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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是一部18世纪中国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它涵盖的
政治、经济、人文等方方面面的社会信息之丰富和承载的中华民族
优秀传统文化之厚重，极为少见。创作这样一部长篇小说，曹雪芹
的生活、文化、文学艺术储备，在中国小说史上可以说少有人能及。
曹雪芹拥有一口生活的深井。从曾祖曹玺开始，曹家三代四

人世袭江宁织造，到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曹家达到鼎盛。曹寅之母
曾做过康熙皇帝的保姆，曹寅少年时又曾为康熙帝伴读，所以深受
康熙帝宠信。曹寅不仅继任江宁织造，又兼任两淮巡盐御史。康熙
帝下江南，四次驻跸曹家，曹家煊赫一时。正如《红楼梦》对贾家的
描述：“吾家自国朝定鼎以来，功名奕世，富贵流传，虽历百年……”
由于曹家生活奢侈，除了自用，还要应酬送礼，尤其四次接待康熙帝
南巡，曹家出现了巨大亏空。康熙帝死后，曹家随即失去靠山。雍
正帝即位后，清宫内斗争激烈，曹家因织造亏空案等获罪，被革职抄
家。曹雪芹十三岁时遭遇曹家由盛极而衰的过程，正是这切肤的体
验，成为曹雪芹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活深井。
曹雪芹的文学储备得天独厚。他的祖父曹寅不仅是康熙帝宠

臣，也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精诗词，擅书画，著杂剧，广有藏
书，除著有《楝亭集》《楝亭十二种》传
世外，还奉旨总理扬州书局，负责校刊
《全唐诗》，又奉旨刊刻《佩文韵府》。
曹寅还广交天下名士，才子、文人纷至
沓来，家里常常高朋满座，文学氛围十
分浓郁。《红楼梦》有好几处写大观园
小儿女以诗词歌赋为游戏，闺房内就
有韵牌匣子，按韵分门别类，一屉屉排
列，随手抽取，十分方便。仅这一个小
小细节，便折射出曹雪芹的家学渊源，这
正是他创作作品丰富的艺术宝藏。
以上生活、文化、文学艺术储备对于

曹雪芹来说，已然烂熟于心，那么，他写
作时案头除了笔墨纸砚，还有什么呢？
我猜，可能会有三样东西。
祖辈藏书和家族记录或能幸存一

二？曹雪芹十三岁时曹家被抄，全家奉
旨迁往北京。雍正七年（1729）的“刑部
移会”中曾有记载：“京城崇文门外蒜市
口地方房十七间半，家仆三对，给与曹寅
之妻孀妇度命。”后乾隆朝又遭一次抄
家，只得移居北京西山。有红学家认为
《红楼梦》中有关侍儿的取名是受到曹寅所藏《侍儿小名录拾遗》
《补侍儿小名录》《续补侍儿小名录》等三种书的影响，这三种书在
《楝亭书目》说部类就有著录。《楝亭书目》是曹寅编撰的私家藏书
目录，属于个人著述，或许能够幸免于难？《红楼梦》第五十三回“宁
国府除夕祭宗祠”中有一张庄头乌进孝年底送钱粮的供奉单子，山
珍海味、粮米柴炭、家禽野味，林林总总，其中多有稀罕之物，恐怕
不是一个十三岁孩子可以记住的。或许曹家管理一如贾家，这些
都是要记账的，而有些记录恰恰被曹雪芹保留了下来。
《红楼梦》人物主要活动范围在贾府和大观园。亭台楼阁，人

物穿行，如无一幅建筑图，小说的描写难免前后矛盾，人物或许也
会迷失路径。以家族、村镇、城池为背景写作长篇小说，作家往往
需要绘制这样一幅图置于案头。《红楼梦》中大观园也确实有过这
样的建筑图。第四十二回中贾母就曾令惜春给大观园画一幅图，
还要把人物画上。宝玉无事忙，赶着要去找“专家”，说：“詹子亮的
工细楼台就极好，程日兴的美人是绝技。”还是宝钗有主意，说：“原
先盖这园子，就有一张细致图样，虽是匠人描的，那地步方向是不
错的。”据说大观园原型是曹寅为迎接康熙帝南巡而建的西园，后
来被袁枚买下，改称随园，袁枚说：“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但
大观园较之西园，毕竟含有虚构成分，曹雪芹案头如果有一幅自己
绘就的贾府和大观园建筑图，写作起来就方便许多了。
第三种我猜是曹雪芹少年时自己和友人唱和的诗稿。曹雪芹

的好友敦诚曾以唐代大诗人李贺大胆奇特的诗风来比拟曹雪芹的
诗才。称赞他的诗：“爱君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破篱樊。”确实，
《红楼梦》中诗词歌赋均精妙绝伦，不仅贴近人物性格，而且还隐喻
人物命运，黛玉的诗句绝不可能从宝钗笔下流出，也只有贾环能写
出“大哥有角只八个，二哥有角只两根”的“诗句”。脂砚斋于此处
批道：“诸卿勿笑，难为了作者摹拟。”除了独出心裁地替书中人物
作诗作赋外，小儿女时的唱和是不是也还存有抄稿呢？书中有这
样的情节：宝玉抄了姐妹们的诗作流传到外边，而他自己的诗，也
被“当时有一等势利人，见是荣国府十二三岁的公子作的，抄录出
来各处称颂。再有一等轻浮子弟，爱上那风骚妖艳之句，也写在扇
头壁上，不时吟哦赏赞。因此竟有人来寻诗觅字”。（见《红楼梦》第
二十三回）这或许是曹雪芹少年时一种生活写照？第三十八回宝
玉写了一首咏螃蟹的诗，黛玉说：“这样的诗，要一百首也有。”随即
提笔而就。宝玉看了喝彩，黛玉却一把撕了，说宝玉那首很好，“你
留着它给人看”。那时诗稿或许还有珍藏？
曹雪芹是旷世奇才，他的案头非循常理能够揣摩。立这样一

个不解之题自问自答，不过是一个红学的槛外人推开大观园门缝，
好奇地朝里探看一眼罢了。

1930 年 10 月 24 日上午 10
点，天津市立美术馆举行开幕典
礼。美术对于社会教育关系重
大，在东西洋各国早已被人关注，
彼时天津美术馆规模虽小，但是
所担负的使命非常巨大。

意大利石雕艺术因其在津的影响力，在美术馆开馆之
初就已参与其中。24日至30日，美术馆公开展览七天，展
品分建筑、绘画、雕刻三大类。雕刻类以西洋大理石雕刻
为主，大多为马萨公司出品，有的则是从意大利本土运来
的。但见，大理石雕刻光滑润朗，展室墙壁用绛紫色的布
做背景，使得空气柔和如烟雾缭绕，更突显出这些石雕作
品的圆润。展品中名为“凝思”“嬉”的几尊人物半身塑像，

形神兼备，而取名“鹦鹉”“鸽子”的雕品愈发显得栩栩如生。
马萨为祝贺美术馆成立，还特别捐赠了《意大利古代雕刻目
录》一册和反映意大利大理石雕刻艺术的照片61张，丰富了
馆藏。
1931年秋，美术馆举办成立一周年展览，意大利石雕再次

加入。馆长严智开提前几个月即开始筹备，他从东京带回日本
石膏人像及画片，并向平津各书画家、收藏家征集展品，腾出办
公用房，布置书、画、石膏人像、工艺、建筑、雕刻等陈列室。10
月24日，展览终于开始，展期仅三天。《北洋画报》载：“中国泥
塑品则出自本市著名之泥人张，以卖西瓜者、和尚挖耳朵、前
清朝服之一对儿老爷太太为最佳。西洋石膏雕塑，最佳者当
推维纳斯像之美，圣耶路穆像之厚，武士像之沉毅，法国诗家
美利埃尔像之豪放。石雕品当推出浴图之幽媚，多情女子之
雅静，捉鸵鸟之有力，双嬉（一对儿白羊）之柔驯。雕品凡六十
八，照片凡一百一十件。”《大公报》则评价称“《出浴图》，光滑润
泽、雅淡温柔；《捉蛇鸟》，可谓‘力的表现’”。此次展出的意大利
雕刻艺术品部分销售，且提高卖价数成，这不是因为水涨船高，
其目的只有一个，销售款捐助水灾。通过义卖既扩大了展品影
响力，又进一步提高了艺术品位。
为传播西洋绘画艺术，美术馆的西画研究所招收学员，

研习绘画，但画室光线不好，无法准确使用颜色。马萨为美

术馆设计、监造了一座新画室，1932年底落成。媒体专门用
“热心赞助”一词形容马萨的此次设计，大概是马萨做了一次
公益活动。
新画室建于美术馆之西南，高大宽敞，光线充足，是当时

国内条件最好的画室之一。其屋顶呈不等边三角形，南面较
长，北面为天窗，光线特别充足。室内屋顶为白色，四周则为
灰黄色，既美观又便于光线反射。
1932年12月31日下午，西画研究所召开学员恳亲大会，

同时展览馆藏作品，学员们的木炭素描亦挂在新画室四周展
出。教育局官员到会勉励学员努力学习，在新画室里提高绘
画技艺。
在来自亚平宁的雕刻艺术与天津卫碰撞交融的同时，醉

心建筑艺术、热心雕刻艺术的马萨，以他的学养和见识，为致
力于美术事业的学员们打开了一扇探索西洋艺术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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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石雕艺术在天津（四）

助力天津美术馆
李琦琳

母亲今年虚岁八十八，“米寿”了！除了
腰腿和颈椎不好，没什么其他基础病。她自
己常说，在这个年龄还能如此，主要是因为
她爱喝小米粥。说实话，这个我小时候就知
道，还一度“深受其苦”：我们风寒湿邪、发烧
感冒、上吐下泻、食积不化……似乎没什么
不是一碗热热的小米粥不能解决的！等你
病好了，还得继续喝——保平安啊！

一

母亲是河北唐县山里长大的，十几岁才
出来。作为家中的主妇，她为全家做饭，她的
口味儿决定全家的口味儿，无论你喜欢不喜
欢。而她属于“薄庖厨”——做饭简单、味道
一般的那种。主食里她爱吃的东西也很有
限：最爱小米，此外就是大米饭（最好掺上小
米做“二米饭”），然后就是各种豆类：黄豆、红
豆、芸豆、黑豆……做粥是一方面，还可以糗
豆馅，或者过年的腊月、正月里，豆子们掺和
在黄黄的黏面子里，母亲称为“黍子面”蒸黏
豆包，副产品豆腐也超级喜欢；但是她不太会
做各类面食，所以也不喜欢吃白面。你说想
吃肉，人需要动物蛋白，她说：“我们山里人哪
有那么多肉吃？不也身体好好的？再说，肉
食者鄙，食谷者慧！五谷都是植物种子，种子
是谷物的精华，越吃越聪明！”
长大了看书，看到中国传统食物中的

“五谷”，才发现母亲爱吃的东西非常传统，
她的说辞和不爱吃面或来自《礼记》对北狄
的贬低“不粒食”；特别是我后来读了食物的
全球史，了解了“哥伦布大交换”之后，大感
惊讶，母亲的胃竟然是如此地道的“中国”！
谷物是在世界上不同地方被驯化的，因

此当代人的餐桌其实是一个最好的进行全
球化教育和反驳狭隘民族主义的好地方，但
请记住，家不是讲道理的地方，特别是对母
亲。不过，我试图理解她的饮食逻辑的历史
和文化形成，还有总想弄明白物质史的全球
交换，可能也算我的职业病。
中国古代人们的主食，有五谷、六谷、九

谷等成说。汉代以前的“五谷”或“五种”说
有分歧，但在郑玄注《周礼》言“谷宜五种”，
和赵岐注《孟子》“稻、黍、稷、麦、菽”相同。
稻为稻米，黍即黏黄米，稷后来也做粟指小
米，麦指小麦，菽就是大豆。其实古代也有
六谷、九谷说，简化为五谷成数或与古代五
行思想相关。在郑玄所说的“五种”里，小
米、豆类、黏黄米、水稻，都是古代中国驯化
的谷物，只有小麦是外来作物。由于中国文
字含义的绵延嬗递从未间断，加之其约定俗
成的特征，由文字配合着地下考古发现来确
定食物的历史，是一般常见的做法。

二

甲骨文中所见商代谷类作物种类，有禾

（粟）、黍、麦等九种，如果不斤斤于名物训
诂，参考一下现代植物分类学，以穗形区别
不同谷物种类，那么粟穗聚而下垂，黍为散
穗，麦穗直上，高粱穗大如帚，应是识别甲骨
文谷类作物种类比较有效的途径。麦是引
进谷物，证据是本土作物一般从“禾”，而麦
在甲骨文里是“来”而不从“禾”，后来的异体
字另论。
五谷中小米的地位极高，所以很多国人

喜欢小米养生，虽然并不懂得如此多道理。
因为粟在《说文》中说“嘉谷实也”，而稷粟同
物，就是小米，乃“五谷之长”。根据《说文》，
稷的初文从禾畟声，禾乃谷穗低垂的粟的植
株的象形：那个“木”字，就是一棵谷子，上面

弯下一个沉甸甸的谷穗，成了木字上面那一
撇。“稷”的右侧是个跪姿人形，后来字形写
作“兄”。但是汉语言文字学家杨树达说：
“余疑兄当为祝之初文，祝乃后起之加旁
字。”《说文》：“祝，祭主赞词者，从示从人
口”，可见“稷”是一个巫祝之类的人物对着
“禾”拜祭祷祝之形。《诗经·小雅·黄鸟》“无
啄我粟……无啄我粱……无啄我黍”，又如
《大雅·生民》“禾役穟穟”，可见粟黍不同，稷
粟同禾。今天我们都知道“江山社稷”里的
“稷”是谷神，其实主要拜祭祷祝的对象是攒
穗的禾，也就是小米，而不是散穗的黍。
黍是糜子，是黄色黏小米，母亲蒸黄年

糕的那个。个别不太黏的个头比小米大，脱
了壳叫“黄米”。这个黍也是本土作物，河北
磁山遗址前几年发现了很多糜子，是距今七
八千年前的。黍不好消化，不能多吃，多出
来的就可以酿酒。黍后来还向西传了，今天
的哈萨克斯坦发现了四五千年前的糜子，他
们日常饮用的“塔日米”，就是黄米（黍子）加
奶茶。
五谷中“菽”是豆子，这是中国最早种植

的，新石器晚期就有了，相当长时间是中原
地区的主粮之一。《诗经·小雅·小宛》有证：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可见已经广泛种植
豆。但是豆子的叫法是在汉代以后，在此之
前就是“菽”，这个字古文字形如豆的嫩芽破
土，下点表根部的根瘤，本意是豆类的总
称。豆子和小米是当时的重要主食，君主关

心的“粮食安全”主要是这两类，战国诸子主
张“重菽粟”，《孟子·尽心上》说：“圣人治天
下，使有菽粟如水火。”你看，好君就必须意
识到人民不可饿肚子缺豆子小米，如同水火
必不可少。豆子好是好，但是不好消化，吃
多了不舒服，后来转为副食，今天说法是它
的蛋白质不利于吸收，所以中国人要改造
它。母亲总是做豆腐炖白菜，还喜欢卤水豆
腐，道理她并不讲究。其实中医的逻辑是，
豆子属寒性，入肾，需要被卤水点化平衡了。
关于“稻”的驯化，有过一些误解，也存

争论。由于欧洲语言中“稻”这个词基本都
来自梵文，所以，相当长时间西方史家都以
为水稻是印度最早驯化的。但1973年河姆

渡遗址里堆积的稻谷的发掘，证明这里早在
距今七千年前已经有了稻作农业，而全世界
最早栽种水稻遗址，在湖南道县的玉蟾岩，
距今一万多年。目前看来，世界多数学者
同意中国是最早的水稻驯化地，当然印度
也很重要，在那里水稻品种增加了。值得
注意的是中国、印度是世界上水稻主产地，
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尽管水
稻今天已经全球化种植，但是它依然是亚
洲的标志主食。母亲爱吃稻米，因为当时
稀缺，水稻需要大量灌溉，燕赵中原主要还
是旱作谷物。她习惯往大米里掺点小米做
“二米饭”，并非是为了健康，而是她童年记
忆里大米是奢侈品。
一般认为，五谷里只有“麦”是外来的。

甲骨文的“来”字就是“麦”，《广雅》说：“大
麦，麰也；小麦，麳也。”学者罗琨认为，甲骨
文“来”字是从小麦株型演化成的独体象形
字，其形下象根茎，上象麦穗，是麦的本字，
后派生出“麦”字；“来”字作农作物名者表示
小麦，也可能还作类名；而“麦”字则主要作
类名，泛指麦类作物，商代的麦不止一种，也
应有大麦。因此甲骨文“麦”“来”指谷类作
物的两个品类，或可成定论。甲骨文中有
来、麦两种谷类作物命名的区分，与小麦、大
麦的地下考古发现不是偶然巧合。商周时
期，麦就已经从西亚传入中国，证据是《左
传·成公十八年》：“周子有兄而无慧，不能辨
菽麦，故不可立。”说明春秋时期，麦已是中

原地区比较常见的作物；不能辨识大豆和小麦
成了“无慧”的标志。
世界上最早的野生小麦是分布在狭小的地

中海东北岸到黑海、里海之间，今天的土耳其、
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一带。由于这里是地中海
气候，夏天干热漫长，冬季温暖湿润，因此小麦
冬季发芽，春季成长，夏季之前生命周期结束。
它在冬季发芽的习性，补充了中国传统小米冬
季休眠的空缺。不过，小麦八千年前就到了伊
朗、中亚和印度，但是到中国却晚了很多，目前
发现的遗存距今四五千年，以前认为可能与西
北沙漠阻隔相关，但最近几年新疆通天洞遗址
也发现了小麦，因此还没定论。但是小麦的抗
寒能力虽然强于小米而耐旱却不如它；加上“粒
食”传统和路径依赖，相信这是为什么在相当长
时间的古代中国，包括我母亲所在的燕赵山区，
小麦很难取代小米，从物质生产，到神圣地位的
原因。

三

母亲的老家唐县古属燕国，是尧帝的封地
所在，附近的青虚山正是晋代葛洪隐居得道的
地方。母亲在大山里长到十几岁才蹚着唐
河，走出来上初中，二十几岁分配工作到了九
河下梢的天津做小学老师。如今60年过去，
她的饮食习惯还是燕赵之风。因为在太行山
麓，他们地理相对封闭，风气不太开化，食物
的全球交换对他们影响不是太大。抗日战争
时期那里作为革命老区，好多新鲜的东西还
是八路军带去的，但有些小细节也很有趣。
我的姥爷在晋察冀边区县上做小学教员，一
度工资单位是按照几斗小米来发的——不是
发小米，是发钱，但是战争时期，是按照颁发前
一日小米一斗市场价折合钱发给你。难怪二十
几岁就来到天津的母亲，胃的记忆，一直是童年
的口味儿。而那个饮食习惯因为山区封闭，竟
然是最“中国”的样子！
我每周末去看母亲。最近由于疫情在家运

动少，我打算辟谷减肥。午饭时母亲看我不吃
主食，说这怎么行？我说我在减肥戒“碳水”。
母亲说：“什么歪理邪说？人活着不吃五谷怎么
行？你看那‘精气神’繁体写法，仨字里前俩字
都有个‘米’字，意思是不吃小米，人怎么能有精
神？”我真无可反驳。母亲节前，我问妈妈要个
什么礼物？她说什么也不缺，要是有时间就给
她带两斤新小米！
母亲并不懂得什么食物的全球史、没读过

《黄帝内经》，对养生之道毫无兴趣，她那些道理
不过都是延续了童年时代老家的饮食习惯，却
恰恰是“最中国”的饮食特征和养生之道。事实
也证明，母亲这一代人也许不明白现代营养学
的淀粉、糖、卡路里或植物纤维，就凭着祖训和
传统的饮食习惯，照样简简单单、轻轻松松、自
自然然地顺应着天道，眼看就“得米望茶”了。
祝天下的母亲都健康长寿！ 题图摄影：简宁

母亲的“中国胃”

郝 岚

不得已，我只好去鲁老师那
里诉苦，想请他出面帮我介绍一
位指导教师。听我诉说了情况以
后，鲁老师问我打算写什么内
容？我说是有关小说“比较文学”
方面的。其实就连“比较文学”这
个名词当时在国内都还很少听说，只
是知道国外兴起了这样一种研究，但
是具体如何比较也还不甚清楚。鲁老
师不假思索地说：“我来指导你！”后
来，在鲁老师的指导下，我完成了有
关 15世纪中国冯梦龙笔下的杜十娘
与19世纪法国小仲马笔下的玛格丽
特（茶花女）的比较，题目是《同一命运
的两个女性》。总算能够顺利毕业，没
有给姑母叶先生丢脸。

记得1990年鲁老师被公派到日
本东京大学教学时，我去东京看望他，
在东大为他安排的宿舍里住了两天。
我发现与南开为叶先生安排的住处相
比，东大为外国老师所准备的宿舍条
件实在太差，房间不仅破旧，而且满地
跑蟑螂，看得我心里十分难过。所以，
从那时起我就认为：日本的大学不具
备“国际交流”的条件，特别是不具备
跟中国的大学进行交流的条件，太西
化，太傲慢。那时中国被公派到日本
的老师收入并不低，但是返回国内后，
还需将大部分的收入上交给学校，因
此外派期间生活都十分节俭。我当时
已经在北九州大学任教，就请鲁老师
去了一趟“迪士尼乐园”。尽管我也是

第一次去迪士尼，到处都不熟悉，但还是
陪鲁老师将迪士尼几乎转遍。我至今都
清楚地记得，傍晚我们即将离园返回东
京前，正好观看了“花车游行”，听着园中
循环播放的主题曲《It’s a small world》
（小小世界），鲁老师的双眼流下了两行
热泪。我问为什么？他说：“这音乐多么
美好，多么祥和呀！”其实我们都不懂歌
词的内容，可见鲁老师心中所怀是多么
的美好。

1991年，南开大学邀请在加拿大已
经退休的叶先生组建研究所，名为“中国
文学比较研究所”（现“中华古典文化研
究所”），鲁老师为了支持叶先生定教南
开，坚定信心，便挺身而出，答应担任副
所长。从那以后，通过鲁老师多方奔走，
研究所才在“东方艺术系”借到办公室和
家具，安装上了电话。鲁老师做完这些
开拓工作以后，1995年年初因赴韩国讲
学而离开。所以鲁老师是该研究所的第
一任副所长。

郝世峰老师于我而言，可说是亦师
亦友，我上大学时就经常晚上去郝老师
家喝茶聊天儿。毕业后，每次到天津时
也总会聊到夜深人静，聊时事，聊电影，
聊奇闻怪事，聊诺查丹玛斯……

3 和鲁老师的交往

有史书载：“方旻宁（道光帝）
之在位也，于储子中，酷爱第六子
奕，谓其类己，欲以神器付之，
于金匣缄名时，几书奕名者数
矣，以奕詝尚无失德，龄且居长故
逡巡未决。”然而，后来事情发生
了变数。奕詝的老师杜受田深知奕詝
的智识才都“万不敌”奕，不能以条
陈时政和骑马习武取胜，乃对奕詝面
授机宜，以仁孝之心取悦于道光帝。
一日，道光帝领诸皇子狩猎，奕詝故意
一箭不发，“上问之，对曰：‘时方春，鸟
兽孳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宣宗（道
光帝庙号）大悦曰：‘此真帝者之言！’
立储遂密定。”道光末年，道光帝违和，
缠绵病榻，自思将不久于此位。其时，
奕詝伏地流涕，痛切异常，“帝大悦，谓
皇四子仁孝，储位遂定”。这是道光二
十六年（1846）的事，也就是说，道光帝
这时已下决心传位于皇四子奕詝了。
由此，他们兄弟俩猜疑不和，心存芥
蒂。只是奕詝继位后，碍于君臣之礼，
彼此心照不宣。加上已被尊为康慈皇
太妃的奕生母、咸丰帝乳母去世，失
去中间调节人，双方感情日渐疏远。

道光二十九年（1849），道光帝下令
在妃子园寝内为恭亲王之母
静贵妃修墓，亲令静贵妃死后
必须葬于妃园寝，不得更改，
变相暗示恭亲王争储失败。
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道光
帝召十重臣公启锦匣，内有御

笔两谕：一为“立皇四子奕詝为皇太子”，
一为“封皇六子奕为亲王”。道光帝病
逝，遗命奕詝即位。奕詝登基后，改元咸
丰。咸丰帝继位后，对奕采取了一系列
的友爱行动。咸丰元年（1851）四月，咸丰
帝授奕为十五善射大臣。同年，赐海淀
春和园（改名朗润园）为奕别墅。翌年四
月，又将城内原乾隆年间大学士和珅的府
邸改赐奕，并于八月十五日，驾幸“朗润
园”，为之题园名，题山、水、亭、轩之名，并
赐诗一首，示极关切之意。奕有答诗一
首。是月，奉旨管理正蓝旗觉罗学事务。
此后，咸丰帝又不惜打破清代皇子不

得干预政务的祖制，命奕管理中正殿、武
英殿事务，署理领侍卫内大臣、参与京城巡
防事宜，在军机处行走，管理三库事务，补
授镶红旗蒙古都统，补授宗人府右宗正，奉
旨总理行营事务等重要职位，还恩赏其穿
黄马褂。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进攻
北京，咸丰帝北逃承德，奕临危受命，挽

救危局，也算是回报了奕詝的皇
恩和手足之情。

不久，咸丰帝又同意了奕
、文祥、桂良等人的提议，准
以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
取代原来的理藩院。

32 御赐奕朗润园 50 远赴昌平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大燕园的

前世今生
江溶 王燕飞著

迎接黎明

刘鹏 著

南汝箕告诉唐明安，有一位国
民党将军叫稷世恒，是我党秘密党
员。前一段时间，他率领“察哈尔
民众抗日同盟军”与日伪军作战，
连克四城，重重地打击了日伪军的
嚣张气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
斗志。为此，日伪对他恨之入骨。对于
他的抗日功绩，蒋介石非但不予以褒奖，
反而诬他是在破坏南京政府和日本政
府签订的《塘沽协定》，干扰了国策。遂
下令何应钦指挥国民党部队16个师，与
日伪军共同对其指挥的部队进行夹
击。无奈之下，稷世恒率军向国民党军
驻守的北平进攻，但打到昌平时被包
围，部下哗变。危急中，稷世恒被警卫
人员救出，藏身在昌平秘密党员家中。
组织上决定将稷世恒同志接往天津，考
虑从昌平到天津路途遥远，一路上有国
民党部队盘查缉捕，也可能有日本特务
跟踪暗杀，凶险异常，所以得派一位有
勇有谋的同志，去完成这项任务，组织
上想到了唐明安，就给临时借调过来了。

唐明安听了要完成的任务，沉思了
一会儿，郑重地说：“南大哥，此次任务艰
难且责任重大，不应该是只派我一个人
去执行吧？”南汝箕说：“在派人的问题
上，我考虑再三，因为接稷将军是绝密行
动，还是你一个人去为好。一是目标小，
不易引起敌人注意；二是如果路途上遇
到敌人，两个人进退躲藏也比较方便；三
是你枪战、搏斗都有能力，一旦与敌人交
手，胜算把握较大。而且，稷将军正当年

富力强，两人联手，战斗力会更强。但有一
点要强调：从昌平回返时一定要避开平川
大路，绕走山路。经怀柔，走平谷到蓟县，
再过宝坻到天津。这一路能躲开一些国民
党部队的盘查，但也会有乡间反动民团配
合国民党部队缉拿稷将军，总之是一路凶
险，不可有一丝一毫的麻痹大意。当然，任
务主要由你一个人去完成，但组织上会在
暗中相助。”唐明安郑重地表态：“是，我一
定不辜负组织对我的期望！”南汝箕最后
说：“你旅途劳顿，先休息一下，明天坐火车
去北平，再由北平去昌平。”

第二天，唐明安坐火车来到北平时，
已经是下午。他没有在市内停留，而是
从德胜门坐上汽车直接奔往昌平。汽车
走到马莲店村外，被国民党士兵拦住，他
们把车上的乘客都赶下车来进行搜查。
当搜查到唐明安时，一个班长问：“你是
干什么的？”唐明安说：“我是做买卖的。”
班长问：“你做买卖不在北平，到昌平去
干什么？”唐明安回答说：“去接一批山
货。”班长告诉他：“昌平现在是军事管控
区，任何人不许前往，你还是回北平吧。”
唐明安给他作了个揖说：“长官，我是和
人家订了合同的，那批货要是不接，我这
违约责任可担待不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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