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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画的周皇后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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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脸

李自成下令清场，对于占
领者来说，这是必不可不少的
一道程序，然而，它却成为紫禁
城历史上至为惨烈的一刻，在
这座不设防的皇宫里，那些貌
美如花的嫔妃宫女必将成为对
胜利者的犒赏。那些不愿被辱
的宫女，纷纷坠入御河。御河
上飘浮着一二百具尸体，色彩
浓丽，灿若荷花。

有一位姓费的宫女，匆忙
投井，不想多年干旱，使水位
下降，淹不死人。大兵们跑
到井边，看见井下竟有美人，
立即派人下井打捞。捞上
来，那张脸，竟让在场所有人
失了分寸，接下来，众士兵争
先恐后，开始争抢，相互间大
打出手，现场乱作一团。没
有人想道，此时的她还身怀
利刃，谁先近身谁倒霉。突
然，宫女喊道：我乃长公主，
众人不得无礼，我要见你们
的首领！众人被她的厉声呐
喊吓了一跳，一时无措，把她
送到李自成跟前。

李自成叫那些被俘的宫
女辩认她的身份，瑟瑟发抖
中，宫女们说，她不是长公
主。李自成似乎突然没了兴
趣，把她赏赐给手下一名校
尉。史书中没有记载那位倒
霉的校尉的名字，只说他姓
罗。罗校尉把她带出宫门，带
回自己的营帐，心急火燎地正
要上手，又听到那宫女的立
喝：“婚姻大事，不可造次，须
择吉行之。”罗校尉听罢，并没
有生气，反而心头暗喜——反
正是嘴边的肉，吃下它只是早
晚的事，不差这一会儿。于是
择吉日准备迎娶，没想到酒席
之上，那宫女趁着罗校尉烂
醉，抽出利刃，在罗校尉的脖
颈上割出一道深深长长的刀
口。宫女眼见事成，一刀刺向
自己的喉咙，当场咽气。

许多史料都记录了费氏女
的死亡。杭州大学图书馆收藏
的清初抄本《明季北略》上，有
无名氏的眉批。在这段文字后
面的批语是：李自成听到这个
消息后大吃一惊，惊在他当时
有意占有这名女子，赐给身边
的校尉，不过是一闪念而已，正
是这一闪念，让罗校尉作了自
己的替死鬼。

但是面对着如云的美女，
李自成还是没有客气。李自
成、刘宗敏、李过等人，瓜分了
抓起来的嫔妃美女，各得 30
人。牛金星、宋献策等也各得
数人，可谓见者有份，谁都不吃
亏。其中李自成最爱窦氏，封
她为窦妃。

阎崇年《大故宫》说：“李
自成进驻紫禁城，以武英殿为
处理军政要务之所。”这座宫
殿始建于明初，位于外朝熙和
门以西，与东边的文华殿相对
称，一文一武，相得益彰。据
说明成祖朱棣早年曾在这里
召见大臣，他甚至把全国官员
的名录贴在大殿的墙上，时时
观看，以思考王朝的人事布局
问题。崇祯八年（公元 1635
年），崇祯皇帝突然做出一项
决定，从乾清宫搬入武英殿居

住，从此减少膳食，撤去音乐，
除非典礼，平时只穿青衣，直
到太平之日为止。他没有想
到，他没能看到太平之日的到
来，自己死后，最大的对头李
自成成为紫禁城新的主人，偏
偏选定了武英殿。

清代于敏中等编纂的《日
下旧闻考》描述：“武英殿五
楹，殿前丹墀东西陛九级。
乾隆四十年御题门额为武
英。”东配殿叫凝道殿，西配
殿叫焕章殿，后殿为敬思殿，
东北角有一座恒寿斋，就是
缮校《四库全书》诸臣的值房
——这部旷世大书的传奇，将
在后面提到。西北为浴德
堂，其名源自《礼记》中“浴德
澡身”之语，有人说是清代词
臣校书的值房，也有人说，由
于清代武英殿成为皇家内府
修书、印书的场所，也就是皇
家出版社，浴德堂是为其蒸
熏纸张的地方。

武英殿现在是故宫博物
院书画馆，但除了举办书画展
览，平时并不开放，只能透过
武英门，窥见它武英的一角。
武英门前有御河环绕，河上有
一石桥，桥上雕刻极精。周围
是一片树木，有古槐十八棵，
在宫墙的映衬下，显得格外苍
古。那一份清幽，在极少树木
的紫禁城里显得格外珍贵。
每逢上班，从拥挤的地铁、嘈
杂的人群中挣脱出来，从西华
门一进故宫，我都会向那片树
林行注目礼，或者干脆走进
去，听一听树枝上叽喳的鸟
鸣。树枝上的鸟鹊，有时会轰
然而起，飞向天空，像一把种
籽洒向田野。它们绕着宫殿
的鸱吻、觚棱盘旋，又成群结
队地落下来。也有时，下班
前，我会在那里驻足片刻，看
暮色一点点地披挂下来，笼罩
整个宫殿。那时，武英殿漆黑
的剪影就像一只倒悬的船，漂
浮在深海似的夜空下。很多
年前，也是薄暮降临的时分，
就在我站立的地方，站着大清
王朝军机大臣曾国藩，忙中偷
闲，留下一首《腊八日夜直》
诗，其中有这样两句：日暮武
英门外望，并阑冰合柳枯垂。

然而，此时在李自成的心
里，没有一项军政要务比玩弄
女性更加急迫。刚刚住进武英
殿，李自成就召“娼妇小唱梨园
数十人入宫”。三月二十一日，
李自成进入紫禁城的第三天，
正像太子朱慈烺预言的那样，
多达一千三百多名明朝官员向
李自成朝贺，承天门不开，他们
站在门外，被广场上的风吹了
一天，双腿站得僵直，一整天没
吃东西，居然连李自成的影子
都没有见到。李自成正在武英
殿饮酒作乐，在朝歌夜弦中飘
飘欲仙。

武英殿内，玉碎香消，花残
月缺。一个名叫曹静照的宫
女，在离乱中逃出宫阙，流落到
金陵，出家为尼，孤馆枯灯之
下，写下宫词百首，充满对昔日
的缅怀。其中一首是这样的：
掬面东风只自知／燕花牌子手
中持／椒房领得金龙纸／勅写
先皇御制诗。

姚雪垠小说《李自成》，写
武英殿里的李自成被宫女侍

奉着饮茶、洗脚，在烛光与水
雾的掩映中，看宫女十指如
葱、面如桃花，又加上博山炉
里飘散出来的“梦仙香”的威
力，将这位来自黄土高原的
汉子薰得七荦八素，半醉半
醒的分寸，作家拿捏得颇为
妥当。这段文字，我是喜欢
的，可惜接下来的描写，李自
成又成了那个大无畏的无产
阶级革命家，保持着坚定的
意志和纯洁的品性，在妖娆
宫女的粮衣炮弹面前岿然不
动，而李自成在宫殿里的荒
淫举动，也就这样蜻蜓点水
般地敷衍过去了。

李自成确曾是个正经人，
尽管张岱说他“性狡黠”，尽管
《明史》说他“性猜忍，日杀人剒
足剖心为戏”。但有一点似乎
是肯定的：“自成不好酒色，脱
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至少
在生活作风问题上，他始终保
持着纯洁的革命本色，证明姚
雪垠所言不虚。

然而，自从李自成进入紫
禁城那一刻开始，他就变成了
另一个人，一个只能用欲望、自
私和野蛮来形容的人。

紫禁城是一个充满规矩
的地方，什么人走什么路，什
么人住什么屋，都有严格规
定，僭越者杀头。而这所有的
规矩，都是为了保证皇帝可以
不守任何规矩——所有的禁
忌，只为凸显皇帝的特权。宫
殿就是这样一个矛盾体，它一
方面代表着礼仪秩序的最高
典范，另一方面却又是野蛮的
氏族公社，无论多么纯洁的女
人，都注定是权力祭坛上的祭
品。除了皇帝本人，宫殿里的
任何男人都不能踏入那些妖
娆的后宫。皇帝的性特权，与
无数人的性禁忌形成了奇特
的对偶关系。

与曾经征战的荒山大漠不
同，当李自成策马扬鞭，姿态豪
迈地进入紫禁城，他的革命生
涯就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这个连横槊赋诗的曹孟德、鞠
躬尽瘁的诸葛亮都望尘莫及的
天下，就这样像一个熟透了的
果子，落在他李自成的掌心里
了。厉兵秣马的岁月结束了，
船靠码头车到站，除了征服女
人，天下再没有什么需要他来
征服了。只有紫禁城，可以成
为他欲望的庇护所。李自成并
不需要“梦仙香”来煽动情欲，
因为整个紫禁城，就是一块巨
大的“梦仙香”，处处锦幄初温，
时时兽烟不断。而人性一旦堕
落，立刻就深不见底。同甘共
苦与酒池肉林，其实只隔着一
张纸。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李自
成突然的变化里，包含着一种
强烈的报复心理。秀才娘子的
宁式床，他当然要睡；娘娘宫娥
的玉体，他当然要摸。但这并
不仅仅是在向崇祯示威、向崇
祯寻仇，因为自打那具曾经风
流俊雅的龙体变成一堆溃烂的
死肉，李自成就无须再惦记他
了。

他是在向不平等复仇。对
于这个在荒凉贫脊、饿殍遍野
的土地上揭竿而起的农民领袖
来说，没有什么比紫禁城更能
凸显这种不平等。它们犹如正

负两极，彼此对称，却遥似天壤
——同样是喘气动物，为什么
人生的差距这么大呢？紫禁城
是金银的窖、玉石的窝，是人间
仙境、神仙洞窟。当百姓易子
而食、流离失所，皇帝却温香软
玉、醉卧花阴。武英殿里，李自
成左拥右抱。他爱眼前的一
切，又对它恨之入骨。紫禁城，
就是这样一个既让人爱，又让
人恨的地方。

看陆川《王的盛宴》，有一
点我是喜欢的，就是他对火烧
阿房宫的解读。项羽这一破
坏文化遗产的行径，历来为人
诟病，但陆川借项羽之口表达
了这样的逻辑：正是因为阿房
宫无限的壮美，“五步一楼，十
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
啄”，才勾起了这些草莽英雄
对于权力的渴望。所以，在影
片里，项羽总是对先期抵达的
刘邦是否进过阿房宫、见识过
它耀眼的繁华耿耿于怀。他
知道，无论什么人，只要见识
过它，就过目不忘了。他认为
——或者说，陆川认为，烧了
它，就等于烧掉了人们心头的
欲望和野心。陆川给了项羽
一句台词：“烧了它，大家都不
用惦记了。”

李自成后来也烧了紫禁
城，但那时他已经留不住本已
属于自己的江山，他不愿意它
落到别人手里，这是后话。李
自成在进京42天的时间里，以
大跃进的步伐走完了一个王朝
由兴起到败亡的全部路程，他
的成功，亦是他的失败。

武英殿：李自成在北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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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灯牌收音机

每当夜幕降临，我都会
守在那台红灯牌老式收音
机旁，等候播报员用低柔的
嗓音说出：“听众朋友们，现
在是小说连播节目时间，欢
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李自
成》，作者姚雪垠，由曹灿播
讲。”

曹灿那略微低沉、带有
鼻音的朗读声，就这样把我
散乱的少年时光连成一
片。舌尖上的历史，义旗飘
荡，马嘶雷鸣，十面埋伏，绝
处逢生，李自成自荒凉的黄
土高原，一路杀进宫阙万千
的紫禁城。那副英雄气，寻
遍历史，恐怕只有项羽可比
了。

李自成缘何而败？搜
寻记忆，想不出那部小说给
了怎样的解释，因为那部小
说，讲述的全都是李自成从
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即使
在革命的低潮时期，依然意
志坚定，毫不动摇。后来读
中学，小说节选入了语文课
本。那课文节选加了一个
题目：《虎吼雷鸣马萧萧》，
选自《李自成》第二卷第二
十八章中的最后一节，讲述
李自成准备从陕西武关突
围与张献忠会师，差点中了
张献忠的圈套，最终一个人
骑着骡子侥幸逃脱的经
过。近日寻出父亲当年购
买的中国青年出版社1976
年版《李自成》，找回这段
重读，觉得姚老先生的文
笔还是好的，他写：虽然已
经是五月初一，但高山中
的夜晚仍然有点轻寒侵
人，所以这一堆火也使周
围的人们感到温暖和舒
服。乌龙驹将头向火堆边
探一探，然后抬起来，望望
它的主人，头上的铜饰映
照着火光闪闪发亮。大小
将领们都把眼光移向闯
王，等候他说话。他的沉
着和冷静的脸孔，炯炯双
目，以及他的花马剑柄，用
旧了的牛皮箭筒，绵甲上
的黄铜护心镜，都在暗沉
沉的夜影中闪着亮光。他
突然从嘴角流露出一丝微
笑 ，然 后 用 平 静 的 声 调
说：……

1996 年，身为编辑的
我曾拜访过姚雪垠先生，
那一年他 86 岁，鹤发童

颜，耳聪目明，说：“你们若
小声骂我，我也听得见。”
目睹他家中琳琅的藏书，
知道他的确有一身真工
夫，吴晗说他：研究明史，
你比我懂。周而复说他是
崇祯的秘书长、李自成的
参谋长，因为小说中崇祯
的圣旨诏书、李自成的军
事部署，基本都出自姚雪
垠的手笔。可惜，这份才
华全部贡献给了阶级斗
争，对作品造成了莫大的
伤害，但那是时代的印迹。

总之，在红灯牌收音
机旁度过的时光里我心目
中最大的英雄，除了李自
成，就是姚雪垠。后来读
的书多了，才发现事有蹊
跷。一方面，伟大领袖谆
谆教诲“不当李自成”，郭
沫若写《甲申三百年祭》，
都把李自成当反面典型；
另一方面，主流意识形态
却对李自成所犯“错误”讳
莫如深，最多只知道李自
成的部队被糖衣炮弹打中
了，刘宗敏霸占了山海关
总兵吴三桂的小妾陈圆
圆，造成吴三桂“冲冠一
怒”，引清兵入关，李自成
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美
女陈圆圆，不仅倾了城（山
海关城），也倾了大明帝
国。尽管姚雪垠先生费心
费力，以洋洋二百万言，把
李自成塑造成“高大全”的
完人，他的面孔却依旧模
糊。

很多年后，我到故宫
博物院工作，每天从西华
门进入宫殿，首先看到的，
就是武英殿。当年李自成
在紫禁城登基做皇帝，不
是在太和殿，而是在武英
殿。于是突然想起，人们
常说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
宫，却忽略了在明清之间，
还楔着李自成的王朝——
大顺王朝。只是这个顺朝
实在不顺，皇帝在紫禁城
里登基只一天就灰飞烟灭
了，着实不入历史学家法
眼，于是被四舍五入，忽略
不计。

那一天，我独立寒秋，
在武英殿外站了很久，看
万类霜天、乌鸦低旋，听长
风从黄琉璃瓦歇山顶滑下
来，穿过树丛，发出丝丝拉
拉的声响，与当年转动红
灯牌收音机旋扭的声音相
仿佛。我突然发现，李自
成就站在我的身边，从来
未曾走远。

承天之门

从1644到 2014，整整 370年
了，李自成进入紫禁城的威风，依
旧被人津津乐道。就在前不久，我
还在网上看到这样一个帖子，说：
李自成进入紫禁城时射在承天门
（即天安门）上的那一箭，至今让人
血脉贲张。

那一天是公元1644年、农历
甲申年三月十八，谷雨刚过，北京
突然下起了雨夹雪，开始只是稀薄
的雨雾，后来越来越浓，变成寒凝
的雪粒。清冷的雨丝雪粒被寒风
裹携着，抽打着人们的脸庞，睁不
开眼。唯有李自成的军师宋献策
站在雪中，望得出了神，脸上露出
喜色——老天爷给力，刚好验证了
他此前的占卜：“十八大雨，十九辰
时城破。”

自清晨开始，城外响了一夜的
炮声就零落下来，取而代之的，是
战靴在松软的雪泥中踏过的声
响。苍茫的天地之间，这座孤悬的
城池果然被攻破了。根据《国榷》
的记载，东直门城门破时，城墙上
的大明守军如秋风落叶一般纷纷
坠落。负责把守东直门的河南道
御史王章战死了，把守安定门的兵
部尚书王家彦跳城自杀，摔断了双
腿，却还剩了一口气，被手下救下，

藏匿在市民家里。他没死心，或者
说他早已死了心，又趁人不备，悄
悄解下腰带，自尽而亡。

第二天辰时，李自成头戴毡
笠，身穿缥衣，骑着乌驳马，一副英
雄气概，在人群中格外显眼。他自
德胜门入城，穿过大明门，一路杀
到紫禁城前。仰头，“承天之门”四
字赫然在目。李自成踌躇满志，扭
头对丞相牛金星、军师宋献策、尚
书宋企郊等人说：我射它一箭，如
能射中四字中间，必为天下一主。
他从牛皮箭筒中拔出一箭，砰地一
声射出。细雨横斜中，那支蓄满势
能的箭矢在克服了风的阻力之后，
疾速奔向那块门匾，虽射中门匾，
却不够精准，射在“天”字的下半
部，最多八点五环。李自成眉头微
蹙，牛金星宽慰道：“中其中，当中
分天下。”李自成淡然一笑，没有在
意，纵马率先冲入紫禁城。

马蹄在紫禁城内留下空旷的
回声。偌大的紫禁城，死的死，逃
的逃。崇祯皇帝在前一天下了第
六道罪己诏，就回到乾清宫，在这
座地动山摇的城池里，呆呆地坐
定。残酷的战事，已不在遥远的陕
北高原，不在黄河边的洛阳，而是
就在他的身边。喊杀声在这座城
市里此起彼伏，断肢充塞着街巷，
无数的伤口在同时流着血。空气
中晃动着死亡的气息，像一条绞
索，勒得他透不气来。他让周皇
后、袁贵妃侍奉着，斟了一杯酒。
酒液滑过一道晶莹的弧线，珠圆玉
润，准确地落在他的酒杯里。伴随
着李自成军队的马蹄声，他看到案
上的酒杯都在轻微地颤抖。他举
起酒杯，一饮而尽。没有了昔日的
歌舞酒筵，这酒，格外的苦涩。他
一边饮，一边嘟嚷：“苦我满城百
姓。”话音落时，两行泪水，已挂在
他的脸颊上。

周皇后的胸中一定贮满了数
不尽的伤感，她默然回到坤宁宫，
崇祯跟随进来的时候，她已悬梁自
尽了。崇祯没有丝毫惋惜的意思，
只说了句：“死得好！”他猛然想起

了已经到出嫁年龄的长平公主，立
即把她召到身前，说声：“尔何生我
家”，然后左袖掩面，右手抽剑，向
着长平公主砍去。长平公主用胳
膊一挡，一声脆响之后，半截玉臂
飞向宫殿的一角。崇祯没有罢手，
又提着那只剑，面色狰狞地跑到昭
仁殿，一剑捅死了6岁的女儿昭仁
公主，又舞着那只剑，砍死无数嫔
妃宫娥，然后，像完成了一件重大
的心愿，别无所憾，一个人抛下宫
殿，披发跣足，拖着一路的血光，逃
到煤山上，投缳自尽。那一刻，才
是真正的解脱。

出身草根的李自成或许很想
跟出身龙种的天子照个面，这样的
英雄事，连项羽都未曾做到。当年
张献忠兵败降明，李自成在潼关被
洪承畴、孙传庭打得落花流水，只
剩下十八骑逃向商洛山中，苟延残
喘之际，支撑他的，或许就是这样
的痴心妄想。他没有想到崇祯不
给他机会。他命令部下满紫禁城
寻找，也没有找到他的尸体。他的
龙体，此刻正在煤山顶上的瑟瑟寒
风中飘来荡去。

当年我写小说《血朝廷》，开头
就写到崇祯的死。很多年中，我都
陷入对这场悲剧的深度迷恋中，以
至于这部描写清亡的小说，也要以
明亡作为开篇。做皇帝，是天下豪
杰梦寐以求的事，然而皇帝却是天
下第一高危职业，尤其偏逢末世，皇
室成员没有一个有好下场，从秦二
世胡亥、隋炀帝杨广、北宋徽钦二
帝，明亡时的崇祯、弘光，到法王路
易十六、安托瓦内特皇后，盖莫能
外。王朝鼎革之际，不同人的命运
纠结其中，犹如相反的抛物线，虽有
交集，却最终南辕北辙。这样的大
开大合，最能窥见幽暗的人性。

长平公主醒来的时候，宫殿外
依旧响着潇潇的风雪声。就在她
昏迷的这段时间里，她父亲的王朝
已经落幕，新时代的帷幕即将拉
开。恍惚中，她看见了闯王，走到
她面前，说，这崇祯太残忍了，连自
己的女儿都不放过。又说，快把她

扶到宫中，好生照料。
太子朱慈烺本来已经逃出宫

殿，当他逃到自己的外公、崇祯皇
帝的老岳父周奎的家门口时，周奎
还在睡梦中，他被一阵急促的叩门
声惊醒，披衣而起，当他确定门口
是自己的外孙、崇祯皇帝的儿子朱
慈烺时，决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没有给他打开房门。太子拍了一
阵，就失望地消失了街巷中，不巧
被宦官们认出，作为一份厚礼，呈
送给了李自成。

李自成看着眼前的这个年轻
人，问，明朝为何丢了天下？太子
答，因为误用了奸臣周延儒。太子
问李自成，为何不杀我，李自成答，
你没有罪，我为什么要妄杀？太子
说：“如是，当听我一言：一不可惊
我祖宗陵寝，二速以皇礼葬我父
皇、母后，三不可杀戮我百姓。”

这段简短的问答之后，李自成
下令，把太子交给刘宗敏看管，根
据张岱的记载，李自成败走京城
后，太子跑掉了，在民间隐匿几个
月后，又去投奔周奎，被周奎再一
次检举揭发，捆绑起来，交给了大
清王朝摄政王多尔衮，多尔衮叫多
人来认，都说不是太子朱慈烺，后
来发到刑部，活活整死了。

几天后，李自成又下令购买一
具柳木棺材，将崇祯的遗体抬到东
华门外入殓，百姓经过，无不掩面
而泣。李自成下令，以皇家的规
格，把崇祯安葬在昌平天寿山脚下
的明朝诸陵中，因为来不及再建新
陵，于是把田贵妃的陵寝扒开一个
洞，把崇祯棺材塞进去。史书记
载，“是时，天地昏惨，大风扬沙如
震号，日色黯淡无光。”因为是明思
宗的陵墓，因此命名思陵，成为十
三陵中的最后一座，至今犹在。

那天，在会见行将结束的时候，
朱慈烺对李自成说：“文武百官最无
义，明日必至朝贺。”最后，他又补充
了一句话，像遗言，又像忠告。

他从牙缝里挤出的最后一句
话是：

“替我杀了他们。”

故
宫
内
的
武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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