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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桥兵变，赵匡胤黄袍加身的故事在老
百姓心中不陌生，赵匡胤把它运作得温文尔
雅、不动声色，实现了兵不血刃的皇权交接，
结束了五代十国杀气腾腾的血腥与暴戾，开
启了一个空前统一的强盛帝国——大宋。

赵宋王朝，可以说是在对唐末以来中国
乱局的清扫与矫正中建立起来的。为了终
结藩镇割据，铁腕加强中央集权；为了防范
武将乱政，大力倡导文官治理；为了避免猜
忌内耗，全盘续任前朝官员；为了控制混战
局面，强力加快统一步伐……

在这场发生在公元10世纪中叶的中国
式“光荣革命”中，折德扆毫不犹豫地归附
了赵匡胤，君臣之间在后周共事的时候，早
已深度磨合过，大宋对折氏的信赖是不言
而喻的。

创业伊始，赵匡胤的疆域限于后周的领
土，“五代”告以终结，“十国”中的北汉尚有着
与强大的契丹联盟的隐患，南方诸国还处在
割据之中。太原硬生生横在府州和开封之
间，对折德扆来说，当务之急，是提议宋廷早
日平定北汉，这样可以打通通往中原的道
路，摆脱府州孤立无援的困境，对此他做了
两件事情，一是实战，一是上表。

960年（建隆元年），折德扆主动向北汉
进攻，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斩首500级，占
领与府州一河之隔的山西保德境内的沙谷
砦。通过这一场小范围的摸底战役，折德扆
进一步了解了黄河对岸的地形地利条件，实
证了消灭北汉的可行性。

961年，折德扆信心百倍地来到宋都开
封，大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对他拿下沙谷砦的
战绩给予高度评价，迫切想就针对平定北汉
听取他的意见。这是因为府州和中原对太
原呈夹击之势，对剿灭北汉有着举足轻重的
意义。折德扆向赵匡胤“陈太原可取状”，期
待皇帝统一调兵出征。赵匡胤龙颜大悦，除
给予优厚赏赐，允诺“尔后子孙遂世为知府
州事，得用其部曲，食其租入”，也就是允许
和承诺折氏家族世袭府州，确认了府州近乎
藩镇的地位。同五代时一样，麟府的特殊地
位和折氏家族的统治权，再一次得到宋王朝
的承认。

这不仅仅是折德扆一个人的荣光，更为
折家将的世代传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尔后子孙遂世为知府州事”，赵匡胤的
这句话对一个仕途上拼搏的将领来说，这是
多么亨通的官运，通过几代人的努力，折德

扆总算将府州掌握在了自己手中。
府州，给了折德扆一块根据地，“不失其

所者久”；赵匡胤给了折德扆一项特殊政策，
让他世代延续显贵的香火；时代给了折德扆
一个契机，让他和他的后人戎马倥偬，驰骋
大宋西北边疆建功立业。

他在一个即将杯酒释兵权的皇帝面前，
功勋殊异，确立了世袭领地州事的地位；

他在一个趋于中央集权的历史大潮中，
逆势飘红，保留住了区域自治的特权；

他在一个腹背受敌的河外“飞地”上，励
精图治，传承延续了家业长青的伟业；

他是幸运的，也是孤苦的；是显赫的，也
是危险的。

从乱世一路走来的他不会不知道，时代
会变、政策会变、宠辱会变、赏罚会变，皇帝
可能会防范他，朝臣们可能会挤兑他，政敌
们可能会陷害他……

要想守住这份殊荣，折德扆及其后世子
孙不知要付出比常人多多少倍的努力，然而
众多努力之外，最重要还是一个“忠”字！

让我们来对比一下折氏家族和党项民
族的另一支李氏家族在宋代传承的异同。

大宋建立之初，夏州和府州的待遇如
出一辙，赵匡胤对李氏家族方面的礼遇是：
封李彝殷为定难军节度使晋西平王，“优恤
其家属，厚其爵禄……听其招募骁勇，以为
爪牙”。

我们看到，尽管削藩是大宋的既定方
针，然而在其他藩镇均已被罢黜的情形下，
唯独党项民族的藩镇保持下来了，不啻为宋
初政治的一大奇观。

赵匡胤对党项折、李二氏的册封是微妙
的，这里有一个决定性因素，就是当时北汉
未平，需要麟府和夏州在河西来牵制。有了
折氏和李氏的军事力量，就可将北汉逼进三
面受敌的包围圈，除了向北方的契丹求援之
外，别无出路。

同样的优抚政策土壤之上，却滋长出两
个迥然不同的枝干。李氏在宋朝，曾一度内
属，终至反叛，建立西夏；折氏则发挥超强的
政治智慧，将这份优厚的待遇维续到了大宋
王朝的终结。

君看这个“忠”字，《说文解字》解释说：
“忠，敬也，尽心曰忠。”《忠经》中说：“天下至
德，莫大乎忠”“忠也者，一其心之谓也”。我
们可以把“忠”归纳为折氏家风的核心内涵：

对赵氏王朝的效忠，是为敬其诚也；
对大宋帝国的精忠，是为一其心也；
对民族统一的尽忠，是为尽其力也。
府州，给了折氏一块根据地，能让他们

“不失其所者久”；宋廷给了折氏一项特殊政
策，能让他们世代延续显贵的香火；时代给
了他们一个契机，能让他们驰骋大宋西北边
疆建功立业。

折家将忠于赵宋，不叛逆朝廷、不分裂
国家，赢得了倚重，世袭着特权，续写着世代
为将的英雄诗篇，创下了千古第一将门的不
朽奇迹。

就折德扆“太原可取”的上表而论，当天
赵匡胤定是兴致盎然，否则也就不会那般大

加赏赐了。折德扆走后，赵匡胤心中，也曾
几次生起过平灭北汉的动意，但他是一个异
常谨慎的人，而况“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
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就此，他征询
过张永德、张晖、魏仁浦等几位大臣的意见，
大伙都说这个计划应延缓实施。

最终，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赵匡胤
跑到宰相赵普家里，定下了一个先南后北、
先易后难的统一大策，史称“雪夜定策”。

试想那个雪光迷蒙的夜晚，定然还交织
着《孙子兵法》中“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
胜者也”的思想锋芒。南方诸国，苟且偏安
一隅，各自为政，孤立无援，各个击破可以

“胜敌而益强”。而北方，虽则幽云十六州向
来令有志之士痛心疾首，但在赵匡胤心目
中，建国初年还没做好对辽作战的准备，假
若采取“先北后南”的统一进程，一旦打下北
汉，就得在北疆直面契丹的侵扰。

看来，太原只是在战术上可取，战略上
还不可取。折德扆暂时消灭北汉的建议，一
直到他逝世15年之后的太平兴国四年，才被
大宋的第二位皇帝宋太宗正式提上议程。
这样一来，在赵匡胤和折德扆的有生之年，
对北汉只能处于守势。

在赵匡胤的统一大业上，折德扆虽未能
奔赴前线，却有效牵制住了北汉及潜在的辽
汉联军，为宋太祖集中力量荡平南方诸国稳
定了后方，起到了“稳北平南”的作用。

留在大河对岸的府州，很快成了北汉皇
帝刘钧的眼中钉，并于963年闰腊月发兵数
千攻打府州，折德扆奋勇作战，大败汉军于
府州城下，生擒汉将杨璘。第二年，折德扆
把杨璘和其他汉俘献至朝廷发落。这是他
生命中的最后一战，就在那一年，折德扆与
世长辞，享年48岁，赠侍中名号。彼时，一统
天下的大宋铁骑还在南国驰骋，剿灭北汉终
成他毕生未竟的事业。

折德扆的生命历程，是家国关系的典型
写照，可以用“两个事业”来粗略概括，一个
是针对家族的“长青基业”，宋太祖给了他一
颗定心丸，他的子孙们也最终做到了；另一
个针对国家的“未竟事业”，也就是平灭北
汉，宋太祖和他有生之年均未能遂愿。

北汉，对赵匡胤来说，只是统一大业的
一环，但对折德扆来说，却是家门口的威胁，
影响着府州的安危和折氏家族的兴衰。折
德扆的“未竟事业”恰恰是其“长青基业”的
保障，正所谓有国才有家，国强才能家兴。
但放到历史长河之上反观，折德扆是幸运
的，他的“两个事业”均实现得很好，终宋一
朝，他的子孙团结进取，世袭府州从未中断，
传承出一个举世无双的第一将门世家，他的
帝国旋即平定北汉，一统华夏，空前繁荣，声
振寰宇。

折德扆，在岁月深处留下了彪炳史册的
篇章，却很少有人知道，他就是民间广为传
颂的折赛花的父亲。

他死后，长子折御勋出任府州知州，曾
三次朝觐宋太祖，调任泰宁军节度使后，其
弟折御卿继任府州知州。伴随大宋王朝的长
期稳定繁荣，自折德扆而下的子子孙孙们呈
现出一个英雄辈出、气吞河山的将门世家。

秋风渐凉，一抹秋阳洒南窗。我喜欢坐在
窗前，泡一杯清茶，手翻长卷，闲读纳兰词，情
思缱绻里，让人感觉秋色更深更浓了。

纳兰性德是清朝的著名词人，原名成德，
字容若。他一生淡泊名利、爱交友、好读书、擅
长于词。他的词清新婉丽，被誉为“满清第一
词人”。他一生写下许多不朽的词作，他的词
作中，有很多写秋、感秋、怀秋、悲秋的词，读来
令人神思渺渺中又感到淡淡的忧伤。

少年时的纳兰容若有过一段美丽而难忘
的初恋。他与表妹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他们
互生朦胧的爱慕，只是不久后，表妹因选秀进
了深似海的皇宫。从此，一堵高墙，将他们分
隔成天涯。在一个深秋时节，因为对她的狂热
思念，使他作出了一个惊人之举——混进宫
里。那一年适逢国丧，皇宫里大办道场，他买
通了一个喇嘛，换上了一身僧装，混进了入宫
操办法事的队伍。在那几千人的队伍中，他大
海捞针一般地寻找着表妹的身影。猛然间，他
隐隐看见隔着几道回廊的某个女子，像是表
妹。她也在人群之中发现了容若。想要开口
低唤，又怕被人听见。想要一诉离愁，却只能
拔下玉钗在回阑轻叩。就这样，千言万语，只
化作颊上红潮、钗头脆响、眉眼无声。这便是
他们最后的相见、最后的别离。这一场纠结在
梦幻与现实之间的重逢在多年之后被容若写
进了一首词牌为《减字木兰花》的词里：相逢不
语，一朵芙蓉著秋雨。小晕红潮，斜溜鬟心只
凤翘。待将低唤，直为凝情恐人见。欲诉幽
怀，转过回阑叩玉钗。

告别苦涩而戛然而止的初恋，容若二十岁
时，娶妻卢氏。婚后的他们情深缱绻，你侬我
侬。只是，他们的爱情像蝉，沉睡了十七年的
蝉，只能喧哗一个夏天。卢氏二十一岁的时
候，因为难产而永远离开了容若的世界。从
此，他的词里更蘸满了对亡妻的刻骨思念。多
年之后的一个秋天，容若独自伫立夕阳下，看到窗外萧萧黄叶被西风
吹散，禁不住往事追忆茫茫，想起了他与妻子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醉
酒而春睡不起，赌书而对笑喷茶……那些平凡夫妻的快乐，回忆起来
才觉得是那么的爱入肌骨、那么的痛彻心扉。想起来，分明那只是些
寻常日子和寻常琐事而已。于是，他写了那首《浣溪沙》：“谁念西风
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细思量。被酒莫惊春睡重，赌书
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读来令人动容。

纳兰性德的词作现存300多首，在他众多感秋的词作中多有伤
秋的情怀，鲜见融入秋景恬静快乐之作，而《渔父》恰是这样的一首
词。相比之下，我更喜欢他的这首词。“收却纶竿落照红，秋风宁为翦
芙蓉。人淡淡，水蒙蒙，吹入芦花短笛中。”在夕阳西斜、晚霞烂漫时
分，渔人悠然收杆，飒飒秋风阵阵吹拂，只为了能轻轻地摆动水中那
一簇簇绝美的荷花。淡淡的人影，蒙蒙的流水，从芦花荡中传来悠悠
的短笛声，一切是那么恬淡从容。容若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恬淡的水
墨风俗画。他在写这首词的时候，也许心里有诉不尽的思念和忧愁，
也许他触景生情感叹身世浮沉、繁华虚无，也许他什么都没有想，而
只是沉溺在了那悠然静美的秋景中，仅此而已。

在这个渐行渐近的秋天，我在纳兰容若的旖旎文字中，去感受苍
茫的秋色与清浅的忧伤。因为有他，因为他词里秋色漫漶，我在这个
秋天，寂寞端然。

一代建筑宗师张开济，是一
个非常幽默的男人，常常是拎着
自己来“开涮”。张开济已是耄
耋之年，思维异常敏捷。有一次，
在饭桌上闲聊时，他的一个老朋
友问他：“‘文革’期间红卫兵批斗
你，搞得那么凶，你是凭着一种什
么信念挺过来的？”他未加思索，
当即答曰：“不要脸！”还有一回，
在哈尔滨开会，会议室在5层，没
有电梯，有人一边扶他上楼一边
说：“今天可辛苦您了，要爬这么
高的楼梯。我扶您慢慢走。”他笑
着说：“没关系，我这个人就喜欢
向上爬，哈哈！”

善幽默、敢于直言的张开
济，有点像王小波的幽默与自
信。王小波不是有句幽默名言：

“我远看，不像个好人，近看还是
个好人。”在他们那里，幽默不仅
仅是一种心情，而已经成为一种
观察世界的方式。

说到男人用幽默来观察世
界、洞察世界，当年英国作家萧
伯纳访问上海可谓是最好的注
脚。当时萧翁在华懋饭店（今和
平饭店）下榻。那天早晨，上海
的早春二月露出了一片艳阳。
有人说：“萧先生福气真好，在多
云喜雨的上海见到了太阳！”萧
翁马上反驳说：“不！应该说这
是太阳福气好，能够在上海见到
萧伯纳！”萧翁个子高瘦，相貌清
奇，碧绿的眼睛带着笑意，幽默
是他的口头绝活。

当幽默代表某位男人的性
格时，这位男人事实上已把握了
自己的人生。巧妙地幽默着，是
一种良性的暴露，男人往往借此
调动某些人生情味。林语堂是
非常赞成幽默的，但他把第一流
的幽默称为是一时兴之所至脱

口而出的那一种。据林语堂回
忆说，他曾有一句第一流的幽默
话：那是在台北某学校的毕业典
礼上，因前面许多人的讲话长而
又长，轮到他说，他就突然冒出
一句“绅士的讲演，应当是像女
人的裙子，越短越好”，不仅引发
哄堂大笑，而且第二天报纸把这
句妙语给登出来了。

男人一幽默，脑中的亿万个
快乐精灵和奇妙语句，都和身边
的人做最旖旎的接触，简直是他
赐给人喷涌而出的快感和笑声
了。幽默的只言片语和逗乐的
异常动作，它们宛如蝴蝶在空中
飞来飞去，趁它们飞过你的身边
一把逮住，那真是件乐事。比如
妙趣横生的韩乔生解说，通过电
视媒介，把幽默的蝴蝶放给每一
个观众，世界就同时跟着发笑，
可能上帝那里也会有感觉吧。

正如法国作家安德烈·苏亚
莱斯所说：“幽默，就是在思想上
美妙轻松地占有对方。”一位朋
友问一位小说家：“你作为一个
小说家，又当过记者，你能说说
两者的不同吗？”小说家说：“记
者就是把不清楚的事情写清楚
了；而小说家就是把清楚的事情
写模糊了。”朋友听了如坠五里
云中。过了几天，朋友猛然明白
过来小说家的意思，他打电话给
小说家说：“我现在搞清楚了。”
小说家突然幽默地回应道：“兄
弟，你能把不清楚的事情弄清
楚，应该赶快去当记者。”

巧妙的幽默，就是用一种可
乐的姿态、机智的话语来优雅地
表演。首先系好西服扣慢慢俯
下身，然后轻轻瞄一眼周遭，最
后在观察的盘子上狠狠地舔食
思想的果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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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妙的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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