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谷雨是春天最后一个节气，牡丹是国中第
一花，当每年谷雨和牡丹相遇时，在牡丹盛开
的地方就是一场色彩缤纷的视觉“盛宴”。一
千多年来，谷雨每年按时而至，但是牡丹随着
朝代“迁徙”，走出来这样一条曲线。
牡丹的身份在两千年前的秦汉时期是药

材，世界最早的一部药典《神农本草经》收编了
牡丹，其根和皮可以入药。南北朝时期人们注
意到了它的花，开始栽植供人欣赏，到隋朝的
时候已经成为奇花。隋朝的都城是长安，都城
历来达官贵人多，闲情逸趣也多，可惜牡丹虽
花大如斗，那个时代让隋炀帝闹得民不聊生，
没能“花开花落二十日, 一城之人皆若狂”（白
居易诗）。
唐朝仍在长安建都，国泰民安逢盛世，牡

丹成了皇宫的珍品，诗在当时是最佳传播的媒
介，李白被请进宫中，一句“云想衣裳花想容”
惊艳天下，刘禹锡诗：“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
时节动京城。”这里成为第一个牡丹帝都，在这
里奠定了她国花的地位。
到了宋代，牡丹的栽培中心迁移到了洛

阳，从此“洛阳牡丹甲天下”。为什么牡丹在长
安呆得好好的一下子跑到洛阳，史上没有确切
的记载，但是在清代的《镜花缘》小说里讲的倒
是有声有色。就是女皇武则天命令冬天百花
开，唯独牡丹没开，于是就像京官被贬到地方
那样，把牡丹贬到洛阳，洛阳取代了名扬天下
的牡丹之都长安，小说稗家言替代了史实。

明朝，牡丹再次迁移南直隶亳州（今属安徽），约在嘉靖、万历年间移
至山东曹州（今菏泽），牡丹之都三足鼎立了。此外牡丹还有外延路线，公
元8世纪左右传至日本，1787年传入英国。世界牡丹，我们中国是原产。

牡丹花有1300种，花分为3类12型。重瓣花有千层组和楼子组，也
就是说花瓣重重叠叠呈楼台状，如托桂型、金环型、皇冠型和绣球型，一言
蔽之，富丽堂皇，花色艳丽，无花能与之匹敌。张大千《题画泼墨紫牡丹》
诗云：“金城四月春如海，泼墨争看第一花。”

谷雨节气正是赏牡丹季节，但还是耕种的季节，中国历来是农耕社
会，认为吃饭的事比天大，所以总是有忧国忧民的人在提醒大家不要因花
而废农事，身居高位的白居易呼吁大家轻牡丹重农业：“我愿暂求造化力，
减却牡丹妖艳色，少回卿士爱花心，同似吾君忧稼穑。”

牡丹在当时成为一个产业，种花卖花人家世代相传，收入比农民种粮
食要高得多。诗人司马札的《卖花》诗忧心忡忡指出这一现象。看到这些
的何止一人，贞元十四年（公元799年）谷雨时节大旱，诗人吕温看到大户
人家开井汲水忙着移栽芍药花，而没人想到农田大旱，不禁说道：“绿原青
垄渐成尘，汲井开园日日新。四月带花移芍药，不知忧国是何人？”

牡丹诗不仅与谷雨紧紧相连，与个人经历和国家的兴衰也密切关
联。牡丹的艳丽不仅彰显春播重要，还衬托出亡国之恸。如爱国诗人陆
游有《梦至洛中观牡丹繁丽溢目觉而有赋》，就是梦到了被金人占据的洛
阳，借梦中赏牡丹抒发心中之悲懑：“老去已忘天下事，梦中犹看洛阳花。”
洛阳城已非属宋朝，那繁丽满眼的花朵已如明日黄花不堪回首了。

谷雨的农事纠结似乎被现在的旅游发展破解。洛阳、亳州、菏泽等地
区以牡丹吸引了国内外的目光。正所谓：谷雨牡丹联袂来，千红万紫依云
栽。若非群玉山头见，一曲霓裳动地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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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不作皱眉事
张培锋

天津红学丛谈（八）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赵建忠《红学流派批评史论》序

张庆善

自南天门东去碧霞祠，这段路全长一
里多，称天街。两次登泰山，均在此遇雨。

其实南天门向北约百米的那段路，也
称天街，不过为了加以区分，这一段被人
们称之为了北天街。

岱顶天街，亦市亦街，这在别的名山
是不曾见的。而始于何时，
已不可考，最早的文字记
载，见于距今约 1030年左
右的北宋哲宗元祐年间。
兖州府官吏邵伯温有《泰山
闻见录》，文中说：“因登绝
顶，行四十里，宿野人之
庐。”后随香客增减和世道
轮回，或兴或衰。清初康熙
帝登泰山极顶后，为历代最
繁华。民国初年，屋舍荒
芜，只有三四家。

1982年天街实施拓宽
改造，低矮的草房被拆除，
客店商铺控制在不足 20
家。徜徉在这些店铺，稍微
留心，便可发现，天街各店
的招幌不同于寻常店铺，实
为一奇。均以笸箩、金牛、
鞭子、金钱、笊篱等独特之
物为标记，是实物招幌，指
代明确，十分有趣。

第二次登泰山，一家皆
往。为不虚此行，倒也买了
几样小物品。儿子属羊，特
意于此选了一枚生肖羊牌，
刻上了他的姓名和出生年月日。到底是
在天街，物品的价格，自是高于山下，有个
别之物，堪称天价。天价之物，于我凡人，
匆匆过眼，自然一笑。

天街宜缓行，着眼远近，移步皆景。
在这里遇雨，均是丝丝小雨，所以起

初并未感觉到。一阵风来，带过了成团的
雾。在山下，这就是一团云。这团云飘飘
悠悠，掩映得泰山群峰若隐若现。云淡
时，看远景，半山皆是云，云海
四茫茫，我们果然在天上。李
健吾雨中登泰山，就有这种感
觉，“是云吗？头上明明另有
云在。”

九岁的儿子突然问：“爸
爸，带纸了吗？”

我下意识地去掏口袋。
儿子摇了摇头。“我要能

折飞机的纸。”说完，儿子指了指飘过身边
的云。
“我要让我的飞机，飞到白云里去。”
小雨轻轻拂过面颊，有一丝清凉，有

一丝抚慰。
关于泰山的雨和云，古曰：“万古此山

先得日，诸峰无雨亦生云。”而
李白的感觉超乎常人，“泰山
嵯峨夏云在，疑是白波涨东
海。”李白应是惊叹于泰山的
云海玉盘了。

云海玉盘多出现在夏秋
两季。这一奇观出现之时，泰
山的群山或全被云雾吞没，或
只留得几座山头露出于云
端。此时漫步在岱顶，犹如步
入了云间仙界。

早在战国时，公羊高便啧
啧称赞泰山的云瞬息致雨之
神奇。李健吾也是称赞不已，
只觉“是烟是雾，我们辨认不
清，只见灰蒙蒙一片，把老大
一座高山，上上下下，裹了一
个严实。”这时，李健吾当然还
未登临岱顶，人尚在半山间，
可以想见，他在痴痴地仰望着
泰山之巅。

伟哉泰山，当然值得世人
的仰望。

早年读过韩愈《早春呈水
部张十八员外》一诗，漫步在
小雨之中的泰山天街，不觉又

轻轻吟哦：“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
却无。”继而哑然失笑，其实诗中的天街，
实乃帝都的街市。明、清两朝，天安门前
的金水桥以南东西走向，连接长安左门与
长安右门之间，长约370米，南北宽约80
米，由石板铺砌而成的那段道路，就是“天
街”，旧时官员们在那里跪听圣旨颁诏。
而我内心自是固执了一番，这两句诗，完
全也是泰山天街的实景描述。

继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推出赵建
忠成名作《红楼梦续书研究》之后，他又
出版了《红学讲演录》《聚红厅谭红》等专
著，并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了数
十篇《红楼梦》研究文章。他还主编了
《天津〈红楼梦〉与古典文学论丛》，这套
丛书是对天津地区《红楼梦》研究成果的
一次集中检阅。老、中、青三代学人的十
部著作，基本代表了天津该领域学人红
学研究的总体水平，反映出天津《红楼
梦》研究的发展历程及努力方向。在主持天津市红楼梦
研究会工作和天津师范大学繁忙的教学之余，他能取得
如此多的学术成果，很不容易。建忠是中国艺术研究院
研究生院建院30周年纪念会上表彰的优秀毕业生，如
今又成长为中国红学界的知名学者，作为建忠在学术上
不断成长的见证人，我感到由衷高兴。如今他与中华书
局签约出版《红学流派批评史论》又邀我写序。但我向
来认为一部学术著作如果需要“序”，最好是由自己来
写，因为没有任何人比自己更了解自己书的研究历程。
不过他希望我来写序却很难拒绝，理由是：一、建忠是我
们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第一批《红楼梦》与明清
小说专业的研究生，他师从著名红学家吕启祥，毕业后虽
到天津师范大学工作多年，但与中国艺术研究院和红楼
梦研究所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感情上我们也一直
把他看成是中国艺术研究院和红楼梦研究所中的一员；
二、建忠在学术上的不断进步我非常了解，他的许多文章
都是经我手发表在《红楼梦学刊》上；三、中国红楼梦学会
和《红楼梦学刊》多次举办中青年学者红楼梦学术研讨
会，建忠是主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之一，为团结全国的中
青年红楼梦学者做了大量工作，尤其是自2017年中国红
楼梦学会理事会换届后，建忠作为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
长，对我的工作帮助很大。当然，我愿意接受写序，最主

要原因还是由于《红学流派批评史论》本身是部含金量颇
高的红学专著。本人也曾长期担任过国家艺术科学规划
项目评委，深知获得国家级各类项目的不易，以《红楼梦》
为课题获批的国家项目更是凤毛麟角，而在2019年初验
收的430个年度项目时，《红学流派批评史论》成为34项
优秀结项成果之一，这是非常难得的，表明建忠的研究成
果被同行评审和鉴定专家所认可。

从《红楼梦续书研究》到《红学流派批评史论》，建忠
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大步，看出其研究视野
比从前更为开阔，学术见解更为成熟。他对红学流派史
的研究，表现出一种可贵的勇于探索的精神。

谈到红学流派史，以往研究者都是从脂砚斋评批《红
楼梦》算起，但红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形成并取得重
大发展，则是20世纪以来的事。毫无疑问，20世纪铸造
了红学的辉煌，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显赫成就，并形成
了索隐派、考证派、文学批评派等三大红学流派，以至红
学被称之为当代显学。但不可否认的是，20世纪红学又
充满了太多的矛盾和分歧，这其中既有学术之争，也有
非学术因素的干扰，有经验也有教训。科学地总结20世
纪红学史，是开辟新世纪红学之路必须要走的一步，没
有这一步，新世纪红学的发展就无从谈起。本书中，建
忠认为20世纪的百年红学，主要是索隐、考证、批评这

三派之间的冲突对垒与磨合重构，这个提
法颇有新意。他是从“史”的角度，考察了
索隐、考证、批评三派产生的原因及其嬗
变，认为红学流派的产生都有各自的文化
渊源，但又与特定时期的时代思潮相呼应，
故单纯的线性描述或简单的肯定与否定都
不能解释复杂的红学现象。任何事物的产
生与发展都是一个过程，红学也不例外。三
大红学流派作为一种历史的存在也都有其
存在的理由和合理性，即使被新红学考证派

摧垮的索隐派，也不能全盘否定。因此他认为新的红学范
式应该尽量站在当代学术的制高点上，要有国际视野，同时
吸收传统红学流派的长处与优点，使多视点的研究具有其
互推互补性。并认为红学中文献、文本、文化三者之间的融
通与创新，是近年来红学流派发展态势的必然逻辑归宿，也
是当代中青年红学研究者对老一辈红学家研究路径深刻反
思后的思维亮点。这些见解平实而可贵的，是对百年红学
史深入研究之后得出的结论，也是对新世纪红学发展的美
好展望。

期盼新世纪红学能有新发展，这是所有红学研究者的
共同心愿。我想除了认真总结百年红学史，寻找一种科学
的研究方法之外，红学队伍的建设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
要因素。而中青年学者责无旁贷应承担起新世纪红学发展
的重任。1998年举办的“首届全国中青年红楼梦学术研讨
会”、2001年举办的“新世纪海峡两岸中青年学者红楼梦学
术研讨会”，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建忠发挥了不可替代
的作用，功不可没。由于积极协助
中国红楼梦学会筹办各类红学会议
和他本人红学研究两方面的贡献，
建忠在红学界尤其是中青年《红楼
梦》学者中有广泛的人脉和较好的
影响。

北宋理学大家邵雍邵康节有一首诗《诏
三下答乡人不起之意》：“生平不作皱眉事，
天下应无切齿人。断送落花安用雨，装添旧
物岂须春。幸逢尧舜为真主，且放巢由作外
臣。六十病夫宜揣分，监司无用苦开陈。”

从诗题来看，朝廷曾多次下诏，要任用
邵雍为官，但邵雍都拒绝了。为此，他写了
这首诗，向“乡人”解释为何自己不应诏做
官。诗最后说，自己已经快60岁了，又身
体多病，应该有自知之明，监司就不必再苦
苦劝我做官了。

但这首诗的影响后来完全超越了邵雍
当时作诗的“实用目的”，而具有了一种超
越时空的永恒性，这主要体现在它的第一
句，这句大意是：“一生不做损人的事，世上
就不会有痛恨自己的人。”诗一开端，便劈
空而来，先发这样一句议论，这种写法本身
就很独特。就是这一句，在元明清时期成
为一些戏曲小说“有诗为证”的经典语句，
比如冯梦龙《警世通言》卷八“崔待诏生死
冤家”，《金瓶梅》第二十五回、第八十七回
等，元代戏曲《张协状元》、清代戏曲《精忠
旗》第二十二折等。或者是由故事中人物
自言，或者是作者的旁白断语，总之对这句
话相当信服、推崇。后来，这句话还被收入
陈继儒的《小窗幽记·集醒》以及《增广贤
文》等“清语小品”中，从而流传更广，称它
是古人留给后人的一句谚语也毫不为过。

对这句话表示质疑的人也有，南宋时
就出现了，这就是阳枋在《字溪集》卷九
《辨惑》中所说的一段话：“此近仙、释言
语，圣人治天下，须有庆赏刑威，若无一点
皱眉的事，有甚分晓？此语是康节说自
己，不以训俗。”意思是，邵雍的思想难免
近于佛道“异端”了。这世间之事要赏罚
分明，尤其是为官者，肯定要做些得罪人
的事，如果大家都“不作皱眉事”，还有是
非可言吗？因此他认为邵雍这句话用于
他自己表白固然可以，但用来“训俗”也就
是当做一种共同的道理来宣传就不好
了。这个阳枋何许人呢？他是南宋晚期
一位理学家，是朱熹弟子的弟子，论起辈
分来，算是邵雍玄孙的玄孙了。但他敢于

质疑邵雍的话，也算是有见解。但细细品
味邵雍的诗句，再联系其他一些事例来考
察，便知阳枋的质疑是毫无道理的，或者
说他完全没有理解邵雍的意思而强词夺
理。看看阳枋其他一些文章，刻板拘执，
将宋代早期理学家那种“活泼泼”的思想
变成一些不可更改的教条，他对邵雍的质
疑也正好说明这一点。

要辨析这个道理，不妨说说与邵雍同
时的一位杰出政治家范仲淹。范仲淹有
个“一笔勾”的著名故事，说的即是朝廷对
监司进行考核之事。据《宋史·范仲淹传》
《五朝名臣言行录》等载，范仲淹每年对各
路（相当于如今的“省”）监司亲自考核，有
不称职的，“每见一人姓名，一笔勾之”。
富弼便对范仲淹说：“十二丈则是一笔，焉
知一家哭矣？”意思是说，你只轻轻一笔就
将其免职，监司一家会痛哭流涕的。范仲
淹回答说：“一家哭，何如一路哭？”意思是：
一方百姓为无能官吏所苦，免掉他们的职
务，虽然造成“一家哭”，却比“一路哭”要好
得多！拿邵雍的诗来衡量，范仲淹“一笔
勾”，自然会得罪那些被免职的官员，让那
些官员们“皱眉”，但是他却赢得百姓的尊
重和爱戴，而这才是“不作皱眉事”的真实
内涵！“不皱眉”也就是做事出于公心、问心
无愧的意思，何来阳枋的那种质疑呢？

或许邵雍笔下的“不作皱眉事”有些不
好理解，后世流传过程中，前一句渐渐改为
“平生不作亏心事”，比如《警世通言》卷三
十四“王娇鸾百年长恨”里就是这样写的。
这表明“不作皱眉事”是让别人皱眉而非自
己皱眉，转换成正面的说法就是“不作亏心
事”，这两句话的意思是完全相同的。

邵雍的整首诗无非是说，每个人都有
自己的活法，只要活得心安理得就是好生
活。比如对不想做官的人不必勉强，更应
该允许巢由这样的“外臣”存在。最后说句
题外话，我喜读邵雍、周敦颐等北宋早期理
学家的诗文，以为他们的见地真的很通透，
但对朱熹以后的理学家嗤之以鼻，尽管他
们更标榜“理学”这个名目，但早已失了初
心，逐渐变成桎梏人心的教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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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制过程峰回路转
闻鼙鼓而思良将。关键时刻，

焦裕禄指定已搬掉心中“石头”的技
术员陈继光披挂上阵，同时选调优
秀干部和有经验的技术骨干、老工
人，组成三结合团队联手攻关。焦
裕禄自告奋勇当后勤部长，亲自抓
物资器材和技术保障，现场为攻关
团队加油鼓劲。
经分析不合格产品，认定出废品

的原因，在于先用焦炭炉加热瓦壳，然
后再浇注，结果造成受热不匀。他们
尝试改用粗式电炉加热，有效缓解了
受热不匀，但又出现了黏合不牢的问
题。经集思广益，决定采用离心浇注
的办法。焦裕禄对试验安全百般牵
肠，在制造装卡瓦壳装置时，要求试验
人员戴上长筒手套和保护眼镜，先进
行外壳空运转，经检验装卡装置无问
题后，再浇注巴氏合金。焦裕禄的科
学组织，使攻关小组的团队效应实现
了最大化，轴瓦试制和生产相继获得
成功，产品合格率达到100%。
试制过程峰回路转。刚刚闯过

轴瓦浇注关，又遇到烘装大齿轮难
题。按照苏联装配专家规定的工艺
流程，组装齿轮和齿轮轴，需先垒炉
子，用焦炭加热齿轮内孔，再装入齿
轮轴。一台减速器有六道工序，各道
工序的轮轴规格不同，不可能装一个
轮轴垒一个炉子。工人们想不垒炉
子，直接用木柴加热。焦裕禄支持工
人多快好省进行装配，但要求晚上试
验，避免直接刺激苏联专家。头一天
晚上装配，木柴加热内孔后，齿轮轴

进深达一米时就卡住了。焦裕禄和技术
人员共同分析，找到了内孔受热不均，致
使上下端热胀幅度大小不一的原因，对
症采取措施，保证了工件上下均匀受
热。与此同时，改用尺棒代替千分尺，解
决了工件太热不便近距离测量的问题。
试制中，焦裕禄组织制作了专用吊具，确
保吊装高效安全。

按照新的设计工艺，2.5米双筒卷扬
机减速器中间装置齿轮精加工，需要研制
一台剃齿机。车间确定由于师傅和孙师
傅用旧车床改制。两人苦战十几天，其中
三天三夜没回家。焦裕禄守在机床前，给
他们打水、递工具、勾铁屑、协调吊车。昼
夜加班，焦裕禄的胃病复发了，忙碌中右
手也被铁屑擦伤，创面还不小。两位师傅
苦劝不从，直至停车，焦裕禄才去厂卫生
所包扎，接着又返回车间。改制成功的剃
齿机床，成为2.5米双筒卷扬机生产质量
带有关键性的保底设备，扫清了试制路上
的最后障碍。

1958年5月1日，一金工车间红旗招
展，锣鼓喧天。焦裕禄带领大家苦战三
个月，终于将中国第一台2.5米双筒卷扬
机试制成功。这台代表中国矿山机械制
造水准设备的诞生，载入了中国机械工
业史册。

王麻秆儿给儿子找住处
申明说，他确实是天津人，家是

津南东楼村的，跟王茂一样，出外多
年，现在家里已经没人了，也就剩几
个远房亲戚。王麻秆儿这才明白，难
怪这申明说话也有点儿天津口音。

王麻秆儿是明白人，从在街上
跟这申明见面，现在又是在暗室里
这样见的儿子，心里就有数了，儿子
和申明这次回来，应该不是办一般的
事。这时再看看儿子，已经是个相貌
堂堂的大男人了，跟这个申明站在一
块儿，两人还都有几分斯文。一边看
着，心里就有了底气，想不到自己一个
卖鸡毛掸子的，还能养出这样一个有
模有样儿的儿子。这样想着，就又有
几分担心，拉着儿子问，这次回来，打
算呆多少日子，眼下住哪儿。

王麻秆儿这一问，王茂才说，他也
正想商量这事。他这次和申明回来，
有很多重要的事要办，可能得多住些
日子，可眼下还没找到保险的住处。

王麻秆儿一听儿子先不走，心里高
兴了，赶紧说，地方就别找了，你们要觉
着这儿行，就先住这儿吧，这鞋帽店的老
板叫来子，跟我亲侄子一样，人也妥靠。

王茂和申明商量了一下，就决定
先在这儿住下来。

王麻秆儿先去街上给王茂和申明
买了些吃的，看着他俩安顿下来，就来
蜡头儿胡同找来子。来子还没睡，一见
王麻秆儿来了，就知道是为暗室的事。
王麻秆儿来的路上，又在街上买了一包
羊杂碎，打了一瓶老白干儿。这时一进
门就放在桌上说，咱爷儿俩喝点儿。

来子一看就笑了，问，这是遇上嘛喜
事儿了？王麻秆儿拿过两个碗，一边倒着
酒一边说，还真是喜事儿，大喜事儿啊！
然后端起碗，把酒喝了，才跟来子说了王
茂的事。来子一听也替王麻秆儿高兴，但
想了想，又有些意外。他看看王麻秆儿
问，事先也没说，怎么突然就回来了？
王麻秆儿说，我没问，不过看着，他和

一块儿来的这人，应该都是干大事的。来
子没再说话，但心里已有几分明白了。
王麻秆儿说，咱不是外人，我才不瞒

你。来子笑笑说，这话，您不用说。王麻
秆儿说，他们要在这暗室住一阵子，这就
得麻烦你了。来子说，大毛论着也是我
兄弟，咱自己的地方，说得着麻烦吗？想
怎么住就怎么住。想了想，又说，不过，
我还嘱咐您一句。
王麻秆儿说，知道你要说嘛，这事儿，

到你这儿打住，跟别人，打死我也不说。一
边说着又把酒碗端起来，感叹一声，唉，我
王麻秆儿也有今天，天上掉下这么个大儿
子！来子也端起碗说，是啊，真为你高兴！
来子第二天特意起了个大早，来到

铺子，伙计和后面绱鞋的师傅还都没
来。王麻秆儿事先告诉来子了，王茂跟
他约定的敲门暗记儿，是连敲三下，空一
下，再敲两下。

35 1 学习读书
说起天津“五大道”庆王府的由

来，不能不提起昔日天津著名寓公
中的一位特殊人物——小德张。这
座大宅原来是小德张设计建造并居
住的。小德张只是个太监，怎么能
够具备建筑设计的能力呢？显然这
和他22年宫中生涯有关。

小德张原名张云亭，绰号小德
张，原籍天津静海县南吕官屯，于
1891年15岁时入宫，转年到昇平署
南府戏班学习京剧，工文武小生行
当。得到酷爱京剧的慈禧太后的赏
识，选进太后宫当差。三年中连升五
级，由小太监、敬事房打寝宫更、回事
太监、御前近侍，蹿升为御前近侍首领
兼南府戏班总提调，地位仅次于李莲
英、崔玉贵。“辛丑回銮”后他又升职为
御膳房掌案兼大总管，负责管辖太后
宫膳、茶、药各方面执事，并参与遭战
火毁坏的宫殿修葺一应事宜。

慈禧太后是封建王朝晚期腐朽保
守皇权势力的代表人物，这早已盖棺定
论了。众多文艺作品抨击她祸国殃民
的政治本质，揭露了她专横残暴的性
格，却忽略了她是个文化程度很高的贵
族女性。她青壮年时期遍读史书，学习
书法，支持宫里的文化机构翰林院、画
院，支持文史编撰等。她的书法确实不
错，尤其是她赏给王公大臣们
的巨幅大字“寿”“福”“龙”“虎”
什么的，运笔气魄不让须眉。

本书先说了这么多慈禧
如何重视文化，不是要美化那
个千夫指咒的老太婆，而是意

在铺垫小德张若是没点儿文化水平，没点儿
真本事，也很难入“老佛爷”的法眼。日后他
到天津当寓公时对子孙言传身教，讲述了自
己如何跟随“老祖宗”学习读书的往事：
老祖宗挺爱看书，她看经史、通鉴、集

览等。看累了把书放在桌上，又干别的事
去啦！我趁她不注意，偷偷过去把她看的
书的名字记下来，并记住看的是第几页。
下了差，我便四处寻找这本书，找到后马
上翻开读，用脑子记下来。有时老祖宗高
兴，不知什么时候她发问，我都能讲出这
本书是什么意思。
小德张升入太后宫时很年轻，立志出

人头地，发奋学习文化，只要不当值，挤出
时间便去南书房向翰林院学士请教史
书。慈禧太后的书法很好，常以墨宝赐给
王公大臣拉拢人心。他也亦步亦趋练习
写大字，临摹碑帖，日子久了颇有长进。
等到隆裕太后掌权时，他常常为其代笔，
加盖隆裕的印章应酬场面。
虽然他读书的目的是讨慈禧太后欢心
好步步高升，但是对这么个肯用
功读书的年轻人谁又能不喜欢
呢？他对太后爱看什么书都如此
用心，遇到宫中建房修房那么大的
事，肯定会加倍努力地做功课，学
习建筑知识也是顺理成章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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