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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JINRI LINHJINRI LINHAI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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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想再一次去天坛瞧
瞧，是因为想证实内心深处的那
一缕记忆。

从城隍庙拾级而上，穿过参
天古柏，越过千年古樟，便步入长
城，往左旋而不久，天坛跃进眼
帘。

与北京的天坛相比，只是在
规模上少了点而已，圆形的建筑
象征着“天圆”，由3层石台围成，
每层各有9级台阶，围栏的栏板数
都是9的倍数，顶层正中间的圆形
汉白玉应该是“太阳”，围绕着“太
阳”四周的扇形石条，第一圈是9
块，外一圈18块，再外一圈27块，
共9圈，最外圈是81块，符合我国

“九九归一”的思想理念。
在我国，九是一个极数，意思

是龙，代表着天。皇帝就有“九五
至尊”的称谓。而天坛，绝不是民
间的祭祀，它的存在，与皇帝有
关。也就是说，有天坛，必定是帝
王呆过的地方。

如果说以前与天坛的相遇是
一个邂逅，那么，这次就是专程的
拜访。不知多少次，我来回于长
城之中，都会与天坛不期而遇，但
一直没有过多的感叹。而今天，
望着眼前这位既年轻又苍老的天
坛，心中浮想翩翩。说它年轻吧，
这的确是近年新建的；说它苍老
吧，他的年龄有600多岁了。或
许，在一个极权国度里，是不容许
一个国家有第二座天坛出现的。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天坛曾一度
被谐音为“天臺”。

建筑是凝固的，历史能改变
这座建筑的外表，却改变不了它
的本真，正如边上的长城，蜿蜒在
临海山水之间的同时，向人们诉
说着历史，如同一道时间隧道，为
我们打开了时间之门。

时间穿越到600年前的元末，
随着民族矛盾加深，在台州，一个
叫方国珍的盐民因为仇家告发他
通寇，一怒之下他杀死仇人，与兄
弟逃亡海上，聚集数千人，揭竿起
义。随着势力的逐渐壮大，随着
朝廷的多次征剿，他多次击败元
军，却又多次降元；他多次与朱元
璋为敌，最后却向大明乞降而终
老南京。

对于方国珍，我似乎没有好
感，可能是缘于我们村的那段已
经早被遗忘的历史。

前几年，我在编著《善家洋村
志》时，搜索了大量资料，其中包
括该村修于清嘉庆元年（1796）的
《临海池氏宗谱》，其中就有一段
关于方国珍的事。据该书载，善
家洋池氏始居黄岩，元至正十二
年（1352），方谷（国）珍与泰不华
激战于黄岩滴水湾（史载为黄岩
澄江王林洋），泰部全军覆没，时
池氏先人有参军于政府军，全亡
于役。而池氏先人的聚居地就在
附近，被全村屠杀，谱上有名可查
的就有8人，其中端立公条下载

“民被戮，公与子及孙男女皆为所
害。”端方公条下载“（公）见伯与
兄多被戮，乃与子本敬等往死所

号哭收尸，亦为乱兵所害。”从中
可以看出，池氏在方国珍之乱中，
几近灭族之灾。正如其后光绪二
年重修池氏宗谱的《谱序》记载：

“时又遭方谷珍军，民涂戮，此际
不几，几于弦断莫续乎？”

由此可见，方国珍起事，首当
其害的不是元政府，而是老百姓。
老百姓是无辜的，他们没有办法也
没有能力保护自己。就像这些池
氏先祖，而史上这些早已被历史淹
没的无名氏，何止十亿计？

我不知道作为起义首领的方
国珍有没有想法，他是盐民出身，
应该懂得老百姓的疾苦。对于战
争带来的生灵涂炭，我想他不应
该无动于衷。如果他没有想法，
他就与历史上建立在老百姓人头
上的历代开国帝王无异。那么，
有没有史料证明方国珍的与众不
同之处呢？

历史是无情的，它记住的仅
仅是帝王将相和几个功高业大
的，这其中，方国珍只能算是抓住
了历史的末梢——《明史》对方国
珍之事有专门记载，尽管很少，但
加上当地流传的故事，也算是“流
芳百世”了。

至正十五年（1355），方国珍占
据台州、温州和庆元三府，实力已很
强大，其时朱元璋、张士诚、徐寿辉
皆已称王称帝。正在群雄纷争之
际，谋士张子善建议出兵北上，进取
中原。《明史卷一百二十三列传第十
一》载：“国珍既授官，据有庆元、温、
台之地，益强不可制……有张子善
者，好纵横术，说国珍以师溯江窥江
东，北略青、徐、辽海。”

另一谋士刘仁本却以为应当
保境安民，招贤纳士，兴儒学，修
水利，严刑法，以使境内百万生灵
能安居乐业。

我想，这期间，方国珍的内心
应该是矛盾的，他的手下，也应该
分成两种力量——挺张派和挺刘
派。这是关系到改变历史的问题，
成则王败则寇，台州的历史何去何
从，就在方国珍此时的一念间。

不能不说，方国珍是经历了
良久的思考。最终，他做出了选

择：“国珍（答张子善）曰：‘吾始志
不及此。’谢之去。”

拒绝了张子善，方国珍接受
了刘仁本“守望东南，保境安民”
的主张。台州学者戚学标写道：

“今庆元、温、台数百万生灵，不致
于尽困于方氏水火者，亦仁本之
潜消而默化之。”与其说是赞扬刘
仁本，不如说是赞誉方国珍。试
想，方不采纳刘之意见，刘能奈
何？不逞一时之雄，才是一个热
血男儿的真本色。

这一观点，与方国珍的滴水湾
一战大相径庭。或许，方国珍认识
到了战争的危害，认识到了自己一
味作战的后果。只有安民，才能取
得老百姓的拥护；只有保国，才能
取得生产力的发展。其后近十几
年，方国珍在政治上总是摇摆不
定，时而降元抗元，时而降明抗
明。但是，真正了解历史的人可能
都清楚，这种政治观点，降低的是
人品，得到的却是一方的安宁。

当然，我们可以设想方国珍接
受张子善建议的后果，无非是两
点：一是在与朝廷或地方势力的争
霸中身败名裂。这是最可能的一
种，试想，仅三府之地，以何资本与
人争霸？可以说是螂臂挡车。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方
国珍以其雄才大略统一了全国。

但无论是哪一种可能，倒霉的
不是某一个人，而是与任何一方势
力没有关系的老百姓，就如滴水湾
的这些无辜百姓。试想，如果是政
府赢了，老百姓就能安居乐业？我
想得打个问号。因此，窃以为，方
国珍的选择是正确的，至少，台州
的老百姓应该感谢这位“吾始志不
及此”的无志枭雄。

有了地盘，有了军队，有了
民，就可以称霸一方，就可以称王
称帝，这是历代起义者的写真。
方国珍有没有称王称帝，《明史》
没有记载。临海的地方研究者也做
出了多方的考证，最后认定方国珍
曾称王，曾建国号为“宋”，并建宫殿
于城隍庙——也就是我刚才上来的
地方，而且为了模仿历代帝王祭天
的习俗，建天坛于长城之上——就

是眼前的这座天坛。
至于方国珍的是非功过，近

人时有评论，有人说他是海寇，有
人说他是英雄，有人说他是小人，
有人说他是明主，有人骂他反复
无常，有人赞他保境安民。

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历
史系教授钱茂伟对各种史料进行梳
理、互证，认为：方国珍是有意识、有
限度地反抗元朝廷，始终没有与之
割裂的决心。每次反元，都是为了
更好地保存自己。不管招降与否，
他始终保有自己的军队。

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方
建新认为：方国珍是反元豪杰，极
大地鼓动了元末农民起义。他反
元、降元，主要是为保存自己的斗
争策略。

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龚
剑锋评价：“方国珍是保境安民的
乱世英豪。”

评论一个历史人物，不是看
他占有多少地盘，也不是看他创
造了什么历史奇迹，而是看他在
管理期间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如
何。不管怎么说，方国珍在统治
庆元、台州、温州期间，重视地方
经济发展，兴办学堂，修筑塘堤，
建造桥梁。在元末群雄纷争的年
代，方国珍的割据区内没有战乱，
百姓生活相对安定的。

然而，在那个战火纷起的年
代，要想出淤泥而不染，谈何容
易。你不想染指人家，但人家就不
会想起你手上的这块肥肉？然而，
方国珍做到了。我想，一方面，这
跟方国珍的政治立场分不开，他降
元反元，何尝不是为了自保？而

“自保”的本钱，除了军队，应该说，
跟临海的这座古城分不开。

江南古城，有着千年的历史，
它的存在，不是偶然的。历史上
几次全国性的拆城运动，只有它
笑傲江湖。方国珍建立“宋”，是
否得益于这座城，这不是我研究
的范畴。但我想，方国珍之所以
选中这座小城作为他的根据地，
建立了“皇宫”，肯定有他的道理，
他看中的是这座城的雄伟，看中
的是这座城的价值所在。

这座仅仅长约6公里的古城，
与方国珍一样，留给后人的是无限
的遐思。只要有它，历史上临海的
老百姓才能心安。而这座天坛的
存在，应该是临海历史上一段时间
内老百姓安居乐业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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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德十三年正德十三年（（15181518），），福建莆田人福建莆田人（（今莆田市荔城今莆田市荔城
区人区人））林俊林俊（（14521452——15271527，，字待用字待用，，号见素号见素、、云庄云庄））从四从四
川巡抚任上辞官已经长达川巡抚任上辞官已经长达77年年。。一天一天，，一个地方官一个地方官
来访来访，，两人相谈甚欢两人相谈甚欢，，共鸣不断共鸣不断，，许久方散许久方散。。

林俊是成化十四年林俊是成化十四年（（14781478））进士进士，，历任云南按察历任云南按察
副使副使，，南京右佥都御史兼督操江南京右佥都御史兼督操江，，湖广湖广、、四川巡抚等四川巡抚等
职职，，他为人刚直敢谏他为人刚直敢谏，，廉正忠诚廉正忠诚，，嫉恶如仇嫉恶如仇，，爱才如爱才如
渴渴。。77年前年前，，与总督洪钟意见不合与总督洪钟意见不合，，还得罪了一些太还得罪了一些太
监监，，因而遭受诬告和排挤因而遭受诬告和排挤。。他愤而辞官他愤而辞官，，毅然拒绝朝毅然拒绝朝
廷封赏廷封赏，，归隐林下归隐林下，，一晃就是一晃就是77个春秋个春秋。。后来重新启后来重新启
用用，，官至工部尚书官至工部尚书，，刑部尚书等职刑部尚书等职。。

当天的谈话当天的谈话，，令林俊感慨万端令林俊感慨万端，，想当年想当年，，他一时他一时
义愤义愤，，激流勇退激流勇退，，告别奋斗多年的官场告别奋斗多年的官场，，其实是想待其实是想待
时而动时而动。。可当天可当天，，与他交谈的地方官却大谈道学易与他交谈的地方官却大谈道学易
术术，，称自己已彻悟盛衰之道称自己已彻悟盛衰之道，，参透去就之理参透去就之理，，他的家他的家
族从未有过达官显贵族从未有过达官显贵，，没想到他们这一辈兄弟没想到他们这一辈兄弟77人人，，
其中有其中有33人高中进士人高中进士，，已经荣耀之极已经荣耀之极。。现在应该退现在应该退
居林下居林下，，留福于子孙后辈留福于子孙后辈，，而与渔夫耕叟相往还而与渔夫耕叟相往还，，安安
享晚年清福享晚年清福。。

林俊对他的消极想法进行了劝阻林俊对他的消极想法进行了劝阻，，但对方大概但对方大概
已知年寿不永已知年寿不永，，想学北宋大臣钱若水想学北宋大臣钱若水，，早避权位早避权位，，以以
安余生安余生。。因此去意已决因此去意已决，，如水赴壑如水赴壑，，不可挽回不可挽回。。这种这种

““缓流易退缓流易退””的想法的想法，，令他非常惊讶令他非常惊讶，，也很是感慨也很是感慨，，于于
是欣然为他写了一篇是欣然为他写了一篇《《缓流易退序缓流易退序》。》。

这位地方官就是福建按察司佥事秦礼这位地方官就是福建按察司佥事秦礼。。
秦礼秦礼（（14711471——15221522），），字从节字从节，，号樗庵号樗庵，，临海人临海人。。

弘治八年举人弘治八年举人，，十二年进士十二年进士，，历任常熟历任常熟、、铅山知县铅山知县，，改改
贵溪教谕贵溪教谕，，擢南京礼部主事擢南京礼部主事，，转刑部湖广司员外转刑部湖广司员外，，升升
福建按察司佥事福建按察司佥事。。

他为人他为人““性度淳厚性度淳厚，，貌如其心貌如其心”，”，为官为官““直道正性直道正性，，
执节不阿执节不阿”。”。

弘治十三至十五年弘治十三至十五年，，在常熟知县任上在常熟知县任上，，他他““政不政不
立异立异”，”，按照前任知县杨子器的规划按照前任知县杨子器的规划，，豪情满怀豪情满怀，，接续接续
奋斗奋斗，，不折腾不折腾、、不懈怠不懈怠、、不动摇不动摇，，不随意改变政策不随意改变政策，，使使
百姓得到生养百姓得到生养，，社会得以发展社会得以发展。。

他他““守官清慎守官清慎，，用法近宽用法近宽”，”，依法决事依法决事，，平心对人平心对人，，
不以个人好恶断事不以个人好恶断事，，更不以贵贱待人更不以贵贱待人，，受到百姓尊受到百姓尊
敬敬。。

他素性恬淡他素性恬淡，，不喜迎谒不喜迎谒，，更不喜欢他人盛帐迎更不喜欢他人盛帐迎
送送，，曾经感叹曾经感叹：“：“掠民以取媚掠民以取媚，，吾不忍为也吾不忍为也！”！”

他不畏权贵他不畏权贵，，严惩包庇罪犯的豪绅严惩包庇罪犯的豪绅。。因此因此，，得罪得罪
了不少权贵了不少权贵，，从而被人诬陷从而被人诬陷，，从相对富庶的江苏常熟从相对富庶的江苏常熟
县改任到比较偏远的江西省铅山县县改任到比较偏远的江西省铅山县。。

但群众的心里是雪亮的但群众的心里是雪亮的，，秦礼将常熟县治理得秦礼将常熟县治理得
和谐安定和谐安定，，井然有序井然有序，，在内得民心在内得民心，，在外有声誉在外有声誉。。在在

百姓心目中百姓心目中，，秦知县是好官秦知县是好官，，他们同情秦知县的远谪之屈他们同情秦知县的远谪之屈，，却爱莫能助却爱莫能助。。但幸但幸
好历史是由他们书写的好历史是由他们书写的，，他们发挥了强大的舆论力量他们发挥了强大的舆论力量，，将秦礼请入了名宦祠将秦礼请入了名宦祠，，
让他与其他历朝让他与其他历朝1616位名宦一起受人千古传颂位名宦一起受人千古传颂。。

上任铅山知县后上任铅山知县后，，秦礼并未沉沦秦礼并未沉沦，，而是而是““益自振饬益自振饬”，”，发奋自强发奋自强，，担当有为担当有为，，
在县东西两门各建在县东西两门各建““政通坊政通坊””和和““人和坊人和坊””一座一座，，宣告他以宣告他以““和平为治和平为治””的工作理的工作理
念和民本思想念和民本思想。。

秦礼重视教育秦礼重视教育，，正德六年正德六年（（15111511年年），），在复古派前七子的领袖人物在复古派前七子的领袖人物、、时任江时任江
西提学副使李梦阳的倡议下西提学副使李梦阳的倡议下，，两人一拍即合两人一拍即合，，决定由秦礼负责修复鹅湖书院决定由秦礼负责修复鹅湖书院。。
鹅湖书院位于上饶铅山县鹅湖镇鹅湖山麓鹅湖书院位于上饶铅山县鹅湖镇鹅湖山麓，，为古代江西四大书院之一为古代江西四大书院之一，，是著名是著名
的文化中心的文化中心。。尤其是南宋理学家朱熹与陆九渊等人的鹅湖之会尤其是南宋理学家朱熹与陆九渊等人的鹅湖之会，，成为中国儒成为中国儒
学史上一件影响深远的盛事学史上一件影响深远的盛事。。人们为了纪念人们为了纪念““鹅湖之会鹅湖之会”，”，在书院后建了在书院后建了““四贤四贤
祠祠”。”。

但到弘治年间但到弘治年间，，书院没落书院没落，，并被迁往地势险峻并被迁往地势险峻、、人迹罕至的鹅湖峰顶山人迹罕至的鹅湖峰顶山
上上。。秦礼见屋舍破败秦礼见屋舍破败，，文教不兴文教不兴，，十分着急十分着急。。在李梦阳的支持下在李梦阳的支持下，，他筹措资金他筹措资金，，
组织劳力组织劳力，，畚去毁砾畚去毁砾，，剪除宿秽剪除宿秽，，在书院故址上重建正堂五楹在书院故址上重建正堂五楹、、外门三楹外门三楹，，并于并于
泮池前立石坊一座泮池前立石坊一座，，使书院焕然一新使书院焕然一新，，被百姓称为知当务之急的君子被百姓称为知当务之急的君子。。这些遗这些遗
存至今都留传了下来存至今都留传了下来。。

秦礼还改建了铅山县儒学的大成殿秦礼还改建了铅山县儒学的大成殿，，礼祀朱熹等人礼祀朱熹等人，，使儒学复兴成为希使儒学复兴成为希
望望，，文教发展有了基石文教发展有了基石。。

除了能成事除了能成事，，秦礼还是个善成事的能吏秦礼还是个善成事的能吏，，这些修建工程这些修建工程，，都是在兴军讨伐都是在兴军讨伐
盗匪之余完成的盗匪之余完成的，，并没有增加百姓负担并没有增加百姓负担，，因此因此““惠爱在民惠爱在民”，”，颇得声誉颇得声誉。。

秦知县身居庙堂秦知县身居庙堂，，心忧生民心忧生民，，常熟和铅山两县百姓也将秦家视为当地人常熟和铅山两县百姓也将秦家视为当地人，，
所以两县县志都争着说是其子秦鸣雷的出生地所以两县县志都争着说是其子秦鸣雷的出生地，，且以此为荣且以此为荣。。

两任知县期间两任知县期间，，秦礼两遇父母之丧秦礼两遇父母之丧，，回家丁艰回家丁艰。。重出官场后重出官场后，，又恰遇宦官又恰遇宦官
刘瑾当权刘瑾当权，，郁抑不得志郁抑不得志，，还被贬为江西贵溪县还被贬为江西贵溪县敎敎谕一职谕一职。。刘瑾被推翻后刘瑾被推翻后，，从铅从铅
山县走出来的内阁首辅费宏率乡里士大夫向吏部请愿山县走出来的内阁首辅费宏率乡里士大夫向吏部请愿，，才将秦礼拉回了铅山才将秦礼拉回了铅山
再任知县再任知县，，后来到礼部后来到礼部、、刑部工作刑部工作。。正德十三年正德十三年（（15181518））二月二月，，升任福建按察司升任福建按察司
签事签事。。在任期间在任期间，“，“剔奸除蠹剔奸除蠹”，”，有铁面无私包青天的作风有铁面无私包青天的作风，，因此时人以因此时人以““包龙包龙
图图””比拟比拟，，称其为称其为““秦龙图秦龙图”。”。

在宦海打拼二十年在宦海打拼二十年，，正值宦官当道正值宦官当道，，时政日坏时政日坏，，许多官员都有藏剑于匣许多官员都有藏剑于匣、、待时而待时而
飞的想法飞的想法。。时人还流行时人还流行““人幼而人幼而学学，，壮而行壮而行，，老而休老而休，，古今之通义古今之通义，，君子之君子之全节也全节也””
的想法的想法，，因此因此，，秦礼与其兄秦文秦礼与其兄秦文都有思归之意都有思归之意，，秦文更是秦文更是早早33年就已辞官归里年就已辞官归里。。

嘉靖元年嘉靖元年（（15221522），），他向朝廷递交了辞职信他向朝廷递交了辞职信，，由于急于叶落归根由于急于叶落归根，，还没得到批还没得到批
准准，，就决然仓促上路就决然仓促上路。。可还没入浙江境内可还没入浙江境内，，便卒于福建崇安县便卒于福建崇安县，，年仅年仅5353岁岁。。

这路上的意外大概是他没有想到的这路上的意外大概是他没有想到的，，因为最快的回家线路不应该绕道到因为最快的回家线路不应该绕道到
武夷府的崇安县武夷府的崇安县。。我们只能猜想他还有到武夷山一游的夙愿我们只能猜想他还有到武夷山一游的夙愿，，以此与官场作以此与官场作
一次特殊的告别一次特殊的告别，，也有可能是与官场藕断丝连也有可能是与官场藕断丝连，，以退为进以退为进，，企望朝廷挽留企望朝廷挽留，，重新重新
委以重任委以重任。。

因此因此，，当我们再回看林俊当我们再回看林俊《《缓流易退序缓流易退序》》中所述秦礼的中所述秦礼的““缓流易退缓流易退””论论，，表面表面
是一位识时务是一位识时务、、知进退的俊杰知进退的俊杰，，底下藏着士大夫的无奈与纠结底下藏着士大夫的无奈与纠结。。所以林尚书才所以林尚书才
会为此心激神荡会为此心激神荡，，挥翰洒下悲凉与坦荡牵丝扳藤的一笔挥翰洒下悲凉与坦荡牵丝扳藤的一笔，，任读者品评想像任读者品评想像。。

秦礼去世之年秦礼去世之年，，秦鸣夏才秦鸣夏才1515岁岁，，秦鸣雷才秦鸣雷才55岁岁，，他没能看到子嗣们他没能看到子嗣们““长风上长风上
征征””的壮举的壮举，，但已经料到天不假年但已经料到天不假年，，作好为后辈留福的准备作好为后辈留福的准备。。自己虽然未能在自己虽然未能在

有生之年身居高位有生之年身居高位，，但死后也因秦鸣雷但死后也因秦鸣雷
而被朝廷封赠为礼部左侍郎而被朝廷封赠为礼部左侍郎，，足可含笑足可含笑

九泉九泉。。
秦礼德以秦礼德以

修身修身，，每有善每有善
政政，，著有著有《《蓄德蓄德
集集》》一书一书。。死死
后后，，入祀临海入祀临海
乡贤祠乡贤祠。。

秦
礼
：
﹃
秦
龙
图
﹄
的
归
隐
之
梦

□
林
大
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