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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光的失败，是他个人的失败，也是中国封建制度的

失败。他身处一个摇摇欲坠、朽烂不堪的大厦，没有勇气

也没有能力去大动土木加固与重建，只能修修补补，注定

了他一生累而无效

关山远

近近读读清清史史，，读读到到道道光光一一节节，，不不由由深深
思思：：如如此此一一个个勤勤政政堪堪称称宵宵衣衣旰旰食食、、节节俭俭堪堪
称称抠抠到到极极致致的的皇皇帝帝，，乾乾纲纲独独断断，，事事必必躬躬
亲亲，，为为何何偏偏偏偏在在他他手手里里，，内内政政外外交交的的努努力力
多多数数失失败败，，尤尤其其是是输输掉掉鸦鸦片片战战争争、、开开启启中中
国国近近代代百百年年耻耻辱辱？？

一

后后人人常常拿拿明明朝朝的的嘉嘉靖靖皇皇帝帝与与道道光光相相
比比：：前前者者是是极极度度任任性性型型，，曾曾创创下下二二十十年年不不
上上朝朝的的纪纪录录，，却却灭灭了了倭倭寇寇；；后后者者是是苦苦哈哈哈哈
型型，，登登基基近近三三十十年年，，无无一一日日不不阅阅办办奏奏章章，，
鸦鸦片片战战争争时时期期甚甚至至几几乎乎遥遥控控指指挥挥了了每每场场
战战役役，，却却最最终终不不得得不不含含恨恨写写下下““各各条条约约准准
照照议议办办理理””八八个个字字，，批批准准了了《《南南京京条条约约》》。。
道道光光跟跟接接下下来来的的几几任任清清朝朝皇皇帝帝不不一一样样，，
后后者者签签订订丧丧权权辱辱国国的的割割地地赔赔款款条条约约已已经经
没没有有太太多多痛痛感感了了，，于于道道光光而而言言，，却却是是撕撕心心
裂裂肺肺的的痛痛，，他他感感觉觉不不仅仅没没能能继继承承先先祖祖的的
光光荣荣，，反反而而在在自自己己手手里里辱辱没没了了江江山山社社稷稷。。
鸦鸦片片战战争争结结束束后后，，有有一一次次当当着着满满朝朝大大臣臣
的的面面，，他他““握握拳拳捶捶心心””，，一一脸脸痛痛不不欲欲生生的的表表
情情。。

他他深深知知自自己己在在历历史史上上的的地地位位，，因因此此
在在临临死死前前写写下下遗遗诏诏，，让让臣臣下下不不要要在在他他陵陵
前前立立圣圣德德神神功功碑碑，，他他认认为为自自己己不不配配：：““妄妄
称称显显号号，，而而亦亦实实无无可可称称述述之之处处，，徒徒增增后后人人
之之讥讥评评，，朕朕不不取取也也。。””

勤勤政政图图治治而而鲜鲜有有作作为为————道道光光愤愤懑懑
难难平平，，何何等等郁郁闷闷。。他他一一直直对对自自己己要要求求很很
高高，，登登基基之之初初，，他他也也认认为为自自己己能能够够大大有有作作
为为，，信信心心满满满满。。

披披上上龙龙袍袍前前 77年年，，他他就就有有不不俗俗的的表表
现现：：11881133年年 99月月 1155 日日，，天天理理教教徒徒林林清清与与
渗渗透透进进皇皇宫宫的的内内奸奸里里应应外外合合，，率率众众执执刀刀
闯闯进进紫紫禁禁城城，，史史称称““林林清清之之变变””。。一一时时大大
乱乱，，亲亲王王贝贝勒勒狼狼奔奔豕豕突突，，文文臣臣武武将将抱抱头头鼠鼠
窜窜，，危危急急间间，，二二阿阿哥哥旻旻宁宁挺挺身身而而出出，，用用鸟鸟
枪枪连连发发两两枪枪，，弹弹无无虚虚发发，，将将翻翻上上墙墙头头的的两两
个个入入侵侵者者当当场场击击毙毙，，其其他他天天理理教教徒徒一一时时
间间也也给给震震慑慑住住了了，，趁趁他他们们迟迟疑疑间间，，旻旻宁宁迅迅
速速组组织织起起防防御御。。在在接接下下来来的的较较量量中中，，鸟鸟枪枪
放放完完了了，，旻旻宁宁还还用用弹弹弓弓把把一一个个入入侵侵者者的的
指指挥挥官官从从屋屋顶顶打打下下来来，，摔摔死死于于殿殿下下。。总总而而
言言之之，，在在敉敉平平““林林清清之之变变””中中，，旻旻宁宁居居功功至至
伟伟，，既既显显示示了了临临危危不不惧惧的的强强大大心心理理素素质质
与与领领导导能能力力，，又又露露了了一一手手好好武武功功。。后后来来他他
登登上上皇皇位位，，此此事事加加分分不不少少。。

登登基基后后第第六六年年，，南南疆疆爆爆发发了了张张格格尔尔
之之乱乱，，道道光光亲亲自自制制定定军军事事计计划划，，选选派派得得力力
将将领领，，一一年年多多时时间间，，生生擒擒张张格格尔尔。。他他的的声声
誉誉达达到到巅巅峰峰，，被被称称为为““小小康康熙熙””。。

他他一一心心想想继继承承康康熙熙、、雍雍正正、、乾乾隆隆的的辉辉
煌煌，，做做一一个个好好皇皇帝帝。。接接手手的的是是一一个个烂烂摊摊
子子，，但但他他相相信信自自己己能能够够重重振振国国运运：：改改组组军军
机机处处、、整整顿顿漕漕运运和和河河防防，，颁颁布布了了许许多多制制度度
严严查查贪贪污污，，并并取取缔缔陈陈规规陋陋习习、、强强化化吏吏治治，，
同同时时修修改改盐盐法法、、允允许许开开矿矿…………他他做做了了许许
多多努努力力。。

他他律律己己甚甚严严，，没没有有什什么么爱爱好好，，甚甚至至不不
好好色色，，跟跟风风流流的的爷爷爷爷乾乾隆隆皇皇帝帝完完全全是是两两
种种风风格格。。跟跟爱爱好好奢奢华华繁繁丽丽的的乾乾隆隆相相比比，，道道
光光走走到到了了另另一一个个极极致致：：在在清清朝朝历历代代皇皇帝帝

中中，，道道光光生生活活之之俭俭朴朴，，堪堪称称第第一一。。
即即位位之之初初，，他他就就颁颁布布了了一一条条节节俭俭倡倡

议议书书《《御御制制声声色色货货利利谕谕》》，，并并率率先先垂垂范范。。史史
载载：：他他即即位位后后，，内内府府依依例例给给他他 4400方方砚砚，，砚砚
后后镌镌有有““道道光光御御用用””四四字字。。他他认认为为太太多多，，闲闲
置置可可惜惜，，便便将将它它们们分分给给了了臣臣下下。。还还有有一一
事事：：以以前前皇皇帝帝用用笔笔须须送送紫紫毫毫中中最最硬硬的的，，笔笔
管管上上刻刻有有““天天章章””““云云汉汉””字字样样。。他他觉觉得得不不
合合用用，，让让臣臣下下到到坊坊间间买买一一般般常常用用的的纯纯羊羊
毫毫、、兼兼毫毫两两种种。。他他穿穿的的裤裤子子，，甚甚至至打打着着补补
丁丁。。

他他在在饮饮食食方方面面尤尤其其节节俭俭，，少少荤荤多多素素，，
每每餐餐不不过过四四样样菜菜肴肴。。各各种种生生日日、、庆庆典典能能省省
则则省省。。有有一一年年给给皇皇后后过过四四十十大大寿寿，，王王公公贵贵
族族与与文文武武百百官官喜喜滋滋滋滋上上席席时时，，惊惊呆呆了了：：每每
人人桌桌前前只只有有一一碗碗打打卤卤面面，，上上面面一一点点肉肉
末末————这这还还是是道道光光为为了了给给皇皇后后过过寿寿，，特特
批批御御膳膳房房宰宰了了两两头头猪猪。。

但但这这样样一一个个梦梦想想当当好好皇皇帝帝的的皇皇帝帝，，
结结果果却却在在历历史史上上留留下下了了一一个个失失败败者者的的身身
影影：：吏吏治治、、盐盐政政、、漕漕运运、、禁禁烟烟等等均均无无起起色色，，
他他努努力力抠抠下下每每一一两两银银子子，，却却在在输输掉掉鸦鸦片片
战战争争后后，，一一次次向向英英国国赔赔款款 22110000 万万两两白白
银银。。白白花花花花的的银银子子，，流流水水一一般般泄泄出出去去…………

二

道道光光的的悲悲剧剧，，在在于于他他知知道道当当时时的的政政
治治生生态态已已经经败败坏坏到到了了根根子子，，想想改改变变，，却却缺缺
乏乏改改变变的的勇勇气气与与能能力力。。

有有一一桩桩事事，，特特别别能能说说明明当当时时的的糟糟糕糕
状状况况：：一一日日，，道道光光想想喝喝面面片片儿儿汤汤，，令令御御膳膳
房房备备办办。。

这这要要求求多多简简单单，，搁搁在在今今天天北北方方任任何何
一一个个饭饭店店，，几几分分钟钟就就端端上上来来了了。。但但是是当当年年
道道光光帝帝的的命命令令发发出出之之后后，，分分管管皇皇帝帝饮饮食食
的的内内务务府府进进行行了了认认真真研研究究，，第第二二天天报报上上
来来一一个个方方案案：：皇皇上上您您想想喝喝面面片片儿儿汤汤，，需需
要要盖盖个个专专用用厨厨房房，，还还要要聘聘请请专专用用厨厨师师，，
另另设设一一个个官官员员专专门门管管理理面面片片儿儿汤汤的的烹烹
饪饪…………总总计计，，开开办办费费需需要要七七万万多多两两白白
银银，，另另外外每每年年维维护护费费用用还还得得数数千千两两。。

道道光光一一听听，，肯肯定定晕晕了了，，不不就就喝喝碗碗面面片片
儿儿汤汤吗吗？？花花这这么么多多银银子子！！算算了了，，御御膳膳房房甭甭
做做了了，，到到街街上上买买去去。。没没即即位位前前，，他他也也曾曾上上
街街吃吃过过的的，，于于是是告告诉诉内内务务府府：：你你们们到到前前门门
那那块块儿儿，，给给我我买买一一碗碗回回来来，，味味道道相相当当不不错错
的的。。于于是是内内务务府府的的老老爷爷们们跑跑出出去去，，没没多多久久
回回来来，，复复奏奏：：那那个个饭饭馆馆已已经经关关掉掉了了，，您您要要
喝喝面面片片儿儿汤汤，，非非得得在在御御膳膳房房开开设设专专门门机机
构构不不可可。。

堂堂堂堂大大清清帝帝国国的的皇皇帝帝，，终终究究还还是是没没
有有喝喝上上这这碗碗面面片片儿儿汤汤。。

这这碗碗面面片片儿儿汤汤，，是是当当时时清清朝朝官官场场陋陋
习习最最好好的的写写照照：：雁雁过过拔拔毛毛，，层层层层揩揩油油，，人人
人人自自肥肥。。这这是是一一个个庞庞大大的的利利益益集集团团，，庞庞大大
到到皇皇帝帝想想喝喝一一碗碗便便宜宜的的面面片片儿儿汤汤，，都都会会
触触犯犯他他们们的的利利益益。。

道道光光傻傻到到不不知知道道其其中中猫猫腻腻吗吗？？起起初初，，
他他努努力力想想改改变变，，首首先先向向““陋陋规规””开开刀刀。。所所谓谓
““陋陋规规””，，是是清清朝朝官官员员在在少少得得可可怜怜的的““正正规规
收收入入””之之外外的的收收入入，，其其实实是是他他们们的的主主要要收收
入入，，名名目目繁繁多多，，有有征征税税的的““火火耗耗””、、征征粮粮的的
““羡羡余余””，，即即铸铸银银锭锭或或粮粮食食仓仓储储运运输输过过程程
中中的的损损耗耗，，提提前前向向老老百百姓姓收收取取的的一一块块，，按按

照照各各地地衙衙门门的的““老老规规矩矩””，，通通常常占占正正式式税税
收收的的 55%%至至 1155%%，，其其中中盈盈余余部部分分，，就就被被州州
县县官官据据为为己己有有，，康康熙熙曾曾无无奈奈地地说说：：““清清官官
并并非非一一文文不不取取民民间间，，否否则则无无法法应应付付开开支支。。
州州县县官官若若只只取取一一分分火火耗耗，，便便是是好好官官。。””

除除了了““火火耗耗””““羡羡余余””外外，，更更多多的的是是各各
种种各各样样的的送送礼礼：：凡凡办办事事的的必必送送礼礼；；逢逢年年过过
节节，，下下级级必必给给上上级级送送礼礼，，地地方方的的必必给给京京官官
送送礼礼，，门门生生必必给给考考官官、、学学官官送送礼礼————有有些些
官官员员完完全全是是为为了了搞搞小小圈圈子子拜拜师师的的。。送送礼礼
名名目目繁繁多多：：““节节寿寿礼礼””““程程仪仪””““卯卯规规””““别别敬敬””
““门门生生礼礼””““炭炭敬敬””““冰冰敬敬””…………““炭炭敬敬””，，是是冬冬
季季地地方方官官给给京京中中大大臣臣的的礼礼；；““冰冰敬敬””，，则则是是
为为消消暑暑而而送送的的礼礼。。时时人人记记载载：：““大大小小京京官官，，
莫莫不不仰仰给给于于外外官官之之别别敬敬、、炭炭敬敬、、冰冰敬敬。。””

绞绞尽尽脑脑汁汁敛敛财财，，成成为为清清朝朝官官场场心心照照
不不宣宣的的““潜潜规规则则””，，严严重重败败坏坏了了官官场场生生态态
与与社社会会风风气气。。《《清清宣宣宗宗实实录录》》记记载载了了一一种种
叫叫““签签子子钱钱””的的““发发明明””：：民民间间向向官官府府递递交交
诉诉状状，，衙衙役役得得到到费费用用才才会会接接收收。。比比如如安安徽徽
阜阜阳阳县县的的门门房房、、签签押押房房，，每每收收一一呈呈文文要要制制
钱钱 44550000文文，，称称为为““签签子子钱钱””，，有有的的还还加加倍倍
索索取取，，叫叫““双双签签子子””。。

道道光光痛痛感感这这样样下下去去不不行行啊啊，，他他刚刚即即
位位，，就就授授意意军军机机大大臣臣英英和和上上奏奏：：将将各各省省陋陋
规规逐逐一一查查清清，，分分别别应应存存或或者者应应当当革革除除，，规规
定定下下来来加加以以限限制制。。在在他他即即位位半半个个月月后后，，连连
发发两两道道诏诏令令，，措措辞辞严严厉厉，，向向““陋陋规规””开开刀刀。。

但但是是，，上上谕谕发发出出不不久久，，官官僚僚们们纷纷纷纷反反
对对，，各各种种各各样样的的理理由由，，貌貌似似处处处处为为皇皇帝帝着着
想想，，事事实实上上是是要要坚坚决决维维护护自自己己的的利利益益。。道道
光光缺缺乏乏跟跟整整个个官官僚僚集集团团死死磕磕的的勇勇气气，，怂怂
了了。。三三个个月月后后，，他他下下命命停停止止清清查查，，并并自自我我
检检讨讨，，然然后后还还把把责责任任推推到到英英和和身身上上，，把把他他
赶赶出出军军机机处处。。这这样样一一来来，，官官员员们们就就明明白白了了
道道光光的的底底牌牌。。在在道道光光一一朝朝，，陋陋规规愈愈发发严严
重重，，吏吏治治不不可可救救药药。。

这这个个缺缺乏乏勇勇气气也也缺缺乏乏能能力力的的皇皇帝帝，，
接接下下来来做做了了各各种种努努力力，，出发点很好，但都
无法坚持。。比比如如漕漕运运和和盐盐政政弊弊端端重重重重，，直直
接接影影响响到到了了国国家家的的财财政政税税收收。。道道光光下下了了
决决心心，，改改漕漕运运为为海海运运，，推推行行票票盐盐法法代代替替原原
来来的的行行盐盐之之法法，，但但遭遭到到众众多多官官员员反反对对和和
阻阻挠挠，，改改革革半半途途而而废废。。

今今日日读读史史，，还还能能读读出出道道光光频频频频受受挫挫
之之后后无无奈奈的的叹叹息息：：““算算了了…………””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凑合着过，成了道光后来的常
态。。

三

道道光光遇遇到到最最大大的的挑挑战战，，就就是是鸦鸦片片战战
争争，，这这也也是是他他一一生生无无法法释释怀怀的的痛痛。。

但但清清朝朝在在鸦鸦片片战战争争中中的的失失败败，，是是注注
定定的的，，因因为为当当时时中中国国已已经经远远远远落落后后于于英英
国国，，从从某某种种程程度度上上来来说说，，道道光光是是在在替替他他的的

爷爷爷爷和和爸爸爸爸背背锅锅————清清朝朝之之落落后后于于世世
界界，，是是从从貌貌似似盛盛世世的的乾乾隆隆开开始始的的。。

今今天天读读鸦鸦片片战战争争史史，，是是无无穷穷的的痛痛心心：：
面面对对敌敌人人，，当当时时中中国国官官兵兵的的抵抵抗抗不不可可谓谓
不不英英勇勇，，但但冷冷兵兵器器时时代代的的武武器器与与战战争争思思
维维，，注注定定了了在在完完成成工工业业革革命命的的英英国国入入侵侵
者者的的军军舰舰与与火火枪枪前前，，只只能能是是一一次次又又一一次次
的的惨惨败败。。

相相关关史史料料记记载载中中，，充充斥斥着着道道光光皇皇帝帝
的的焦焦虑虑，，他他对对一一个个又又一一个个派派往往前前线线的的重重
臣臣寄寄予予厚厚望望，，最最终终失失望望透透顶顶。。后后人人读读史史，，
能能够够读读出出当当时时道道光光的的无无奈奈————无无人人可可
用用。。

与与战战争争失失败败紧紧密密相相连连的的，，是是清清廷廷的的
外外交交失失败败。。两两种种失失败败交交织织在在一一起起，，鸦鸦片片战战
争争最最终终以以中中国国付付出出惨惨重重成成本本告告一一段段落落，，
并并由由此此打打开开了了列列强强纷纷至至沓沓来来、、轮轮番番勒勒索索
的的““潘潘多多拉拉魔魔盒盒””。。事事实实上上，，一一直直到到道道光光年年
代代，，清清朝朝没没有有专专门门的的外外交交机机构构，，更更没没有有职职
业业的的外外交交人人员员。。无无论论是是养养尊尊处处优优的的满满族族
王王公公，，还还是是饱饱读读诗诗书书的的汉汉族族重重臣臣，，基基本本上上
都都不不知知道道怎怎么么跟跟洋洋人人打打交交道道，，他他们们最最常常
用用的的手手法法，，就就是是““忽忽悠悠””，，一一边边忽忽悠悠英英国国
人人，，一一边边忽忽悠悠皇皇帝帝。。

这这种种忽忽悠悠精精神神，，由由来来已已久久。。早早在在乾乾隆隆
朝朝，，英英国国外外交交使使团团万万里里迢迢迢迢过过来来，，本本是是中中
国国一一次次打打开开大大门门的的好好机机会会，，却却因因为为清清廷廷
的的自自大大与与保保守守而而错错失失。。当当时时清清朝朝官官员员要要
求求英英国国使使者者下下跪跪，，后后者者坚坚决决不不同同意意，，无无奈奈
之之下下，，只只能能忽忽悠悠乾乾隆隆说说：：洋洋人人腿腿脚脚不不能能打打
弯弯，，所所以以不不能能下下跪跪。。

此此类类荒荒谬谬说说法法，，居居然然成成功功忽忽悠悠了了清清
朝朝几几代代人人，，待待到到鸦鸦片片战战争争爆爆发发前前夕夕，，钦钦差差
大大臣臣林林则则徐徐给给道道光光皇皇帝帝的的一一折折奏奏章章中中
说说：：就就算算英英国国人人真真诉诉诸诸武武力力，，也也没没什什么么可可
怕怕的的，，他他们们的的军军舰舰和和枪枪炮炮确确实实厉厉害害，，但但英英
国国兵兵都都有有生生理理缺缺陷陷，，腿腿脚脚都都不不能能打打弯弯，，肉肉
搏搏战战肯肯定定不不是是咱咱们们对对手手…………严严重重误误导导了了
道道光光。。林林则则徐徐堪堪称称当当时时““第第一一能能吏吏””，，算算是是
跟跟外外国国人人打打交交道道颇颇多多之之人人，，仍仍然然照照样样有有
此此误误解解，，遑遑论论其其他他人人了了。。

不不了了解解世世界界，，也也不不愿愿意意了了解解世世界界。。等等
到到强强敌敌打打上上门门来来，，只只能能按按着着惯惯性性思思维维与与
经经验验主主义义来来处处置置，，殊殊不不知知自自己己已已整整整整落落
后后一一个个世世纪纪！！

道道光光起起初初还还以以为为这这不不过过又又是是一一场场平平
定定南南疆疆张张格格尔尔叛叛乱乱的的战战争争，，没没想想到到越越打打
越越不不对对劲劲，，气气急急败败坏坏之之余余，，他他罢罢黜黜了了林林则则
徐徐，，但但继继任任者者能能力力跟跟林林则则徐徐相相比比，，差差了了不不
知知多多远远。。在在整整个个战战争争中中，，道道光光与与他他的的大大臣臣
们们，，始始终终在在““战战””与与““和和””之之间间摇摇摆摆。。真真真真假假
假假的的消消息息，，让让道道光光的的情情绪绪，，如如同同过过山山车车一一
般般大大喜喜大大悲悲、、大大起起大大落落。。比比如如，，11884411年年 77
月月，，奕奕山山在在广广州州谎谎称称取取得得胜胜利利，，道道光光大大
喜喜，，没没有有核核实实真真伪伪，，迫迫不不及及待待地地再再次次下下令令
各各省省撤撤防防，，结结果果英英军军随随后后发发起起新新一一轮轮进进

攻攻，，清清军军来来不不及及重重新新布布防防，，吃吃了了大大亏亏。。
今今天天读读史史，，很很纳纳闷闷当当年年的的大大清清重重臣臣，，

居居然然如如此此敢敢于于跟跟皇皇帝帝和和洋洋人人忽忽悠悠、、捣捣浆浆
糊糊。。他他们们有有能能吏吏也也有有庸庸臣臣，，但但置置身身于于这这种种
武武器器与与理理念念完完全全不不在在一一个个层层面面的的战战争争，，
无无论论能能干干与与否否，，脑脑子子里里都都是是一一团团浆浆糊糊，，只只
能能捣捣浆浆糊糊，，捱捱过过一一段段算算一一段段，，应应付付一一时时算算
一一时时。。

最最具具嘲嘲讽讽的的是是，，最最终终与与英英国国人人取取得得
外外交交突突破破的的，，居居然然是是一一个个仆仆人人。。此此人人名名叫叫
张张喜喜，，是是钦钦差差大大臣臣伊伊里里布布的的家家丁丁，，此此人人有有
勇勇有有谋谋有有口口才才有有颜颜值值，，当当清清廷廷陷陷入入打打又又
打打不不过过、、谈谈又又不不会会谈谈而而且且没没人人敢敢去去谈谈的的
困困境境时时，，张张喜喜挺挺身身而而出出，，““慷慷慨慨请请行行””，，他他
顶顶着着一一个个六六品品顶顶戴戴的的虚虚衔衔，，成成了了历历史史上上
罕罕见见的的““家家丁丁使使臣臣””，，小小人人物物就就这这么么神神奇奇
地地走走上上了了历历史史大大舞舞台台，，时时在在 11884400 年年 1100
月月 2255 日日。。

张张喜喜是是天天津津人人，，口口才才好好，，脑脑瓜瓜灵灵活活，，
与与英英国国人人交交涉涉起起来来，，有有理理有有节节，，不不卑卑不不亢亢
不不啰啰嗦嗦。。英英国国人人之之前前打打交交道道的的中中国国官官员员，，
要要么么傲傲慢慢无无礼礼，，要要么么就就是是说说话话丝丝毫毫不不管管
用用也也不不负负责责任任的的大大忽忽悠悠，，因因此此对对张张喜喜印印
象象颇颇好好。。总总之之这这是是一一个个鸦鸦片片战战争争版版的的““晏晏
子子使使楚楚””，，几几经经周周折折，，化化解解危危机机。。但但清清廷廷官官
员员的的特特点点就就是是糊糊涂涂与与抢抢功功，，张张喜喜被被他他们们
甩甩到到一一边边，，然然后后又又搞搞出出英英军军进进攻攻南南京京的的
危危机机。。无无奈奈之之下下，，再再次次请请出出张张喜喜，，理理由由是是
江江南南百百万万苍苍生生都都在在等等着着你你力力挽挽狂狂澜澜，，就就
连连洋洋人人都都说说为为啥啥张张老老爷爷不不来来，，都都等等着着他他
来来和和谈谈呢呢。。在在和和谈谈桌桌上上，，张张喜喜硬硬把把 33000000
万万两两赔赔款款砍砍价价砍砍到到了了 22110000万万两两…………但但
在在最最后后阶阶段段的的谈谈判判中中，，张张喜喜利利用用价价值值已已
完完，，被被官官老老爷爷们们给给踢踢开开了了，，最最后后签签约约成成
功功，，论论功功行行赏赏，，张张喜喜好好象象不不存存在在一一般般了了。。

对对付付不不了了外外国国人人，，但但对对付付老老百百姓姓，，这这
些些官官僚僚还还是是很很有有办办法法的的。。

四

道道光光的的失失败败，，跟跟他他重重用用两两个个““模模棱棱宰宰
相相””，，也也脱脱离离不不了了干干系系。。

““模模棱棱宰宰相相””来来源源于于““遇遇事事模模棱棱，，缄缄口口
不不言言””，，一一个个““模模棱棱宰宰相相””叫叫曹曹振振镛镛，，此此人人
能能力力平平庸庸，，却却能能在在中中枢枢工工作作 5544年年，，堪堪称称
““不不倒倒翁翁””，，死死后后还还混混了了一一个个““文文正正””
的的超超牛牛谥谥号号，，但但在在《《清清史史稿稿》》中中，，他他的的
传传记记只只有有区区区区 770000字字————实实在在没没什什么么光光
辉辉事事迹迹可可写写。。他他做做官官的的秘秘诀诀是是：：““多多磕磕头头、、
少少说说话话。。””其其意意是是没没有有摸摸清清皇皇帝帝心心思思时时，，
坚坚决决闭闭嘴嘴，，只只磕磕头头，，不不说说话话，，等等到到领领悟悟出出
皇皇帝帝的的真真正正想想法法，，便便循循着着他他的的思思路路，，顺顺水水
推推舟舟，，讨讨他他欢欢心心。。

此此人人是是个个好好演演员员，，见见到到道道光光倡倡导导俭俭
朴朴之之风风，，便便穿穿得得破破破破烂烂烂烂的的，，裤裤子子上上缝缝了了
两两个个补补丁丁，，道道光光一一看看：：哇哇，，你你的的补补丁丁还还比比
我我多多一一个个呢呢，，真真是是不不错错，，便便为为他他题题词词““恭恭
俭俭惟惟德德””。。在在曹曹振振镛镛的的带带领领下下，，京京城城一一时时
间间破破旧旧二二手手衣衣服服成成为为抢抢手手货货，，物物价价给给哄哄
抬抬起起来来，，一一件件破破衣衣服服的的价价格格，，居居然然超超过过了了
新新衣衣服服。。道道光光力力刹刹奢奢靡靡之之风风，，结结果果完完全全成成
了了形形式式主主义义。。

演演演演戏戏倒倒也也罢罢了了，，曹曹振振镛镛还还做做了了不不
少少纯纯粹粹取取悦悦皇皇帝帝、、完完全全罔罔顾顾原原则则的的事事。。比比
如如，，道道光光即即位位后后，，要要批批阅阅大大量量奏奏折折，，夜夜以以
继继日日，，都都看看不不过过来来，，又又不不得得不不看看，，苦苦不不堪堪

言言。。曹曹振振镛镛观观察察之之后后，，建建议议说说：：现现在在天天
下下太太平平，，大大臣臣们们好好作作危危言言，，指指陈陈朝朝政政的的
过过失失，，以以博博得得赞赞誉誉表表扬扬。。若若是是治治他他们们的的
罪罪，，则则皇皇上上会会蒙蒙上上拒拒谏谏的的名名声声。。今今后后所所
有有奏奏章章，，皇皇上上不不用用遍遍阅阅，，只只要要选选择择其其中中
一一些些最最小小的的错错误误用用朱朱笔笔抹抹出出，，谴谴责责奏奏
折折臣臣子子，，让让群群臣臣传传阅阅。。那那么么所所有有大大臣臣都都
会会被被皇皇上上的的圣圣明明所所震震慑慑，，以以为为皇皇上上明明
察察秋秋毫毫，，细细微微不不遗遗，，一一定定不不敢敢肆肆意意擅擅
奏奏，，懈懈怠怠从从事事。。

道道光光正正想想如如何何解解脱脱呢呢，，就就信信了了曹曹
振振镛镛的的话话，，开开始始化化身身为为校校对对，，专专注注于于改改
错错别别字字，，常常常常从从奏奏折折中中吹吹毛毛求求疵疵挑挑出出
极极小小的的错错误误，，给给予予上上奏奏者者罚罚俸俸降降革革等等
严严厉厉惩惩处处。。这这么么一一来来，，从从此此朝朝臣臣们们
““皆皆矜矜矜矜小小节节，，无无敢敢稍稍纵纵，，语语多多吉吉
祥祥，，凶凶灾灾不不敢敢入入告告。。””不不敢敢因因为为一一些些
错错别别字字或或者者语语法法错错误误给给弄弄得得又又是是降降级级
又又是是罚罚款款的的了了，，慷慷慨慨激激昂昂的的少少了了，，提提批批
评评意意见见的的少少了了，，数数量量也也大大大大减减少少了了，，而而
且且多多是是报报喜喜不不报报忧忧。。

这这个个后后果果，，当当然然很很严严重重。。清清人人笔笔记记
《《名名人人逸逸事事》》中中有有篇篇文文章章叫叫《《曹曹振振镛镛之之
误误清清》》，，上上面面写写道道：：曹曹振振镛镛鸡鸡蛋蛋里里挑挑骨骨
头头，，箝箝制制人人心心，，让让天天下下人人不不得得发发挥挥各各自自
的的聪聪明明才才智智，，造造成成一一个个不不痛痛不不痒痒的的天天
下下，，““厌厌厌厌无无生生气气，，皆皆曹曹振振镛镛所所造造成成
也也。。””还还说说，，因因为为报报喜喜不不报报忧忧，，使使得得太太平平
天天国国起起事事的的消消息息，，没没能能及及时时传传上上来来，，
““洪洪杨杨猝猝发发，，几几至至亡亡国国，，罪罪过过极极大大。。””

道道光光一一朝朝，，一一方方面面是是无无人人可可用用，，另另
一一方方面面，，大大量量有有才才华华的的人人被被压压制制，，比比如如
龚龚自自珍珍，，他他有有才才华华有有见见识识有有能能力力有有抱抱
负负，，却却被被主主持持殿殿试试的的曹曹振振镛镛““以以楷楷法法不不
中中程程，，不不列列优优等等””为为由由，，也也就就是是楷楷体体字字
写写得得不不规规整整这这个个理理由由，，将将他他置置于于三三甲甲
开开外外。。龚龚自自珍珍此此后后仕仕途途多多坎坎坷坷，，愤愤懑懑之之
下下，，发发出出了了““我我劝劝天天公公重重抖抖擞擞，，不不拘拘一一
格格降降人人才才””的的悲悲鸣鸣。。

曹曹振振镛镛死死后后，，继继任任者者又又是是个个““模模棱棱
宰宰相相””：：穆穆彰彰阿阿。。此此人人比比曹曹振振镛镛更更擅擅长长
揣揣测测道道光光皇皇帝帝的的心心理理，，察察颜颜观观色色，，顺顺着着
皇皇帝帝的的心心意意说说。。鸦鸦片片战战争争爆爆发发后后，，林林则则
徐徐主主持持广广东东，，英英国国人人讨讨不不到到便便宜宜，，兴兴军军
北北上上，，直直逼逼南南京京城城下下，，道道光光慌慌了了，，对对林林
则则徐徐的的态态度度也也有有了了改改变变，，穆穆彰彰阿阿窥窥测测
到到道道光光帝帝““意意移移厌厌兵兵””，，便便以以““开开兵兵衅衅””
的的罪罪名名加加给给林林则则徐徐，，主主张张向向英英国国侵侵略略
者者求求和和，，促促使使道道光光帝帝““罢罢林林则则徐徐，，以以琦琦
善善代代之之””。。

穆穆彰彰阿阿也也手手握握重重权权岿岿立立不不倒倒许许多多
年年，，一一直直到到道道光光驾驾崩崩、、咸咸丰丰继继位位，，才才把把
他他干干掉掉，，咸咸丰丰对对他他的的评评价价是是：：““保保位位贪贪
荣荣，，妨妨贤贤病病国国。。小小忠忠小小信信，，阴阴柔柔以以售售其其
奸奸；；伪伪学学伪伪才才，，揣揣摩摩以以逢逢主主意意…………””

有有清清一一朝朝，，曹曹振振镛镛、、穆穆彰彰阿阿不不算算贪贪
官官，，也也没没有有什什么么特特别别的的恶恶行行，，但但这这种种不不
负负责责任任、、糊糊弄弄忽忽悠悠的的庸庸官官、、““巧巧官官””，，危危
害害性性并并不不比比贪贪官官小小。。活活该该道道光光倒倒霉霉，，他他
的的执执政政生生涯涯，，被被两两个个庸庸官官、、““巧巧官官””无无缝缝
衔衔接接，，怎怎能能不不失失败败？？

五

道道光光的的失失败败，，是是他他个个人人的的失失败败，，也也
是是中中国国封封建建制制度度的的失失败败。。他他身身处处一一个个摇摇
摇摇欲欲坠坠、、朽朽烂烂不不堪堪的的大大厦厦，，没没有有勇勇气气也也
没没有有能能力力去去大大动动土土木木加加固固与与重重建建，，只只能能
修修修修补补补补，，注注定定了了他他一一生生累累而而无无效效。。

历历史史对对他他唯唯一一的的安安慰慰是是：：没没有有让让
他他活活着着看看到到太太平平天天国国运运动动的的爆爆发发。。

“勤俭”的道光，有心扶清为何无力回天时时空空走走廊廊

陆陆波波岸岸

那一年，二叔站在石阶上一句一叮咛，
要我好好读书，学业有成走出大山放飞梦
想。没想到，也是那一年，没等我学业完成，
二叔就去了远方，空留石阶露冷，怀思无限。

二叔是一个极其平凡的人，平凡得像
大山里一颗随处可见、非常不起眼的小石
子。但是，二叔这颗“小石子”命途多舛，人
生的肌肤满是辛酸坎坷的皱褶。

在那场浩劫风雨中，我祖父生命之花
早早凋零。那一年，我父亲十五岁，二叔十
二岁。兄弟俩被迫辍学，带着他们的四个弟
妹，跟着我祖母撑起风雨飘摇的家。

每天，他和我父亲一起，跟着生产队的
大人下地干活挣工分，用幼稚的双肩挑起
养家糊口的重担。后来，他和我父亲一起学
会做木工活，白天下地干农活，晚上挑起油
灯做木工。连续几个晚上加班打制一个木
箱子，然后扛着走七八个小时的山路到集
市上去卖，换四五块柴米油盐钱。

从我记事起，二叔就一直这样为生活
奔波，甚至到生命的终点都没有停歇半刻。
在家里，他面朝黄土背朝天，日未出而作，
日已落未息；在外面，他顶着烈日冒着风
雨，依靠自己的双手在工地上，一分一毫地
挣着养家糊口的血汗钱。

二叔早早辍学，读书是他心中永远的
痛。这个痛他嘴里说不出，只好暗暗把希望
寄托在我们的身上，希望我们能多读书，学
到更多的知识，不吃没有文化的亏。

我刚刚入学那阵子，总不想上学，一到
上学时间就又哭又闹赖着不出门。那时候，
我父亲不在家，二叔便担负送我上学的重
任。每天早上上学时间，二叔准时从他家翻
过一个山坳来到我家，在布满杂草的羊肠小
道上，连哄带逼背着我一步一步往学校赶。

到了学校，他担心我中途逃跑回家，又在
教室外面守着我好一阵子才回家。

在差不多一周的时间里，他每天都
这样送我上学。后来，每当我不想上学的
时候，只要母亲说一声“不去上学，就叫
你二叔来”，我便乖乖地背着书包出门。

后来，我上了高中，二叔非常高兴。
每逢节假日回家，二叔都要抽空到家坐
一坐，问问我在校的生活学习情况，语重
心长地叮嘱我一定要好好学习，争取考
上大学。

上高三的那年寒假，我回家发现二
叔讲话声音沙哑得很厉害。他告诉我说，
最近得了感冒，喉咙沙哑一个多月了，拿
了点药，一直没有好。我家杀年猪那天，
二叔忙到一半就感觉浑身无力，黄豆粒
大小的汗珠一颗连着一颗从他消瘦的面
颊往下淌。

晚饭时，我和家里人都劝他赶紧去
医院看看。春节后，二叔自己去了一趟县
医院检查。医生告诉他，他这个病要到大
城市大医院去看才行。二叔明白了医生
的话，明白了自己的病情，也明白自己的
家底。他回家后，把医生的话深深埋在心
里，不跟任何人说。直到二婶一再问他，
他才把实情和盘托出。

堂哥得知后，从外地赶回来带二叔
再次到县医院检查。那个晚上，我放学后
到他们寄宿的亲戚家去看望他。一个多

月没见，二叔消瘦了很多，声音沙哑得更
厉害，很多话根本说不出来。

晚饭时，二叔咽东西很吃力，几次因
食物无法咽下不得不到卫生间呕吐。每
次回到饭桌，他都是两眼泪水汪汪，消瘦
的手不停擦着额头豆粒大的汗珠。看着
以前有说有笑的二叔变成这个样子，我
心头阵阵酸楚，心如刀割。

我准备回学校时，二叔起身送我。他
平静地安慰我说：“二叔的病会慢慢好起
来的。过一段时间，我还要到大医院去看
看。你到学校后要安心读书，不要担心我
的身体。二叔现在困难，真的没什么给
你……”还嘱咐堂哥给我回校的车费。

两个月后，我回家看二叔时，他病情
更加重了，但还干点轻松的农活和家务。
那年祭祖由二叔筹办。我劝他好好休息
一下，这些事我们来做就可以了。他笑着
说，不要紧，这些小事还可以做，身体还
吃得消，别人家红白喜事都是他里里外
外帮忙，自己家的事自己不做心里不踏
实。

傍晚，我辞别回家时，二叔把我送到
大门外的石阶上，用沙哑的声音吃力地
安慰我说：“你好好去读书吧，不要担心
我的病。我想，慢慢吃药，我的病还是会
好的。”

走到石阶下，我回头叫他回到屋里
去，他向我轻轻挥手说：“下雨天，山路石

头滑，慢慢走，上学要注意安全。”
我转身走了。此后几次回头，二叔依

然站在石阶上目送着我，久久不愿回到
屋里去。三月的大山烟雨迷蒙，回望二叔
的视线一阵比一阵模糊，但二叔在我心
中的形象却越来越清晰——— 他总是那样
的和蔼，那样的慈祥，将全部的疼爱与期
望倾注在我们晚辈的身上。

我不知道，我消失在那个烟雨迷蒙
的坳口多久，二叔才肯转身回到屋里去。
第二天，我天还没亮就上学去了。车子摇
摇晃晃将我送出山外，心里却无论如何
放不下大山里重病缠身的二叔。没想到，
无数的祈祷和日夜的牵挂，两个多月后
化为噩耗，那次石阶相送竟成了永诀。

那个大山烟雨凄迷的四月，四十五
岁的二叔走了，卸下一身的病痛，揣着无
限的不舍，一个人孤零零地走了。我赶到
家时，已是第二天傍晚。在阴阳两隔的二
叔面前，我虔诚下跪三叩首，泣不成声，
泪如雨下，久久不愿站起，久久不能站
起。

半年后，我怀揣着大学录取通知书，
点着火把踏着秋露清霜走出大山。当路
过二叔屋后，凝望他长眠之地时，几度驻
足，泪眼婆娑。我终于出山上大学了，当
年背我上学一心想看到我读书有出息的
二叔却不在了，心中有着说不出的哀伤
与悲痛。

二叔已经走了整整十九个年头。十
九年来，每次回家看到那空荡荡的石阶，
我都情不自禁想起二叔，想起二叔最后
一次依依不舍目送我的情景。

月夜有魂还入梦，仙山无鹤可回乡。
又是一年清明节，我不知道在世间没有
享过一天清福的二叔在那边是否安好，
也不知道生前心心念念盼着晚辈长大的
二叔是否知道我们现在已经成人，只好
在这漫漫长夜让思绪穿越天地时空，让
无限怀思变成行行浸满泪水的文字，再
一次深深怀念我的二叔。

石阶露冷往往事事

李李复复生生、、郑郑鹏鹏

村庄坐落在丘陵上，向西走三里
土路是著名的将领孙立人的故
里——— 安徽庐江县金牛镇孙庄，向北
十里土路是著名的晚清北洋海军提
督丁汝昌的故里——— 石头镇丁坎村。
我的老家东南西三面几里至十几里
皆有小山，密匝的村落如一颗颗珍珠
镶嵌在高低起伏的田野上，一条条或
窄或宽的田埂如蜘蛛丝把大地分割
成大大小小的田地。那宽的田埂便是
通向外面世界的路。

小学在村子的东面，走过一条
河埂，再走一节田埂，从出家门到进
教室不到一里地。晴天路上是土，雨
天两脚是泥。那种黄泥又粘又滑，一
不小心就会摔倒，一摔倒衣服上沾
的都是黄泥，回到家爸爸妈妈常常
一顿责骂，以为是打架打在身上的
泥。

到了中学那就更惨了，五里的
土路要走近一个小时，坑坑洼洼，高
低不平，越小沟、跨小桥，不能骑自
行车，只能步行，泥、沙、石子经常从
脚后跟跑进鞋子里。晴天，几个人背
着书包，在小路上快跑飞奔，你追我
赶。雨雪天，路上既湿且滑，不能快
步，亦不能大步，只能踩实一脚一步
往前。最怕是的冬天路上结冰，一不
小心就摔个四脚朝天，屁股生痛。

寒冬时节，路边的枯草瑟瑟发
抖，四野苍茫，一片萧杀。春天来临，
万木复苏，鸭子嬉戏在水中，小草吐
出青绿嫩芽，紫红色红花草长满了
田野，把大地铺成一幅美丽的地毯。
待到清明将至，金黄的油菜花把天

地染得明媚而灿烂，女同学穿着花
衣穿行在小路上，仿佛一幅画飘动
在天地之间。

父辈们挑着满箩筐的稻子，走
在世代走过的小路上，汗水留过面
颊，留过脊背，滴在脚下的泥土中。
母亲们瘦弱的肩膀也压上了生活的
重担。多么希望有一条又宽又平的
通街大道。

2003年初，政府拨款为我们弯
树村修建乡村公路，村里顿时沸腾
了。修路期间，男女老少手拿肩挑、
铲土搬石，每个人都想出一份力。这
条沙石路宽六七米，从村南出发弯
弯曲曲，经过一里外的于圩村，总长
四里多，连接从镇里通向县城的主
路。这是弯树村历史上第一条通向
外界的公路，村人结束了祖祖辈辈
走田间小路的历史。骑着自行车行
驶在沙石路上，车轮发出沙沙的愉
快声，清风在耳边飞扬。

几年过去，沙石路突然摇身一
变，变成了宽阔平坦的水泥路。小汽
车第一次行驶在村头，行驶到家门
口。逢年过节，水泥路上车辆如织，
在外工作的、打工的，驾着各种各样
的小轿车回到村里。田里的稻谷、农
家养的土鸡载在小四轮、摩托车上，
销往集镇县城。村人从此告别手提
肩挑、翻山越岭的辛劳。

现在这条水泥路和其它乡村公
路相连相通，从两个方向分别通向
镇里和县城。金牛镇则有东西南北
四个方向五条公路通往外界。从镇
里开车不过一二十分钟便可从南北
两个方向到达通向省城合肥的高速
公路，真是日行千里，天堑变通途。

两大名将故乡的路

二叔是一个极其平凡的人，平凡得像大山里一颗随处
可见、非常不起眼的小石子。但是，二叔这颗“小石子”命途多
舛，人生的肌肤满是辛酸坎坷的皱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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