型优美，线条流畅，结构圆润，体表光
滑，形体肥硕，眼睛微眯，仪态安详。

吴式芬墓地发现的石虎
2006年，无棣县南徐村村民刘

建花在吴家坟耕作时意外发现吴式

芬墓地石虎一件。
吴式芬(1796—1856），我国近代

著名的金石学家，海丰（今无棣）县
人。清道光十五年（1835 年）中进
士，历任翰林院编修，江西南安府知
府，广西、河南按察使，直隶、贵州、陕
西布政使，提督浙江学政、内阁学士
兼礼部侍郎等职，后赠光禄大夫。吴
式芬一生笃好金石文考古，从政之
暇，即搜集金石器物，撰写了《捃古
录》《捃古录全文》《金石汇目分编》等
金石学专著。吴式芬博才多艺，一生
著述甚多，现原稿多数藏于国家图书
馆和山东省图书馆。

该石虎通长70厘米、通高137
厘米、通宽49厘米，重约1300千克，
青石质，造型别致，雕刻精美，形象生
动，完整无损。

另外还发现碑帽一件，可惜由于
人为破坏，原碑身一直未能发现。碑
帽呈长方形立体造型，通长90厘米、
通宽90厘米、厚34厘米，用黄色大
理石料刻成，通体呈现米黄色，石料
质地细腻，雕工精湛，盘龙深浮雕造
型，神态栩栩如生，呈呼之欲出之
感。石雕保护较完好，艺术价值很
高。（作者单位：滨州市博物馆）

惜春的“了悟”
钱杰

吴式芬家族墓地的出土石刻
张卡

青石立马

石虎头部

石羊

碑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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