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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究

马周出生于一个贫寒的农
民家庭，幼时父母双亡，靠寄居
在亲戚家长大，童年的苦难经历
令马周刻骨铭心，他立志奋发图
强，他夜以继日地攻读诗书，不
到二十岁便学富五车，胸有甲
兵。但他生性狂放不羁，又有些
恃才傲物，因而一直郁郁不得
志。后来，马周来到长安，投靠到
中郎将常何的门下，在常府安顿
了下来。

贞观三年，天下大旱。唐太
宗心急如焚，召集群臣商议对
策。常何乃武将出身，闻此消息，
愁眉不展。马周得知情况后，便
主动请缨，替常何写这篇奏疏。
不一会儿工夫，马周就写出了二
十多条切实可行的建议，且文辞
优美，条理清晰。

第二天，常何便把马周撰写
的奏疏呈给皇帝观看，太宗阅
后，大喜。奏疏中每一条建议都
有理有据，发人深省，绝非纸上
空谈，他知道常何并不擅长文

字，就问他究竟。常何见状只好
道出了实情。

太宗没想到常何的门下竟
有如此奇才，立刻命人到常府请
马周入宫，但为了彰显自己的贤

能，马周并没有立即随使者入
宫，而是找了个理由婉言谢绝
了。皇帝见使者独自归来，又派
出第二批人去请，但还是没能请
到。常何吓得直冒冷汗，心里暗

骂马周不知好歹。太宗仿佛铁了
心，他非但没有生气，还派出第
三批人去请。这个马周架子也够
大，直到太宗派出第四批使者，
他才半推半就地来到皇宫。

一番交谈之后，太宗发现马
周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立刻
委以重任，让马周到掌管机要的
门下省任职。从此以后，马周官
运亨通，从监察御史一直做到了
中书令（宰相），还兼任皇太子李
治的老师，为唐朝的稳定与发展
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被唐太宗誉
为“鸾凤凌云，必资羽翼。股肱之
寄，诚在忠良”。

贞观二十二年，马周因病去
世，临死之前，他命家人把他这
十几年给皇帝的奏折统统烧掉，
他说：“春秋战国时的管仲和晏
子因经常数落国君的错误而出
名，我不想做这样的人。”马周死
后，唐太宗为他举行了规格很高
的国葬，并特别把马周的遗体陪
葬在自己的皇陵。 周礼

史上的“免死金牌”，真
名叫做“丹书铁券”，是皇帝
赐予功臣的一种莫大奖赏。
那么这个丹书铁券真的可以
免死吗？看看历史上那些拿
着它的功臣到最后的下场
吧，便可知究竟。

刘邦褒奖功臣所用

“免死金牌”既不是金
的，也不是个牌子，而是一块
半圆形的铁板。在这封“丹
书”的内容里，一般都明确地
记载着赐劵日期、赐券对象，
以及被赐者的功勋和特权。
为了防止假冒伪劣，“铁券”
往往还要被分割成左右两
半——— 右边的一半留于皇
宫，左边的一半由被赐者保
管。需要的时候，左右部分进
行对接，如果二者相互吻合，
即为正品；反之，则为赝品。

这个丹书铁券是汉高祖
刘邦发明的，是为了褒奖那
些帮他打天下的功臣，并说
明世袭罔替，子孙都可以用。

免死与否跟金牌没关系

但没多久，大功臣韩信
就被吕后骗进宫里给杀掉
了，而且还一连杀了韩信的
三族。又过了没多久，被刘邦
亲封的最大功臣萧何，因为
被人告发贪污，也被关进了
大牢，差点死在里面。最搞笑
的是，另一个汉朝忠臣周勃
的儿子周亚夫是平定七王之
乱的功臣，周家可谓满门忠
烈，可是周亚夫快去世的时
候，他儿子为表孝心，给他准
备了 500 副盔甲和武器当陪
葬品，但皇帝却认为他要造
反。周亚夫心里清楚，自己是
行将就木之人造哪门子反
啊，分明是皇帝嫌我功高震
主啊，便找皇帝讨个公道。皇
帝支吾了半天，反正就是不
能让他赖活着，在阳间造不
了反，那你就是要到阴间去
造反！莫须有的罪名信手拈
来，后来周亚夫在监狱里面
绝食 5 天，吐血而亡。

到明朝的时候，大功臣
李善长是朱元璋的谋士，在
朱元璋刚刚起来造反的时
候，就屁颠屁颠的跑来帮忙，
为明朝的建立是立了大功
的。后来朱元璋也发了丹书
铁券给他。李善长是读书人，
知道当年刘邦当了皇帝以后
是怎么对待功臣的，便赶快
辞官回家了。可是“普天之
下，莫非王土”。没几年，因为
胡惟庸造反，皇帝就硬说李
善长是幕后黑手，全家都遭
到了灭门之祸。

二月河在《雍正王朝》里
面写过，邬先生和十三爷说，
千万不要当什么铁帽子王，
其实也就是这个道理。免死
不免死的，和金牌根本也没
什么关系。 据《视野》

崇祯太子死活成谜

谁让唐太宗三顾茅庐而官至宰相
太宗仿佛铁了心，他非但没有生气，还派出第三批人去请。这个马

周架子也够大，直到太宗派出第四批使者，他才半推半就地来到皇宫。

免死金牌真免死吗

同治三年，太平天国运动被
清廷镇压下去，国库极度空虚的
清王朝为了紧缩银根，开始大规
模裁军，连那些在镇压太平军时
立下汗马功劳被赏黄马褂的将
官也未能幸免。

一天，江宁府第一当铺———
天赐福典当行来了一名顾客。此
人身材高大，手提一只包袱，说
要典当宝物，要价50两纹银。掌
柜姜朝奉刚抖开包袱，就被“镇”
住了——— 包袱里居然是同治皇
帝御赐的黄马褂！姜朝奉当然知
道，黄马褂关系到皇家尊严，如
处置不当必有杀身之祸，于是他
满脸赔笑地对那人说：“这御赐
之物本行不敢交易，我这里有一
两银子，请您笑纳。”没想到，那
人非但不领情，还骂骂咧咧地抽
出腰刀乱舞。好汉不吃眼前亏，
姜朝奉只好收下这件黄马褂。

本以为破财收下这件黄马
褂就会逃过一劫，不料自此以
后，隔三岔五就有人来找姜朝奉
典当黄马褂。

姜朝奉知道麻烦大了，于是
硬着头皮去找他的世交——— 江
宁知府涂宗瀛，求他想办法。涂

宗瀛沉思片刻后说，官府愿拿出
一些银两资助天赐福典当行，叫
姜朝奉尽管“回收”黄马褂。涂知
府和姜朝奉都以为，御赐黄马褂
毕竟有限，只要回收完就万事大
吉了，可谁知前来典当黄马褂的
人越来越多，后来竟发展到江宁
府其他当铺均有人前来典当黄
马褂，总计数量近千件。

涂知府这才觉得其中有
鬼。姜朝奉于是废寝忘食地仔
细审视、研究他所“回收”的黄
马褂，终于发现，自己早期“回
收”的确系宫内御物，而后期

“回收”的竟全是赝品。涂知府
急忙派精干捕快去办案，在江
宁府一家地下制衣坊搜到一大
批已仿制成功的黄马褂。经审
问，这家制衣坊的老板叫邹仁
魁，他居然声称后台老板是剿
灭太平天国有功的曾国藩。涂
知府不知这供词是否可信，只
好小心翼翼地向曾国藩禀报。

曾国藩接到报告后，猛然想
起他与太平军在安庆恶战时，军
粮曾经接济不上，幸亏安庆富户
邹仁魁捐给他300石军粮，方解
了燃眉之急。后来，曾国藩欲奖

赏邹仁魁，邹仁魁却婉拒，说他
打算在江宁府一带做服装生意，
希望曾大帅恩准。曾国藩想，做
生意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还值
得一提？便点头同意了。谁知邹
仁魁这厮所做的服装生意竟是
僭制黄马褂。

涂宗瀛当即请示曾国藩该
如何处理。曾国藩心想，如果把
邹仁魁杀掉，弄不好朝廷会误认
为他对朝廷有异心，诛杀邹仁魁
是为了杀人灭口。为了避免这个
后患，曾国藩指示涂宗瀛将邹仁
魁严密囚禁，以留活口。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朝廷
很快就知道了发生在江宁府的
这一系列怪事。慈禧太后并没有
降罪于曾国藩，只是在召见他时
拉家常似的提了一下这事。而
后，慈禧太后又命曾国藩以钦差
大臣的身份，督师围剿捻军。曾
国藩当然知道，眼下捻军方兴未
艾，艰难的时局仍需要他来扶
持，所以老谋深算的慈禧太后只
是对“黄马褂事件”点到为止，但
也向他提了一个醒：你的把柄捏
在我手里，不要居功自傲。

王庆顺

在晚清组建了以载泽、戴鸿
慈、徐世昌、绍英以及端方五位大
臣为首的考察宪政团。端方很喜
欢照相，在考察外国的过程中带
回了一台相机，1908 年 11 月 9
日，慈禧在光绪皇帝逝去后的第
二天也死了，次年 11 月 19 日，慈
禧出殡的那一天，端方沿路安排
摄影师拍照，当梓宫行至东陵隆
思殿之时，几名撮影师突然被官
兵拿下随即肃亲王亲自审讯，摄
影师很快供出了端方。

摄政王载沣原打算将这件事
大事化小，然而隆裕太后身边的
太监小德张与端方有过节，不愿
就此放过端方。几天前，为了监督
检查北京到东陵的灵道事宜，小
德张坐镇在玉田县城的一家当
铺，当时作为奉天辽北总统帅的
张勋曾与小德张有旧，一日便和
端方和姜桂题一起前去拜访，小
德张虽说不认识端方，但与端方
的弟弟有旧，所以对他格外留意。

作为后宫总管和隆裕太后的
亲信，在礼求上是绝对不能大意
的，在与小德张的见面中，老成的
张勋在礼节上非常注意，而端方
只是略微动了动胳膊作为还礼，
小德张认定了端方傲慢无礼，于
是借机，怂恿隆裕太后将端方革
职。太后的意思，刚好正中了朝中
保守派的下怀，11 月 23 日，清廷
军机处阁议以“恣意任性，不知大
体”为由，将端方撤职处分。

早在这之前关于端方要被革
职的消息传的满城风雨，但端方
仍不相信，在他眼中，大清帝国不
能没有新政，而新政，绝对不能没
有他。在他撤职的前一天晚上，他
还向英国驻华大使朱尔典否认有
关将要被撤职的传言，谁都没有
想到，新政主干，直隶总督，竟然
因为一部照相机，而被他的同僚
们拉下了政治的舞台。 君静

曾国藩因“假货案”被慈禧捏住命门

晚清大臣因照相下台 北京故宫的钟粹宫，是内廷
东六宫之一。在这里，曾发生过
许多令人费解的历史悬案。

明朝崇祯皇帝的太子，曾住
在钟粹宫。传说崇祯皇帝在景山
吊死之后，太子流落到南方，投
奔了福王在南京建
立的南明政权。

南明的权臣马
士英对福王说，如果太子还活
着，就轮不到您来做皇帝，所以，
不管这个太子是真是假，都不能
承认他是真的。福王心领神会，
就以伪太子之名将其下狱。

但以左良玉为首的对福王
不满者，则不论真假，坚持太子
是真的，并带了 20 万大军到南
京“救太子”。正在此时，清朝豫
亲王多铎的军队，打到南京城
外。此太子便被劫出狱，还在武
英殿登基，大选淑女，弄得老百

姓人心惶惶。
但有史料记载，这个太子

是假的，他真名叫王之明，爷爷
是驸马都尉。他之所以假扮太
子，是因从北往南逃难时，有人
对他说，“你知道一点宫廷的

事，只要说是太子，到南京去就
一定会受到礼遇。”只可惜，多
铎军队进城，就把王之明抓起
来杀了。

然而，南京的假太子刚被杀
掉，北京却又冒出了一个崇祯太
子。那么这个太子是真的吗？

多尔衮进京后，就有人把
北京的太子献给了多尔衮。多
尔衮原本打着替明朝报仇的旗
号，当然不愿看到真的崇祯太
子还活着。他先找了太子的外

公周奎来辨认，周奎一看，说这
不是太子。又找了崇祯的女儿
长平公主，长平公主说这是真
的太子。正在这时，周奎暗暗冲
公主使了个眼色，公主马上就
不说话了。再找太子身边曾伺

候过的太监来认，
太监们见了马上
跪下磕头。当天夜

里，这几个太监就暴病而亡。最
后找了大学士谢陛来认，谢陛
是个明白人，当然说是假的。

多尔衮见状将所就错说，
既然是假的，那就把他杀了吧。

关于崇祯太子的下落，《明
史·诸王传》记载，太子不知所踪。
因为《明史》是清朝修的，不能完
全违抗清朝当权者的意志，于是
用了曲笔。太子究竟去向如何，
至今仍是一个历史悬案。

据《大故宫》

端端方方

▲免死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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