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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國鵬 鄭亞鴻

《滿江紅》春節檔賺得盆滿缽滿 春節前後疫情兩重天
《滿江紅》是由張藝謀

執導，沈騰、易烊千璽、張
譯、雷佳音、岳雲鵬、王佳
怡領銜主演。

名導演加上大牌演員，
又選擇在大年初一首映。據
統計，僅上映6天，總票房

（含預售）就突破68億元人民幣。據說，
2019年，《流浪地球1》以46.86億元的票房
獲得當年春節檔冠軍，片方分賬17億元。

《滿江紅》一般認為是宋代抗金將領
岳飛的詞作。抒寫作者對中原淪陷的悲憤，
對前功盡棄的痛惜。作者表達了對民族敵人
的深仇大恨，對收復失地的殷切願望，對國
家朝廷的赤膽忠心。

由大導演張藝謀執導的《滿江紅》講
述了南宋紹興年間，岳飛死後四年，秦檜率
兵與金國會談。會談前夜，金國使者死在宰
相駐地，所攜密信也不翼而飛。一個小兵與
親兵營副統領機緣巧合被裹挾進這巨大陰謀
之中，宰相秦檜命兩人尋找兇手和真相的故
事•••••。

製作者躲開了秦檜殺死岳飛的橋段，
在許多人的認知中，秦檜是陷害岳飛等忠良
的大奸臣代表人物；而岳飛等重臣是誓死保
衛趙宋王朝大忠臣，他悲劇的命運，讓他成
了一種精神符號，「精忠報國」的決心，也
讓岳飛成為無數仁人志士心目中的偶像。

關於岳飛的死，近年來，隨著思想界
的解放，爭議越來越多。

有比較客觀的學者認為，岳飛只懂軍
事而不懂政治，總想迎回「二帝」，恢復正
統。而這犯下大忌，是對宋高宗趙構皇權的
最大威脅。因此，一生戎馬生涯的岳飛是死
在政治幼稚上。

這 個 說 法 看 似 有 理 ， 但 似 乎 不 合 邏
輯。岳飛從普通兵士做起，能做到「中興四
將」（岳飛、韓世忠、張俊、劉光世）之
首。倘若不懂政治，又能做到軍中主帥嗎？
我們從岳飛的絕筆《滿江紅》不難看出，岳
飛是一位文韜武略的雄才。

如果說宋高宗趙構懼怕岳家軍勢如破
竹收復失地並迎回宋徽宗、宋欽宗二帝，而
導致自己皇位不保。

這也不符合歷史事實，我們知道，大
宋王朝發生「靖康之變」也好或稱「靖康之
難」也罷，宋徽宗、宋欽宗二帝已經逐漸失
去民心，即便迎回也無法掌控新建立的南宋
政權，宋高宗創立宋建炎年（1127年），已
經坐擁南宋江山。

但是，軍頭擁兵自重，尾大不掉，卻
是威脅皇權的最大隱患。

建炎三年（1129年），握有軍權的苗
傅、劉正彥以「清君側」為名，誅殺趙構重
臣王淵等人，並逼迫趙構將皇位禪讓給三歲
的皇太子趙敷。兵變發生後，呂頤浩自江寧
府率所部萬人勤王，劉光世、王德、韓世忠
相繼引兵來會，最終平息兵變。

通過此次有驚無險的兵變以及趙構的
太祖「黃袍加身」的經歷，趙構對手握重兵
的將領更加擔心。

南宋時期，全國的兵力總計40餘萬，而
岳飛從一個不知名的小將，手下的人馬也由
三萬餘人發展到十萬大軍。而岳飛軍中擁有
一支近萬人的最精銳嫡系部隊「背嵬軍」，
在一次與金兵的戰鬥中，僅以五千精兵便重
挫金人的一萬五精銳騎兵，大展「岳家軍」
的士氣。

「岳家軍」的發展壯大恰恰是北伐征
討金兵帶來的機遇。

屢建奇功的「岳家軍」成為南宋王朝
的主力軍，但是，功大勢重的將領，也成了
尾大不掉的心患。

善於猜疑的趙構時刻在想，擁兵自重
的「岳家軍」即便打贏了這場收復領土戰，
但最終自己有可能丟失皇權。

在領土與皇權的兩難選擇中，趙構顯
然還是選擇了後者。

因此，在紹興十一年（1141年），「岳
家軍」在大敗金軍，捷報頻傳之時，趙構卻
連傳十二道金牌，下詔命岳飛等官兵立刻班
師回朝，岳飛見金牌，悲憤交加，痛心疾首
地仰天長歎：「十年之功，廢於一旦！所得
諸郡，一朝全休！」

連下十二道金牌，「岳家軍」才班師
回朝，高宗皇帝是不是嚇出一身冷汗？「將
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如果成為現實，不就
重蹈太祖「黃袍加身」的覆轍嗎？

當我們來到杭州西湖邊的岳王廟前，
大殿門楣上寫著「心昭天日」。

據 說 ： 當 時 秦 檜 換 上 的 主 審 官 萬 俟
契，他罔顧事實，斷章取義地引用法條，給
岳飛定下謀反大罪。然後命人送紙墨筆硯到
獄中，強迫岳飛畫押。岳飛悲憤萬分，提筆
在供狀上寫下：「天日昭昭！天日昭昭！」
八個大字。萬俟契也不管這究竟算不算是岳
飛認罪畫押書，立刻將它連同一封奏狀送
上朝廷。並稱「今奉聖旨根勘，合取旨裁
斷」，提議將岳飛處斬刑。

「天日昭昭」是不是岳飛在告訴高宗
皇帝：我的一片赤誠忠心報效朝廷，精忠報
國，連天地都明白，難道皇帝就不知道嗎？

岳飛的功勳戰績顯然沒有換來皇帝的
喜悅與讚賞，那麼，宋高宗趙構是不是史書
上稱的「對主和派」代表人物秦檜言聽計從
或站在同一立場上呢？

我們看看那段歷史。
紹興二十五年（1155年）十月二十一

日，宋高宗到秦檜的府中探望病重的秦檜。
此時的秦檜已經病入膏肓，不能開口發聲
了，只是不停流淚。秦檜數次想張口說話，
但力不從心。其實，宋高宗心裡清楚秦檜想
說什麼，但卻裝著糊塗。高宗拉著秦檜的手
說：你好好養病，爭取早日康復！站在一旁
秦檜的養子秦熹急了，向宋高宗趙構說「奏
請代居相位」，意思是說「請讓我代替擔當
宰相吧」。趙構心中蔑視地說：「此事卿不
當與」，意思是說「這事你說話不當」。

秦檜親眼目睹此情此景，當晚被活活
氣死。

宋高宗趙構清楚朝堂之上還有許多秦
檜培植的親信黨羽，回宮後立即派人擬旨，
內容是冊封秦檜為建康郡王，冊封秦熹為少
師，在聖旨的結尾還寫著「皆致仕」。

「 致 仕 」 用 現 在 的 話 說 就 是 「 退
休」，秦檜父子兩人都被皇帝宣佈「退休」
了，意味著終結了秦家後人的政治仕途。

秦檜死後，宋高宗竟然對身邊人說：
「朕今日始免得這膝褲中帶匕首！」

一個皇帝竟然時刻在褲子裡藏著一把
匕首，防的卻是「親信寵臣」秦檜？

由 此 可 見 ， 宋 高 宗 趙 構 並 不 信 任 秦
檜，只是利用秦檜保住自己建立的宋趙王
朝。

南宋建立初期最大的軍頭岳飛被高宗
「借」秦檜之手拔掉後，實行重大的軍事改
革，建立了樞密院——三衙統兵體制，實行
以文制武制度。

「三衙」具體指殿前都指揮使司、侍
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司和侍衛親軍步軍都指
揮使司。三衙的統兵體制的建立，以制度形
式把兵權一分為三。

「兵符出於密院，而不得統其眾；兵
眾隸於三衙，而不得專其制」。

有調兵權的樞密院不直接掌管軍隊，
掌管軍隊的三衙卻調不動兵。遇到戰事，由
皇帝任命將領領兵出征，從而實現了「發兵
之權」與「握兵之權」的分離，防止軍頭做
大，擁兵自重，發動兵變。

南宋雖然在與金人「議和」中苟安，
但享國152年。元朝雖然開疆拓土，領域面
積地跨亞歐，可卻只生存了98年。

秦檜成了千古罪人，為南宋江山的穩
定，趙宋王朝皇室的統治，背負了「陷害忠
良」、「投降派」、「大奸臣」甚至「賣國
賊」的所有千古罵名。

去年12月上旬，中國大
陸對疫情的防控放開，放開
後新冠疫情迅速蔓延，傳播
之烈、擴散之快實屬罕見。
據疾控中心流行病學首席專
家吳尊友估計，這一波疫情
已使得全國約80%的人被感

染，也就是說，14億人，已有11億人被感
染。泉州市雖然是最遲出現這波感染高峰期
的，也不能倖免，我的親友、同事每個家庭
都有人中招，有的全家都「陽」 了。還有
的未能度過春節，我知道的就有5人因疫情
去世，2位50多歲，1位60多歲，2位80歲以
上，其中一位是我多年的同事，68歲，一月
中旬去世。雖然他們當中有人可能有基礎
病，但如果不是感染病毒，不至於這樣早
離去。由於不再全員檢測，究竟多少人感
染，官方不可能有準確數字，2022年泉州常
住人口885萬人，如按80%計，有700餘萬人
感染。至於死亡人數，官方亦無公佈。在疫
情肆虐下，自放開至春節這段時間，「陽」 
了的人在家休養，沒「陽」 的人擔心被感
染，除非要上班，否則都躲在家裡不敢出
門。街上行人稀少，而且都自覺戴口罩。值
得慶幸的是，多數人感染後的症狀都比較
輕，很多人不吃藥多喝水多睡覺堅持幾天就
轉「陰」。

然而，春節過後，疫情彷彿消失了，
沒「陽」 的人即使和「陽康」 的人在一

起，也沒聽說被感染，「陽康」的人也沒聽
說有二次感染。街上的人多了起來，有的人
甚至不戴口罩。泉州西街更是遊人絡繹不
絕、人頭攢動。初四上午和朋友到市區東海
鱘埔，那裡的街上人來人往，想找家吃飯的
飯店都困難，全都滿座，好不容易找到一
家，上菜還要等候半個小時。一同等候的幾
位客人聽口音不像本地人，一問是廣東來旅
遊的。據報道，今年春節假期，泉州全市共
接待旅遊人數275.94萬人次，難怪許多旅遊
景點都應接不暇。總之，在付出一定代價
後，泉州人民遂步走向正常生活，城市正在
恢復生機。

正像沒有人能準確地解釋為什麼這一
波疫情會導致那麼多中國人在短時間內被感
染一樣，也沒有人能準確地地解釋為什麼春
節後疫情會消退，即便是專家也不例外。什
麼由於中國原來保護得好，所以中國人免疾
力差，什麼病毒在中國傳得太快太廣，所以
現在傳不動了，這些解釋在我看來都缺乏說
服力，歸根到底，是對疫情還缺乏真正的瞭
解和掌控。

曾有專家稱第二波疫情高峰可能出現
在春節前後，這已被證明是錯了。也有專家
稱第二波疫情高峰可能出現今年五六月，但
願這也不是真的。三年了，我們年年期盼春
暖花開時疫情會消失，又一個春天到了，但
願這次期盼不會落空。

（2023年1月29日）

黃小梅

走近鷓鴣巡檢司遺址
本 以 為 受 疫 情 的 影

響，今年春節的氛圍會偏向
冷清，人們應該會躲在家
裡，減少外出的機率，不曾
想，小城裡的大街小巷或主
要景點處，卻是人滿為患，
而我，也意外地應邀走近鷓

鴣巡檢司遺址。
天氣一掃前些天的陰冷，天空蔚藍，

陽光和煦。我們的車在蟳埔的沿海大通道
上慢慢地行駛著，若不是文友指著海邊遠
遠的一座小房子告訴我們，那就是鷓鴣巡
檢司的遺址，我是怎麼也沒料到的。

巡檢司在蟳埔村的對面，中間隔著寬
闊的大通道，它在海邊顯得孤零零的。我
們踩著一條窄窄的石板路，路邊的沙土緊
致又潮濕，想必海水剛剛退去，路邊小坑
裡的海水顯得渾濁，我想應該和衝擊岸堤
而堆成的灘涂有著一定的關係，我突然擔
心萬一海水漲潮了，小路漫上了海水，我
們怎麼回去呢？畢竟我們並不懂得海水的
潮汐，文友說，他來過好幾回了，都沒遇
上小路被海水淹過，我的心裡於是有了幾
分的踏實。

巡檢司很小，一間兩層的小房子，
建築面積估計也就十多平方米，牆裙是白
條石，牆體的四個直角邊也是由白條石砌
成，牆裙之上則是泥土夯實的土牆，斑駁
中有紅泥的痕跡，牆體中有幾個小長方形

的射擊口，前門面向大海，後門朝向大通
道。

巡檢司位於晉江下游的出海口，地
理位置十分重要。明代末期，海防嚴峻，
在這裡設置巡檢司，又置銃台，是抗擊倭
寇的最好見證。巡檢司的右前方，有著一
座燈塔，海水溫柔地把它圍住，燈塔有些
斑駁，剛好與小房子相依為伴，構成一道
滄桑的風景，中間的小廟，則顯得輕盈灑
脫，沒有厚重感。小房子的前方，築著一
環石牆，尚末完工，海水輕輕地拍打著石
牆，沙土和磚石堆滿了斜坡和一條石階通
道，小心地踩著石階上堆積的磚石，可見
到小房子前的石碑，告訴人們這裡是「鷓
鴣巡檢司」。

曾經的刀光劍影和炮火紛飛已遠去，
這裡的風景已趨於寧靜，它的身後是高樓
林立的村莊和南來北往的大道，它的前方
是一望無際的出海口，還有出海口兩側朦
朦朧朧的高樓。

小房子的後面，堆著幾門仿製的大
炮，包著的塑料佈告訴我們：這裡還沒有
完成佈置，一些工程還在進行中。

也許不久的將來，這裡將不再如此靜
謐，它會是一個新的教育基地，讓更多的
人不忘過去，更加珍惜這來之不易的幸福
生活。

走近鷓鴣巡檢司遺址，不僅看到了風
景，還有許多的思緒伴著我的回程……

姜國建

詩意佳節鬧元宵
元 宵 節 ， 又 名 「 上 元

節」，在我國已有二千多年
的歷史。這一天，人們遊走
在大街小巷，品香糯湯圓，
猜奇妙燈謎，看煙花綻放，
劃旱船，舞獅子，踩高蹺，
賞月觀燈，熱鬧非凡。文人

墨客更是留下了無數詩詞佳句，讓我們徜
徉其中，感受古人張燈結綵、載歌載舞鬧
元宵的盛況。

「錦裡開芳宴，蘭紅艷早年。縟彩遙
分地，繁光遠綴天。接漢疑星落，依樓似
月懸。別有千金笑，來映九枝前。」盧照
鄰的《十五夜觀燈》描繪的是元宵夜花燈
璀璨，與天上閃爍的星光匯成一片，天地
之間，遊人如織，燈星輝映，多姿燦爛，
俊男靚女，歡聲笑語，沉醉在多彩的節日
裡。李商隱則用「月色燈光滿帝城，香車
寶輦隘通衢」讚美元夜燈火之輝煌，觀燈
規模之宏大。詩人崔液更是激動：「誰家
見月能閒坐，何處聞燈不看來？」在這燈
火輝煌，熱鬧非凡的月圓之夜，誰還能坐
得住哦！

有看有玩不算完美，佳節、美食才是

標配。
宋代周必大《元宵夜煮浮元子》就吃

得高雅有品位：「今夕是何夕，團圓事事
同。湯官尋舊味，灶婢詫新功。星燦烏雲
裹，珠浮濁水中。歲時編雜詠，附此說家
風。」桂花餡料裡裹著核桃仁，甘洌的井
水把江米淘洗得像珍珠一樣晶瑩潔白，這
樣的元宵，誰不想一飽口福呢？

人們吃飽喝足之後，還有更高層面上
的精神追求。

辛棄疾《青玉案•元夕》裡，描述
的則是情人的甜蜜相逢：「東風夜放花千
樹，更吹落，星如雨，寶馬雕車香滿路，
鳳簫聲動，玉壺光轉，一夜魚龍舞。蛾兒
雪柳黃金縷，笑語盈盈暗香去。眾裡尋他
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
處。」人海中，遍尋無著，偶一轉身，
原來真愛就在不遠處，美好夜晚的驚喜邂
逅，多麼溫馨浪漫。該詞感情真摯飽滿，
意境優美溫婉，讓人遐想無限，成為膾炙
人口的經典之作。正月十五元宵夜，綵燈
高掛，皓月當空，煙花綻放，猜謎觀燈，
在古詩詞裡徜徉，感受詩意佳節，歡快熱
鬧，愜意幸福！

王承天

新年吟五律四首
（一）

不問窮和富，曆翻新一章。

華燈增喜慶，爆竹蕩災殃。

拱手人和藹，添杯情摯香。

群聊微信裡，師友報安康。

 

（二）
長居菲律濱，半世歷難辛。

爆竹迎新歲，東風掃滓塵。

市聲皆酒肉，政局無奸人。

祈盼天心美，四時益兆民。

 

（三）
玉兔世間來，春風撞滿懷。

濃情驅凜意，美景佈窗台。

貼畫蒸糕樂，揮毫敲韻裁。

普天無餓饉，把盞醉新醅

 

（四）
生涯豁忘機，臨筆賦新詩。

雪後紅梅俏，吟邊白髮稀。

圍爐懷遠友，觀月起相思。

歲暮心何願？大同吾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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