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专家讲堂

电子信箱：sckb@
vip.163.com网址：www.dfsc.com.cn
编辑部：0595-88727096
广告发行征订热线：0595-88727095 13696908939

2018年6月13日 星期三

墓志铭为曾纪泽夫人画像
夫人见婆婆为难，赶忙安慰婆
婆，说自己的嫁妆尚有些未动
用，可以拿去典当些钱分赏报
子。太夫人深为儿媳行为所感
动，亲戚们亦说难得她如此慷慨
而识大体，越发敬佩刘氏夫人。
同治三年（1864）6月曾氏
兄弟攻陷太平天国首都后，刘氏
夫人终有机会去南京与丈夫相
聚。此时的曾国藩兄弟功成名
就，曾国藩被授封一等毅勇侯
爵、武英殿大学士，督署前车水
图1
图2 马龙，何等的大富大贵。但刘氏
概而言及，有血有肉之刘氏夫人 夫人依然“布衣蔬食，不改于
■湖南长沙 廖文伟
始终还在云遮雾罩之中。
初”，丝毫不拿大少奶奶的架
1997年10月最后一个双休 子。即使在繁华的南京，刘氏夫
一
曾纪泽为晚清重臣曾国藩 日，我同友人万志良在凌晨5时 人也随身带着纺纱的纺车，“夜
之长子，生于道光十九年（1839） 多赶到清水塘古玩集市。刚上 治木棉，声达户外”，夜半巡防的
11月。曾国藩不单要求曾纪泽 二楼，便见一大群人围在长沙县 军士都能听到。刘氏夫人不但
饱读诗书，且要求儿子从小立志 一古玩商人的摊位前指点议论， 勤劳，其节俭也是尽人皆知的。
做心胸开阔并有远大抱负之人。 原来他在卖几方青花墓志铭。 “月支钱入二千储之，常累累厌
曾纪泽18岁即与父亲挚友 我就着昏黄灯光细看，铭文起首 嗣”，时时想着接济丈夫老家的
贺长龄之女完婚，不料翌年贺 即是“皇清诰封一品侯太夫人曾 亲戚们，真可谓点无私心。
氏夫人难产去世，21岁娶刘蓉 母刘侯太夫人墓志铭，大兴吕海
曾国藩去世后，曾纪泽承袭
之女，咸丰十年（1860）赴皖南 寰撰书”。接着是“夫人湘乡刘 父亲爵位，被委任为出使大臣。
祁门湘军大营跟随父亲。曾国 氏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 刘氏夫人随丈夫出使英、法、德、
荃攻陷太平天国都城天京（今 史、陕西巡抚孟容先生讳蓉之子 俄等国，“居海外八九年，博识多
南京）之后，曾纪泽随父亲进南 邑曾氏，赠太傅世袭一等毅勇 闻，谙习语言文字”，与这些国家
京并参与督署军政机要。同治 侯、武英殿大学士文正公讳国藩 的君王和王后见面，皆能言辞举
十一年（1872）曾国藩病逝，曾 之妇，赠太子少保兵部侍郎、毅 止十分得体而“无紊于仪容”。
纪泽承袭一等毅勇侯，次年开 勇侯惠敏公讳纪泽之妻也”，原 不仅如此，且“间出议论，以佐惠
始他的外交官生涯，兼任英、 来竟是曾国藩长子曾纪泽之刘 敏（纪泽）所不逮”；外交场合下，
法、德、俄四国外交使臣。时值 氏夫人墓志铭！我好收藏更好 能在曾纪泽因仓促应对而言辞
多事之秋，俄国蚕食我新疆，法 研究，家中几件与曾国藩父子有 举措间有失当时，加以补充或修
国强占越南，英国并吞缅甸，列 关的藏品皆来之不易，天赐我巧 正，这让曾纪泽既兴奋又高兴，
强对中国虎视眈眈。曾纪泽作 遇刘氏夫人墓志铭，岂有让它失 越发的尊重刘氏夫人，外国君臣
为外交使臣，为维护大清国尊 之交臂之理？于是我同万志良一 也对她刮目相看。朝廷上下，亦
严，极力主张不向俄国等外强 人护住墓志铭，一人与卖主“从长 传颂“惠敏内助得人也”。墓志
妥协，一面争取友好国家支持， 议价”，终于得以如愿以偿。
铭记载，曾纪泽在与俄罗斯划定
一面主张国内备战，外交上则
令人深为遗憾的，是青花 边界的伊犁谈判中维护了大清
该硬则硬，该争则争，终于迫使 墓志铭仅存两块四面（图1—图 国格，还朝后不久，即因积劳成
三国不同程度作出让步，不辱 4），錾刻700余字，至刘氏夫人 疾病倒，终至不治辞世。
使命，保全了国格。清政府对 护送曾纪泽灵柩南归并数十天
刘氏夫人“哀恸逾礼，几不
曾纪泽外交上的成功“深为嘉 操持丧事而止……
欲生，扶柩南归”，一连数十日，
许”，赞扬他“握要力争，顾全大
墓志铭錾刻的是非常规范 为丈夫的丧事操劳，“ 血气衰
局，深为不负委任”。
的隶书，由大兴吕海寰撰书。 耗”，但念子女需要母亲呵护教
曾纪泽还注意到大清国锁
铭文记载，刘氏夫人19岁 养，强忍悲伤……
国闭关政策极大地影响到民族 嫁给曾纪泽，因为纪泽在曾国藩
三
的生存能力，积极倡导向西方 身边锻炼，小夫妻长期分居两
墓志铭到此中断，估计约
科学技术学习，强调改变科学 地。墓志铭提到曾国藩虽官居 有一到二面三四百字之下文不
技术落后面貌的重要性，建议 要职，但恪守多年养成的“清俭 知散失何处。根据铭文推断，
朝廷选派官员出国考察，择优 守约”信条，而“俸余尝以润其亲 余下部分应是刘氏夫人如何抚
送派年轻人出国留学。可惜曾 旧，家人生产不屑为计”，是说他 育诸子，如何教导他们成才的
纪泽英年早逝，光绪十六年 将节省下来的钱或寄回家里或 记叙。尽管如此，刘氏夫人的
（1890）去世时年仅51岁。
帮衬故旧，因为家里田产不够， 音容笑貌已然浮现，她的品德
如此一位有作有为的历史 难以维持偌大个家庭之生计。 学识之不同凡响亦已有血有
人物，他的妻子是个什么样的 照顾婆母和伯伯叔叔乃至几个 肉，铭文摹描出的是一个典型
女性呢？
小姑的义务，其儿媳刘氏夫人一 贤妻良母型东方女性。
二
人包揽。刘氏夫人在奴俾仆役
墓志铭撰文并书写者为吕
我曾经关注过这个问题。 面前从不颐指气使，她“循家世 海寰，此人同治六年（1867）中
但《曾国藩家族》一书只约略提 儒风，治以俭约，躬操井臼，浣濯 举，先后任兵部员外郎，江苏常
及，说“曾纪泽之继配夫人，系 烹饪”，家里的大小事情，几乎什 （州）镇（江）通海道道台。李鸿
湘军主要将领、曾国藩好友刘 么都亲自动手，为下人分担部分 章举荐其任清政府驻德国、荷
蓉的女儿，生育子女各三人”， 劳作，夫人的架子一点都没有。 兰大臣，光绪二十六年（1900）
显然轮廓都未画全。相比之 她常常在油灯前用麻搓纳鞋底 回国，先后任工部尚书，会办商
下，曾纪泽胞弟曾纪鸿以及兄 的线，不到夜半时分不会歇息， 务大臣、商务部尚书。光绪二
弟二人儿子们之妻眷，却都着 家里人没有不称赞她贤良勤劳 十九年（1903）在上海创办万国
墨较多而较为丰满。
的。曾国藩的家是个大家庭，兄 红十字会，辛亥革命后任中华
《曾纪泽本传》介绍刘氏夫 弟子侄阖家同住，刘氏夫人“事 民国首任红十字会会长，孙中
人的笔墨依然颇为吝啬，只说她 叔伯诸姑亦亲调羹汤以进”，连 山曾特别褒奖其救死扶伤的人
“继承了父母的优良品德，知书 小姑们的朋友都羡慕她们有个 道主义精神。
达理，贤淑文雅。夫妻相亲相 好嫂子，表示要以她为楷模。墓
刘氏夫人于光绪二十九年
爱，互敬互谅。纪泽体质素弱， 志铭特别记载了一件事，曾国藩 （1903）病逝，吕海寰为其撰写
公务繁忙，时常患病，刘氏细心 “除礼部侍郎，报至，无以为赏。 并书墓志铭，铭文言简意骇，内
照料，体贴入微”，也提到她“接 家人难之，太夫人且喜且愕，亦 容生动真实，实为刘氏夫人的
待宾客，应酬交际，适度得体落 不知所出”，是说曾家竟一时寻 写真画像。
落大方”，如此而已。言辞空泛， 不出几两银子分赏报子。刘氏
铭文为隶书，结体方正宽

博，笔势强健刚劲，一看而知为 右侧一店。卖主从蛇皮袋中取
晚清书坛复古风薰蒸之下的作 出来三块瓷刻墓志铭，一块是另
品，带有很浓的汉魏遗风，耐得 一名张姓亡灵的墓碑，其他两块
品味耐得看。
是刘氏夫人墓志铭的续刻。这
墓志铭既是记载刘氏夫人 两块墓志铭中，一块正反面是记
一生的传记性文字，亦是晚清 叙，一块只正面镌刻一两行字，
外交家、慈善家吕海寰的传世 实际上仅有一块基志内容。而
书法作品。
且，两块之中有一块是齐腰摔断
了尚未接粘的。此时，我对卖
四
于是我恍然大悟，各种传记 主会乘机敲诈已有心理准备，他
体书刊描绘曾纪泽夫人时多只 必定会多要一两百元钱。
寥寥几笔，不是刘氏夫人无所作 “好啦，多少钱？”我很随意
为而无足挂齿，实为比较详尽而 地加了一句作为补充：“只能按
又真实可信地介绍她的文书资 原价，原来多少钱一块，现在照
料少而又少。墓志铭的被发现， 旧。”
为我们塑造一个有血有肉的丰
卖主不假思索。“不，现在
满的近代优秀女性提供了一手 按现在的价算。”
史料。刘氏夫人堪为东方女性 “你要多少？”
的楷模，这一点是无可怀疑了。
他开口，报了一个高出原
墓志铭为砖状青花器，长 价五倍的价格。
32、宽21、厚7厘米。青花为浙
我又惊讶了，不过我不慌。
江钴蓝，青翠泛灰，绘双回纹框 “头”在我手里，你手中的是“尾
边，施白釉，胎质坚致白洁，工 巴”，唱什么高调呢？继而又有
艺规整周正。
些气愤，生意场中，竟耍如此滑
美中不足的，是墓志铭未 头！接着又飞也似地转过一个
全，我决定去寻找那个卖主，好 念头：这不是犯傻吗？我有“头”
端端的一件事于是演变成了一 而无“尾”，至多是不全，姓甚名
场闹剧。
谁，生前主要经历都有个基本记
又一个集市日，我在宝南 叙，你拿着个“尾”等于无源之水
街见到了卖刘氏夫人墓志铭的 嘛，岂不是打错了算盘？
卖主。他蹲在地摊前东张西
于是我连连说“你这是宰
望，似乎也在找什么人。见到 我”，转身便走。卖主不知所措
我，他立即惊讶地瞪眼望着。 了。
“伙计，”我表现出老相识 “都不要了，我收藏曾家的
的热情，过去问他：“ 墓志铭是 遗物是为了研究，‘ 头’的部分
不是还有一块？”
完全可以了。”我的确是头也不
他的惊讶转变成得意。“一 回了。
块？还有两块哩！”
“喂，你也还个价呀！”卖主
那你为什么不一次卖给我 回过神来，在身后嚷。
呢？”这下轮到我惊讶了。
“两块中有一块仅两行字，
“我也是那天晚上回去后 又拦腰断了，只能按原来每块
才知道，卖主家里还有两块。” 价的一半买这块。”我站住了，
卖主忽然笑了，又说：“ 我带来 如实还了价：“另一块按原价。”
了，你要，等会去看看。”
卖主显然料不到，他气呼
我猛然醒悟了，这是浏阳 呼的，随后一甩手，回头便往蛇
张电工的“钓鱼”把戏在重演。 皮袋中装瓷刻墓志铭。
不过，墓志铭有四块的话，前两
生意是做不成了。他认定
块在我手里，而且主要内容都 他手里是条“长线”，我则以为
全，后两块既无抬头，又无撰书 可有可无，无所谓。这下我当
人名姓，不是一堆废物吗？这 真走了，再未回头。
样想，我又觉得卖主抑或还真
遗憾是遗憾，但我收藏古
是“那天晚上回去才知道”。不 玩文物，同我做人一样，决不屈
管怎么说，能买齐也是好事。 服于“无理取闹”。
价钱呢，于是我试探着问了。
刘氏夫人倘若九泉有知，是
“两块我全要，多少钱？” 赞扬我还是赞扬他呢？当然，我
“先不谈价，看看货再说， 也未必是要得到赞许，我只是想
我放在清水塘一个文物商店， 如实地将刘氏夫人处侯门而不
等会一起去。”
娇淫，有富贵而守勤俭的优良
大约上午11点，我们去了 品德介绍给当今世界，若能有
清水塘，就在曹菊先的“菊隐斋” 人以为值得仿效，便知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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